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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及年期 

濕地範圍 

援中港重要濕地經內政部 108 年 3 月 20 日台內營字第 1080804530 號函公

告，核定為地方級重要濕地。濕地位於高雄市楠梓區，隔典寶溪與梓官區交界，

整體位處典寶溪口南岸，地理中心位置座標為 120°15'55.059"E, 22°43'35.069"N。 

援中港重要濕地分為東、西兩區，中間有座楠梓污水處理廠。濕地北側隔典

寶溪，西區毗鄰海軍軍區，東區則與養殖漁塭相鄰；西側為臺灣海峽；東側緊鄰

省道 17 號公路；南側之養殖漁塭地，預計由國防部開闢成海軍二代艦軍港。現

濕地之公告面積分別為 10.4（西區）及 17.2（東區）公頃，總面積合計 27.6 公

頃。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本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同內政部 108 年 3 月 20 日公告之「援中港暫定重要濕

地』範圍，面積為 27.6 公頃 (圖 1-1)。 

 

保育利用計畫年期 

本計畫年期依據「濕地保育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

第 1 款所定計畫年期為 25 年」。並參照「濕地保育法」第 19 條規定：「重要濕地

保育利用計畫公告實施後，主管機關應每五年至少檢討一次」。 

 

爰以保育利用計畫核定公告為起始年，計畫年期為 25 年，每 5 年進行通盤

檢討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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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援中港重要濕地範圍及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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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援中港重要濕地定位 

援中港重要濕地為一人工濕地，民國 90 年因「海軍二代艦基地開發計畫」

實施，國防部陸續收回承租予漁民之魚塭地進行重劃，並捐贈其中 50 公頃土地

作為高雄市政府公共設施用地，將其中 30 公頃劃設營造為「具河口生物多樣性

棲地環境」之濕地公園，用以補償因軍港開發所需之濕地生態棲地復育。濕地東、

西兩區水質及水文特性不同。濕地西區水域與典寶溪感潮河段相通，做為孕育濕

生、水生生物資源、民眾觀光休憩與環境教育推廣之良好場域；濕地東區水源來

自楠梓污水處理廠的放流水，不受溪水感潮影響。 

 

本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目標 

 

(一) 維持濕地生態系統穩定及棲地多樣性 

    維持援中港濕地東、西兩區現兼有之淡水埤塘生態系及半鹹水河口紅樹

林生態系，透過監測、營造、維護及巡守等措施，提供重要生物-陸蟹、招潮

蟹及水雉等穩定棲地，也提供過境候鳥季節遷徙所需，維持生態系統穩定及

多樣性。 

 

(二) 發揮濕地功能及落實明智利用目標 

    強化濕地環境教育及休閒遊憩功能，落實濕地生態廊道及環境教育，規

劃適宜之功能分區，落實濕地明智利用目標。 

 

(三) 整合濕地及其周邊自然文史資源，促進濕地永續經營管理 

    串聯濕地及其周邊機關團體、各級學校與在地社區聚落之自然文史資源，

建立家園守護圈並推動在地民眾常態投入濕地永續經營管理事務，讓濕地的

利用能與在地社區充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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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及相關綱領、計畫之指導事項 

為釐清相關計畫、法規與本計畫之關聯性，作為援中港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

畫之參考依據，以下針對本計畫之上位及相關計畫、相關法規等進行回顧與彙整

分析。 

上位計畫 

本計畫上位計畫包含「全國國土計畫」、「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修正全

國區域計畫」、「高雄市區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國家氣候變遷調

適政策綱領」、「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與「國家濕地保育

綱領」，茲將其計畫重點內容與本計畫之關係綜合整理分析如表 3-1 及圖 3-1： 

 

表 3-1、上位計畫綜合整理分析 

計畫名稱 年度 計畫內容 訂定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全國國土

計畫 

107 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

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

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

置，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

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

破壞地區，追求國家永續發 

展。 

內政部 1. 推動濕地保育，劃設自然濕地

保護區，辦理劣化及重要濕地

之復育，闢建人工濕地，加強保

育濕地之動植物資源及維繫水

資源系統，以落實零淨損失之 

政策目標。 

2. 配合濕地復育、防洪滯洪、水質

緩衝、水資源保育利用以及景

觀遊憩，推動濕地系統之整體

規劃，進行地景生態環境改造。 

 

高雄市 

國土計畫 

(草案) 

109 發展目標：1.動力城市、經

貿首都；2.友善投資、創新

產業；3.多元文化、適性發

展。 

高雄市 

政府 

1. 位於都市計畫地區之重要濕

地，其公有土地應優先檢討劃

設或變更為相關保護、保育分

區或用地。 

2. 本重要濕地範圍在功能分區上

屬於「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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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年度 計畫內容 訂定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修正全國

區域計畫 

106 計畫目標如下： 

1. 賡續劃設環境敏感地

區，落實國土保育與管 

理。 

2. 配合流域綜合治理計

畫，進行土地使用規劃 

與檢討。 

3. 加強海岸地區管理，因 

應氣候變遷與防災。 

4. 確保農地總量，並維護 

糧食生產環境。 

5. 整合產業發展需求，提 

升產業發展競爭力。 

6. 檢討各級土地使用計

畫，促使產業土地活化 

與再發展。 

7. 落實集約城市理念，促 

進城鄉永續發展。 

8. 擬定都會區域及特定區

域計畫，促進跨域資源 

整合。 

內政部 1. 地方級重要濕地納入第 2 級環 

境敏感地區。 

2. 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地方級

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

復育區」，為兼顧保育與開發目

的，提供有條件開發之彈性空

間，以達國土有效利用，並加強 

管制條件，規範該類地區。 

3. 地方級重要濕地範圍內土地， 

應依下列規定管理： 

(1) 考量土地所在之環境特性與資

源敏感情形，劃設環境敏感地

區，並予以劃分為災害、生態、

文化景觀、資源利用及其他類

型，針對不同敏感程度進行差 

別管理。 

(2) 對於依法劃設之各種保護(育)

區，應透過土地使用管制，維護

保護區域內之生物多樣性及其

棲息環境，並於總量管制原則

下，適度提供學術研究、生態旅

遊、休閒、育樂活動、環境教育 

及自然體驗等活動使用。 

(3) 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得繼續

為原有之使用。但其使用違反

其他法律規定者，依其規定處 

理。 

 

高雄市 

區域計畫 

99 以區域性的整體規劃思考，

引導高雄市未來整體空間

發展，作為各地區規劃指導

原則，提昇都市總體競爭

力；同時配合土地資源與地

區特性，在兼顧生態環境保

高雄市 

政府 

1. 保護山區與海岸生態資源，維 

持城鄉生態平衡。 

(1) 環境復育降低災損。 

(2) 減輕開發衍生之環境負擔。 

2. 打造安全、優質的宜居空間。 

(1) 提供便捷交通及穩定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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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年度 計畫內容 訂定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育及都市機能強化之原則

下，促進人口及產業活動合 

理分布。 

(2) 創造適宜的親山親水休憩空間 

3. 援中港重要濕地為楠梓、梓官

地區，提供蓄水、滯洪之功能，

並維護水雉棲息環境，成為市

區重要之親水、休憩及環境教

育場域。並透過民間認養經營

管理，提供在地青年就業與投 

身環境公益之機會。 

 

國土空間

發展策略

計畫 

99 基於對國土計畫之檢討，並

考量國土情勢之轉變及國

土空間結構之發展，提出安

全自然生態島、優質生活健

康島及知識經濟運籌島等

國土空間發展願景，並以一

點多心網絡佈局模式發展，

建構中央山脈保育軸、西部

成長管理軸、東部策略發展

軸、離島生態觀光區、海洋

環帶及河域廊帶，依此建立

北、中、南等城市區域，以

指導國土保育、海洋資源、

農業發展及城鄉發展等 4 

種功能分區之國土空間結 

構。 

行政院 1. 推動沿海濕地保育，劃設自然

濕地保護區，辦理劣化及重要

濕地復育，闢建人工濕地，加強 

民間團體認養濕地。 

2. 國土資源中除法定生態保育地

區外，其他如濕地、水體、大型

綠地空間及農地生產空間等應

結合公路、綠廊道、河廊等形成

網絡系統，並納入區域整合性

的土地利用與空間計畫中，由

點、線、面整合佈局，建構綠色 

基礎設施與地景生態網絡。 

3. 提高都會地區地表逕流滲透

率，廣泛設置具滯洪、防災功能

之綠地空間，推動公有地、學校

操場、公園等公共場所設置滯 

洪設施。 

4. 本計畫對援中港重要濕地的重 

要指導方針： 

(1) 以近自然方式闢建人工濕地， 

目前由民間團體認養。 

(2) 為高雄濕地廊道一環，結合全

市所有藍帶及綠帶系統構成全 

面性的綠色基盤及生態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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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年度 計畫內容 訂定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國家氣候

變遷調適

政策綱領 

103 以「保護海岸自然環境，降

低受災潛勢，減輕海岸災害

損失」為「海岸領域」之總

目標，並考量臺灣沿海社經

發展現況及海岸地形環境

之差異特性，以避災、減災、

減量及促進永續發展進行 

海岸地區管理。 

行政院 1. 保護及復育可能受氣候變遷衝 

擊的海岸生物棲地與濕地。 

2. 因應氣候變遷的可能衝擊，檢

討海岸聚落人文環境、海洋文

化與生態景觀維護管理之工作 

體系。 

整體海岸

管理計畫 

106 為達成維繫自然系統、確保

自然海岸零損失、因應氣候

變遷、防治海岸災害與環境

破壞、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

等目標，依海岸管理法第 8

條及第 44 條規定，應研訂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以綜

整海岸管理之課題與對策、

落實海岸地區之規劃管理

原則、協調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分工，指導相關計

畫修正或變更，以有效指導

海岸土地之利用方向，健全 

海岸之永續管理。 

內政部 1. 落實海岸保護與防護管理機 

制。 

2. 劃設特定區位與規範適當利用

原則，以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 

利用。 

3. 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保障公共 

通行與親水權益。 

生物多樣

性推動方

案 

89 本推動方案訂定各部會之

權責職掌，藉各部會間的互

動、協調及落實推動生物多

樣性工作，以達成本土生物

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之

目的，進而提升臺灣國際競 

爭力。 

行政院 1. 我國生物多樣性工作之國家整 

體目標如下： 

(1) 保育我國的生物多樣性。 

(2) 永續利用生物及其相關資源。 

(3) 公平合理地分享由生物資源所 

帶來的惠益。 

(4) 提升大眾維護生物多樣性的意 

識及知識。 

(5) 參與區域性和全球性合作保育 

生物多樣性。 

2. 援中港重要濕地所展現的生物

多樣性保育功能不僅能夠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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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年度 計畫內容 訂定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高雄市城市生物多樣性建構之

指標，同時結合各項環境教育、

休閒遊憩及生態體驗活動，善

用生態資源促進市民保育意識

與知識的提升，也能夠結合周 

邊資源發展地方經濟。 

 

國家濕地

保育綱領 

106 為全國濕地保育最高指導

原則，確立總體規劃與推動 

濕地之保育策略。 

內政部 1. 維護保育濕地生態系統為首要

標的，濕地防洪防災功能為輔。 

2. 強化範圍內之濕地保育與其周

圍環境之連結，以生物遷徙路 

徑規劃。 

3. 系統性生態廊道，建構空間生

態網絡，拓展物種棲息地與健 

全生態系。 

4. 依照濕地保育標的與功能進行

分區管制，制定各區使用規範。 

5. 動態管理監控環境數據，尤為

危及生態平衡與生物多樣性之 

威脅。 

6. 提供科學研究與濕地環境教育

之場域，鼓勵民眾參與關心濕

地環境，推展國際合作機會。 

7. 範圍內必要之設施物，須符合

濕地保育法第 16 條規定。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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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上位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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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計畫 

相關計畫包含本府委辦之規劃研究計畫，以及其他機關之計畫，茲將各計畫

之重點內容與本計畫關係，彙整如下： 

表 3-2、援中港重要濕地相關計畫一覽表 

計畫名稱 計畫期間 委託機關 計畫內容 與本計畫關聯性 

援中港濕地生態監

測及蟹類棲地改善

試驗計畫 

98 年 

高雄市政

府工務局

養護工程

處 

1. 進行濕地生態監測：魚、蝦、蟹之多樣性

調查與監測。 

2. 成立濕地生態巡守隊。 

3. 辦理社區座談會，讓志工於計畫各執行階

段提供充分討論凝聚共識。 

生態調查 

棲地營造及維護 

高雄濕地生態廊道 

環境監測計畫 

99 年至 

101 年 

1. 進行濕地生態監測。 

2. 舉辦濕地工作坊。 

3. 賞蟹活動（101 年） 

援中港濕地生態棲

地營造與環境教育

推廣計畫 

102 年至 

105 年 

1. 進行濕地生態監測。 

2. 環境營造維護工程。 

3. 導覽工作、嘉年華、成果發表會（102 年） 

4. 志工培訓及進階訓練（102-104 年） 

5. 新進志工培訓（105 年） 

6. 實行濕地分區開放與管理（104 年），初步

劃分濕地生態復育區、環境教育區及管理

服務初等分區應用。 

7. 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陸蟹守候活動

（103-105 年）、假日生態講座（105 年） 

生態調查 

棲地營造及維護 

環境教育推廣 

濕地分區開放管理 

援中港濕地棲地改

善與環境教育推廣 
106 年 

1. 進行濕地生態監測。 

2. 環境營造維護工程。 

3. 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106-108 年）：陸

蟹夜間觀察、假日生態講座 

4. 園區設施更新（107-108 年） 

5. 保育利用計畫修訂（108 年） 

生態調查 

棲地營造及維護 

環境教育推廣 

保育利用計畫擬定 

援中港濕地棲地 

管理與教育推廣 
107 年 

援中港濕地棲地監

測與環境教育推廣

暨保育利用計畫 

108 年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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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相關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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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研析 

「濕地保育法」第 2 條規定：「濕地之規劃、保育、復育、利用、經營管理

相關事務，依本法之規定；其他法律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綜合整理本計畫劃設範圍所涉及之相關法規，其類別包含「濕地保育」、「環

境生態」、「水域資源」、「環境教育」及「空間分布」，各類別所涉之法規、施行

細則及其相關辦法等，如表 3-3 及圖 3-3 所示。 

 

表 3-3、援中港重要濕地相關法規彙整表 

類別 法規 涉及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濕地 

保育 

濕地保育法；濕地保育法施行細則 

內政部 / 高雄市政府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 

重要濕地評定變更廢止及民眾參與實施辦法 

濕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及民眾參與準則 

衝擊減輕及生態補償實施辦法 

實施重要濕地保育致權益受損補償辦法 

許可使用濕地標章及回饋金運用管理辦法 

環境 

生態 

環境基本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野生動物保育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高雄市政府 

動物保護法；動物保護法施行細則 

水域 

資源 

海岸管理法 內政部營建署 / 高雄市政府 

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高雄市政府 

水利法；水利法施行細則 經濟部水利署 / 高雄市政府 

環境 

教育 
環境教育法；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高雄市政府 

空間 

分布 

國土計畫法 

內政部 / 高雄市政府 
區域計畫法；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 

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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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相關法規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小結 

本計畫將遵循「全國國土計畫」、「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及「國家重要濕地保

育綱領」…等上位計畫之指導，相關研究計畫之成果，作為本計畫自然環境、生

態資源、社會經濟環境分析、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之參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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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環境 

援中港重要濕地位於高雄市楠梓區與梓官區交界處。鑑於原水道分布有生

長良好之紅樹林，規劃為紅樹林濕地公園，以自然方式闢建，現作為生態保育

與觀光推展之場域。 

本濕地鄰近人口及使用密度低，周邊仍在經營中的養殖魚塭是鳥類的聚集

地。本濕地兼有鹹、淡水濕地生態外，在生態區位上位處眾多生態熱點之核心

區域，未來可串聯周邊自然棲地，拓展物種棲息地，肩負起本市生物多樣性之

建構指標，進而維護及保護可能受氣候變遷衝擊的海岸環境。 

 

地形、地質資料 

地形 

援中港重要濕地前身為漁塭地，現仍保留原有漁塭地景，西鄰臺灣海峽，在

南、北兩側分別有後勁溪及典寶溪流過，地形上屬於沖積平原，地勢相當低平。

此區產業道路標高約介於 1.1 至 2.3 公尺，遇大雨偶有積水之情形。 

地質 

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發行之「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說明書一高雄圖

幅」，援中港重要濕地及其附近地區的地表層，屬全新世沖積層(由砂、礫石、泥

組成)，沖積層不整合地覆蓋在較老的古亭坑層(泥岩為主)之上 (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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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援中港重要濕地周遭地質示意圖（1 / 50000）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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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 

本計畫彙整民國 99 至 108 年之氣候觀測數據，作為援中港重要濕地的氣候

背景資料，由於楠梓測站於 102 年 12 月才設站，故以高雄測站的數據作為長期

氣候資料參考對象。 

 

氣溫 

援中港重要濕地位處低緯度、低海拔地區，屬熱帶型氣候。依據中央氣象局

統計資料顯示，99 至 108 年之年平均氣溫為 25.7 ℃，月均溫最高出現在 7 月的

29.6 ℃，最低為 1 月的 19.8 ℃ (表 4-1)。 

 

表 4-1、高雄測站氣溫紀錄（民國 99-108 年度） 

月份 
年份 月平均 

(℃)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 19.9 17.5 19.3 19.7 19.5 19.9 19.3 21.7 20.4 20.4 19.8 

2 21.5 20.1 20.1 22.3 20.3 20.8 19.6 21.1 19.8 22.6 20.8 

3 23.7 21.4 23.6 23.9 22.6 23.6 21.6 23.5 23.5 23.1 23.1 

4 24.9 24.6 26.6 25.1 25.9 26.2 26.9 25.6 26.3 26.2 25.8 

5 27.8 27.2 28 27.6 27.8 28.3 28.9 28.2 29.1 27.1 28 

6 28.3 29.3 28.5 29.8 29.2 30.6 29.7 29.7 29.1 29.6 29.4 

7 29.5 28.7 29.5 29.7 30.3 29.5 30.2 30.4 29.2 29.4 29.6 

8 29.4 29.5 28.1 29 29.1 28.8 29.4 30.1 28 28.8 29 

9 28.3 28.7 28.7 28.6 29.5 28.8 28.4 30.2 29.1 28.6 28.9 

10 27 27 26.6 26.6 27.2 27.7 28.4 28 26.9 27.1 27.3 

11 23.7 25.2 24.9 24.3 25.2 26.2 25.7 25.5 25.6 24 25.0 

12 20.9 20.1 21.1 19.9 20.2 22.4 22.9 21.4 23.4 20.5 21.3 

年平均 25.4 24.9 25.4 25.5 25.6 26.1 25.9 26.3 25.9 25.6 25.7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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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 

援中港重要濕地之降水屬於臺灣西南部常見的夏雨冬乾型態，因有楠梓污水

處理廠持續排放入濕地的放流水補充水源，全年不受乾旱枯水期影響。依據中央

氣象局統計資料顯示，99 至 108 年之平均年降雨量為 2002 毫米，月均雨量最高

出現在 8 月的 641 毫米，最低出現在 2 月的 13.2 毫米 (表 4-2)。 

 

表 4-2、高雄測站雨量紀錄（民國 99-108 年度） 

月份 
年份 月平均 

(mm)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 1.5 7.7 0 0 0 6 179.5 0 23.5 2 22 

2 10.5 3.5 30.5 0 16 38 24.5 0 4.5 4 13.2 

3 1 8 8.5 23 67 0 79 3.5 57 32 27.9 

4 48 29.5 112.5 94.5 27 7 182.5 113.5 9.5 96 72 

5 188 106 283.5 351 198.5 300.5 97.5 129 58.7 155 186.8 

6 257 392 832.5 87 235 10 383 256 835 391.5 367.9 

7 437 543 52.5 185.5 309.5 200 315 285 410 54.5 279.2 

8 164.7 367.5 756.5 765.7 902 548 427 211 1600.5 667.5 641 

9 853 71.5 54.5 93.5 172 140.5 1098 32.5 66 159.6 274.1 

10 175.5 55 0.7 23 0 25.5 259.5 82.5 1 1 62.4 

11 13 172.5 46.5 17 1.5 41 57 11 2 0.5 36.2 

12 11.5 40.5 18.5 48 13.5 27.5 1 0.5 0 32 19.3 

年總量 2160.7 1796.7 2196.7 1688.2 1942 1344 3103.5 1124.5 3067.7 1595.5 2002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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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高雄測站溫度趨勢圖（民國 99-108 年度）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3、高雄測站雨量趨勢圖（民國 99-108 年度）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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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水質 

水文 

援中港重要濕地位於典寶溪出海口南岸，並由楠梓污水處理廠隔成東、西兩

區，典寶溪及污水處理廠為決定濕地水文之主要因子，水質受兩者直接影響，加

上出、入水口的流向管制，東、西兩區水體現況各異，其平面位置詳見表 4-3、

圖 4-4。 

 

濕地西區主要水源來自典寶溪，入水口（W1，西區之鹹水入水口）位於西

區工作站旁，設有水閘門控管水流，採自然感潮；東北角設有出水口（W2，西

區出水口），經水泥涵管排入典寶溪。由於接壤典寶溪的感潮河段，鹹水隨漲、

退潮自由進出交換，雖有楠梓污水處理廠排入放流淡水（W3，西區之淡水入水

口），但仍屬於半鹹水的濱海濕地環境。 

 

濕地東區主要水源來自楠梓污水處理廠之放流水（E1，東區入水口），流經

濕地後從北側出口（E2，東區出水口）排入典寶溪，由於東區每日有大量的污水

處理廠放流淡水排入，且出水口水體為單向排出，受河水感潮影響小，因此形成

淡水埤塘之生態系。 

 

楠梓污水處理廠穩定提供濕地淡水水源，透過管道或溝渠分別進入濕地兩區，

入水口的每日平均進水量因污水廠每月的處理廢水量而略有變動，在此以區間範

圍表示，東區約為 20000-25000 CMD（Cubic Meter per Day，立方米/天），西區

則約 5000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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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援中港重要濕地相關入水及出水口座標 

分區 
代碼 

水口名稱 
位置 

入/出水 

狀況 
地理座標 

是否為現行之 

水質監測樣點 

西區 

W1 

西區入水口 
西區大門工作站旁 入/出 

22°43'15" N 

120°15'32" E 
是 

W2 

西區出水口 
西區東北角 入/出 

22°43'25.3" N 

120°15'45.9" E 
是 

W3 

西區入水口 
西區後門旁 入 

22°43'22.7" N 

120°15'44.6" E 
否 

東區 

E1 

東區入水口 
污水廠東側排放水口 入 

22°43'37" N 

120°15'56" E 
是 

E2 

東區出水口 
東區西北角 出 

22°43'47" N 

120°16'00" E 
是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 備註：本濕地西區位於典寶溪側的水口因與溪水連通，受出海口「漲退潮」影響，於漲潮時 

   為入水口，退潮時為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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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援中港重要濕地入水及出水口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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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地西區水體由於接壤典寶溪的感潮河段，因此水位會隨每日溪水之漲、退

潮自由進出交換而週期性變動。高雄地區之潮汐大都為正規半日潮，即一日內有

兩次高潮、兩次低潮，但兩次高潮或低潮之潮位並不相等，且有時僅有 1 次高潮、

低潮。依據中央氣象局統計資料，距離援中港濕地最近的測站為「永安測站」，

92-108 年的每月平均高潮位最高為 8 月的 0.83m，平均低潮位最低為 1 月的-

0.21m，潮位差最多達 1m 左右 (表 4-4)。 

 

表 4-4、永安每月潮位統計表 (民國 92-108 年) 

月份 
 最高高潮位暴潮位  最高天文潮  平均高潮位  平均潮位  平均低潮位  最低天文潮  最低低潮位 

 (m) (m) (m) (m) (m) (m) (m) 

1 0.987 0.918 0.593 0.183 -0.206 -0.601 -0.624 

2 0.952 0.865 0.601 0.202 -0.178 -0.572 -0.591 

3 0.892 0.799 0.533 0.173 -0.174 -0.480 -0.612 

4 0.901 0.876 0.645 0.287 -0.104 -0.367 -0.385 

5 1.086 1.011 0.694 0.307 -0.092 -0.352 -0.586 

6 1.168 1.108 0.748 0.352 -0.039 -0.381 -0.497 

7 1.202 1.179 0.800 0.399 0.024 -0.397 -0.410 

8 1.234 1.140 0.828 0.443 0.088 -0.383 -0.224 

9 1.204 1.076 0.785 0.425 0.058 -0.348 -0.357 

10 1.067 0.933 0.743 0.390 0.018 -0.310 -0.307 

11 1.003 0.987 0.662 0.302 -0.081 -0.399 -0.671 

12 0.994 0.975 0.611 0.218 -0.186 -0.540 -0.608 

全年 1.234 1.179 0.688 0.309 -0.072 -0.601 -0.671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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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 

依據 105 至 108 年「援中港濕地保育行動計畫」水質監測顯示，本濕地內共

設置 4 處監測站點，檢測 12 個項目（表 4-3、圖 4-4）。 

 

本濕地水質依據營建署公告之「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

（表 4-5），顯示目前濕地水體的平均監測數值大多符合排放標準範圍，僅濕地西

區監測站點之「懸浮固體」、濕地東區監測站點之「總磷」高於限值（表 4-6）。

本計畫之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將依循「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

水投入標準」規定，進行水質監測。 

 

表 4-5、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 

項目 

限值 

備註 

國際級 國家級 地方級 

水溫 
不得超過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水資源系統中

水體基礎調查之當季平均溫度攝氏正、負二度。 

以重要濕地範

圍或重要濕地

保育利用計畫

指定重要濕地

內 之 地 點 為 

準。 

氨氮 5.0（mg/L） 7.5（mg/L） 8.5（mg/L） 

硝酸鹽氮 25.0（mg/L） 37.5（mg/L） 42.5（mg/L） 

總磷 2.0（mg/L） 2.0（mg/L） 2.0（mg/L） 

生化需氧量 15.0（mg/L） 22.5（mg/L） 25.5（mg/L） 

化學需氧量 50.0（mg/L） 75.0（mg/L） 85.0（mg/L） 

懸浮固體 15.0（mg/L） 22.5（mg/L） 25.5（mg/L） 

酸鹼值 
不得超過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水資源系統中

水體基礎調查之平均值正、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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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援中港重要濕地之水質監測資料（民國 105-108 年度） 

 105 年 

平均 

106 年 

平均 

107 年 

平均 

108 年 

平均 

平均數值 

(4 年) 

地面水體 

分類 

是否符合 

標準 

西區入水口 W1 

化學需氧量 (mg/L) 37.70 22.63 41.9 28.9 32.8  是 

生化需氧量 (mg/L) 1.70 5.10 6.2 5.8 4.7 丙 是 

光穿透度 (cm) 24.83 15.27 2.8 2.0 11.2   

氨氮 (mg/L) 1.37 1.07 4.4 3.3 2.5  是 

硝酸鹽氮 (mg/L) 6.50 2.93 1.3 7.1 4.5  是 

水溫 (℃) 29.97 29.27 31.0 30.9 30.3   

溶氧 (mg/L) 2.68 4.42 6.6 6.0 4.9 丙  

酸鹼值 7.12 8.38 7.8 7.9 7.8 甲 是 

導電度 (mS/cm) 0.7 29.3 24.9 23.1 19.5   

總磷 (mg/L) 0.53 0.57 0.4 1.1 0.7  是 

懸浮固體 (mg/L) 440.00 24.50 31.4 46.3 135.6  否 

鹽度 (‰) 0.13 17.97 15.3 13.7 11.8   

西區出水口 W2 

化學需氧量 (mg/L) 20.60 23.03 47.5 60.8 38.0  是 

生化需氧量 (mg/L) 4.02 6.50 6.2 9.3 6.5 丙 是 

光穿透度 (cm) 22.20 12.67 2.6 1.0 9.6   

氨氮 (mg/L) 0.43 0.26 4.2 3.9 2.2  是 

硝酸鹽氮 (mg/L) 7.30 3.70 1.2 7.1 4.8  是 

水溫 (℃) 29.73 29.83 31.6 32.4 30.9   

溶氧 (mg/L) 1.74 4.69 9.0 10.3 6.4 甲  

酸鹼值 7.08 8.40 8.4 8.5 8.1 甲 是 

導電度 (mS/cm) 1.2 24.2 24.1 18.9 17.1   

總磷 (mg/L) 0.79 1.01 0.5 2.2 1.1  是 

懸浮固體 (mg/L) 35.50 26.50 40.5 58.7 40.3  否 

鹽度 (‰) 0.40 14.30 14.8 11.2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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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入水口 E1 

化學需氧量 (mg/L) 49.55 8.53 37.8 34.7 32.6  是 

生化需氧量 (mg/L) 3.40 2.78 8.1 3.4 4.4 丙下 是 

光穿透度 (cm) 30.00 27.70 13.7 4.8 19.1   

氨氮 (mg/L) 2.01 - - 0.1 0.5 丙下 是 

硝酸鹽氮 (mg/L) 5.60 18.30 2.9 7.7 8.6  是 

水溫 (℃) 29.87 30.10 30.3 30.9 30.3   

溶氧 (mg/L) 2.68 3.44 4.6 4.2 3.7 丁  

酸鹼值 7.40 6.84 7.1 7.1 7.1 甲 是 

導電度 (mS/cm) 33.6 0.7 2.6 0.8 9.4   

總磷 (mg/L) 3.82 3.79 2.0 3.9 3.4 乙下 否 

懸浮固體 (mg/L) 12.17 7.25 0.8 2.8 5.8 甲 是 

鹽度 (‰) 21.17 0.30 1.2 0.2 5.7   

東區出水口 E2 

化學需氧量 (mg/L) 46.76 18.20 43.3 40.7 37.2  是 

生化需氧量 (mg/L) 3.60 3.07 7.1 4.5 4.6 丙下 是 

光穿透度 (cm) 30.00 22.83 9.2 2.0 16.0   

氨氮 (mg/L) 1.02 0.49 - - 0.4 丙下 是 

硝酸鹽氮 (mg/L) 1.55 6.07 0.9 5.5 3.5  是 

水溫 (℃) 30.57 29.10 29.6 31.1 30.1   

溶氧 (mg/L) 3.26 3.51 2.7 5.3 3.7 丁  

酸鹼值 7.88 7.22 7.0 7.5 7.4 甲  

導電度 (mS/cm) 33.9 9.5 1.8 2.3 11.9   

總磷 (mg/L) 3.69 1.87 2.3 3.2 2.8 乙下 否 

懸浮固體 (mg/L) 11.67 8.03 2.9 14.5 9.3 甲 是 

鹽度 (‰) 21.40 5.23 0.8 0.8 7.1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彙整） 

◼ 備註 1：因濕地東、西區水體狀況不同，適用之判定標準亦有所差異；東區適用「陸」

域地面水體分類水質標準，而西區則適用「海」域地面水體分類水質標準。 

◼ 備註 2：是否符合標準欄位，依據「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地方

級」判定 (氨氮、硝酸鹽氮、總磷、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酸鹼值)。 

◼ 備註 3：「-」代表測計數值極低或低於偵測極限(ND)，計算上可忽略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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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中港重要濕地水源之一的典寶溪發源於高雄市燕巢區，流經高雄市 6 個行

政區，並於濕地旁出海，主流長度約 32 公里，流域面積約 107 平方公里，河口

上溯 5 公里為感潮河段，水系範圍請參照圖 4-5。 

 

 

圖 4-5、典寶溪流域水系圖 

資料來源：高雄市環保局（本計畫繪製） 

◼ 備註 1：「黃色方框點」為高雄市環保局於典寶溪設置的 3 個測站， 

        從上游至下游依序為：橋仔頭橋 → 長潤橋 → 典寶橋。 

◼ 備註 2：本流域感潮河段自出海口至「長潤橋」(圖中紅色箭頭處)，長約 5 公里。 

 

依據「105 年度高雄市水污染防治許可審查、查核、登記、建檔管理計畫」

之統計數據，查典寶溪流域分佈之污染源有土石業、畜牧業等 23 個行業，其中

以畜牧業之商家數 48 家居冠 (表 4-7)。本市環保局長期追蹤河川水污染概況，

於典寶溪下游設置 3 測站 (圖 4-5)，「橋仔頭橋」主要受上游角宿及筆秀排水影

響，其事業以金屬表面處理業、化工業及畜牧業為主；「長潤橋」受到大遼排水

一帶的事業污染匯入影響，以金屬表面處理業、電鍍業及畜牧業為主；而「典寶

橋」則受到潭子底支線的畜牧業污染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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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環保局定期針對市內河川水質進行監測，每月水質監測結果於次月 25

日公布。鄰近援中港重要濕地之「典寶橋」測站，根據 108 年水質監測結果，全

年度介於中度至嚴重污染，河川污染指數（RPI）最高數值於 2 月、11 月達 6.8 

(表 4-8)。 

    援中港重要濕地另一主要水源，楠梓污水處理廠之二級放流水，雖然氨氮、

總磷、懸浮固體濃度偏高，但相比典寶溪長年處於中、高度污染的水質，係為較

佳水質，而終年不斷且穩定的放流水量，得使濕地不受旱季影響，保持生物可使

用之空間環境。 

 

表 4-7、典寶溪流域之污染源分佈（民國 105 年度） 

行業別 商家數 行業別 商家數 

畜牧業 48 
「廢棄物焚化廠」或其他廢棄

物處理廠(場) 
2 

金屬表面處理業 24 土石方堆（棄）置場 2 

營建工地 21 洗衣業 2 

化工業 8 洗車場 2 

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

水道系統 
6 食品製造業 2 

醫院、醫事機構 6 廢棄物掩埋場 2 

土石加工業 4 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1 

金屬基本工業 4 石油化學業 1 

電鍍業 4 修車廠 1 

水泥業 3 造紙業 1 

其他工業 3 藥品製造業 1 

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3   

行業別數總計 23 商家數總計 151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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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典寶溪水質監測資料（民國 108 年度，測站：典寶溪_典寶橋） 

月

份 

河川污染指數 

RPI 

水溫 

(℃) 

酸鹼值 

(PH) 

溶氧 

(mg/L) 

生化 

需氧量 

(mg/L) 

化學 

需氧量 

(mg/L) 

懸浮 

固體 

(mg/L) 

氨氮 

NH4+-N 

(mg/L) 

導電度 

(mS/cm) 

總磷 

(mg/L) 

硝酸鹽氮 

NO3--N 

(mg/L) 

1 5.0(中度污染) 25.5 7.6 2.5 4.7 27.3 9.4 9.77 26200   

2 6.8(嚴重污染) 28.5 7.6 1.7 10.5 34.2 11 9.8 24600 1.52 4.23 

3 5.8(中度污染) 23.2 7.8 2.7 6.7 34.6 11.2 9.27 12600   

4 5.0(中度污染) 30.2 8.2 5.3 9.1 32 15.7 8.6 28500   

5 5.8(中度污染) 28.4 7.4 2.1 12.2 47.7 19 3.53 11300 1.05 0.08 

6 6.3(嚴重污染) 26.6 7.6 2.6 6.5 37.4 42.6 3.76 2120   

7 4.5(中度污染) 28 7.1 4 3.2 20.4 63.8 0.77 561   

8 5.0(中度污染) 26.1 7.2 4.6 6.4 86.4 931 0.37 188 0.811 0.71 

9 5.0(中度污染) 32.4 7.7 3.6 4.1 23.4 19.6 3.58 6200   

10 5.0(中度污染) 31.1 7.9 5.5 10.6 37.1 13.9 5.25 6180   

11 6.8(嚴重污染) 29.1 8.7 11.1 24.2 90.3 52.1 4.85 18700 9.35 2.47 

12 5.8(中度污染) 22.9 7.6 3.6 5.3 55.3 8.1 6.44 17800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環保局（本計畫彙整） 

◼ 備註 1：RPI≦2.0 為未(稍)受污染，2.0＜RPI≦3.0 為輕度污染，3.1≦RPI≦6.0 為中度

污染，RPI＞6.0 為嚴重污染。 

◼ 備註 2：每月採樣時間為參照當天之近低潮(退潮)時間點，依每月狀況進行調整，時間

區間為 08:00~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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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資源 

援中港重要濕地自民國 98 年起執行生態監測，截至 108 年調查統計結果，

螃蟹 42 種、鳥類 118 種、魚類 33 種、哺乳類 3 種、蝴蝶與蜻蜓 65 種、植物 465

種，其中包含保育鳥類：瀕臨絕種保育類 2 種、珍貴稀有保育類 9 種、其他應予

保育 2 種 (表 4-9)。濕地東、西兩區因水質條件差異呈現不同生態特色，東區淡

水環境主要為水雉及鳥類，西區半鹹水環境則為紅樹林及蟹類（陸蟹、招潮蟹、

海棲性螃蟹），兼具淡、鹹水域環境使其成為本市獨特之濕地類型，更凸顯出保

育及功能價值。其生物分布區域請參照圖 4-7，濕地生物名錄及歷年調查時間請

參照：附錄二、援中港重要濕地生物資源名錄。 

 

表 4-9、援中港重要濕地生物資源調查結果（民國 98-108 年度） 

生物類群 科 屬 種 特有 特亞 

保育類 

I II III 

蟹類 10 29 42 - - - - - 

鳥類 43 84 118 3 11 2 9 2 

魚類 25 32 33 - - - - - 

哺乳類 3 4 5 2 - - - - 

蝴蝶及蜻蜓 8 53 65 - 1 - - - 

植物 110 346 465 14 - - - - 

總計 199 548 728 19 12 2 9 2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彙整） 

◼ 備註 1：本表數據單位為「種」(物種數)，而「-」符號代表 0 (無)。 

◼ 備註 2：保育類等級，I 為瀕臨絕種保育類，II 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 為其他應予保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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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類資源 

累計共 10 科 29 屬 42 種 (表 16-2)。多種螃蟹族群分布於半鹹水環境的濕地

西區，水域棲息鋸緣青蟳、擬穴青蟳、欖綠青蟳、遠海梭子蟹四種具經濟價值蟹

類；裸露泥灘地則以沙蟹科、大眼蟹科、毛帶蟹科的螃蟹為主，夾雜弓蟹科厚蟹

類的螃蟹；紅樹林邊緣到紅樹林下可發現兇狠圓軸蟹與其他陸蟹活動。雙齒近相

手蟹分布於各式灘地，礫石灘地分布有方形大額蟹與印痕仿相手蟹。 

 

臺灣現有招潮蟹 15 種，在濕地內即可找到 10 種，顯示本濕地的蟹類歧度和

豐度之高。目前弧邊招潮蟹、雙齒近相手蟹為本濕地的優勢物種，依據 101 至 102

年的調查結果，招潮蟹族群保持有約 500-1,000 隻等級的個體數量；陸蟹種類相

當豐富，大型巢洞估計達 3,215 個，以凶狠圓軸蟹為大宗。 

 

鳥類資源 

累計共 43 科 84 屬 118 種 (表 16-3)。遷徙類型現以留鳥居多，次為冬候鳥，

占臺灣鳥種數超過六分之一。分別有臺灣竹雞、小彎嘴、五色鳥 3 種臺灣特有種

和白頭翁、褐頭鷦鶯、樹鵲、小雨燕、大卷尾、黑枕藍鶲、紅嘴黑鵯、黃頭扇尾

鶯、環頸雉、八哥、金背鳩 11 種特有亞種。保育類部分，黑面琵鷺（103 年紀

錄）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黃鸝（107 年紀錄）水雉、黑翅鳶、彩鷸、環頸雉、小

燕鷗、八哥、野鵐、魚鷹、紅隼為珍貴稀有保育類，紅尾伯勞、燕鴴為其他應予

保育動物。 

 

濕地兼具大面積陸、水域環境，且東、西區相異的環境條件提供不同鳥種之

棲地需求，整體以黃頭鷺、紅冠水雞及白頭翁為前三優勢物種。東區優勢鳥種為

鷺科、秧雞科及燕科鳥類，如：黃頭鷺、紅冠水雞、赤腰燕；西區以燕科、鵯科

及鷺科鳥種最為優勢，如：赤腰燕、洋燕、白頭翁、夜鷺、小白鷺。 

 

 

 



援中港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民國 110 年 

31 

 

水雉族群穩定於本濕地東區內棲息，其紀錄數量在數年內呈倍數成長，從民

國 99 年的 2 隻個體，到 102 年躍升為 31 隻，其後數量每年均保持在 40 至 60 隻

區間，最高紀錄數量於 106 年達到 57 隻 (圖 7-1)，現已是本市境內最大的水雉

棲地。 

 

園區內開闊且種有蓊鬱植栽的環境亦吸引不少陸鳥，有紅尾伯勞、白尾八哥、

喜鵲及其他平地常見鳥種。其中椋鳥科的家八哥、烏領椋鳥和栗尾椋鳥等強勢外

來物種適應良好，近年族群量有上升趨勢。 

 

魚類資源 

累計共 25 科 32 屬 33 種 (表 16-4)。西區可見近海或中、遠洋魚類的仔稚魚

隨潮汐水流進入濕地中，如：花身鯻、尖吻鱸、虱目魚等；東區的魚類因水口流

向管制，加上區內現為淡水環境不利鹹水魚生存，目前種類以原棲息於濕地內的

吳郭魚、琵琶鼠及泰國鱧魚等耐污的外來魚種為主，其來源為楠梓污水處理廠排

入放流水、進行水口流向管制之前，自嚴重污染的典寶溪游入濕地的族群。 

 

哺乳類資源 

累計共 3 科 4 屬 5 種 (表 16-5)。臺灣特有種的小黃腹鼠、刺鼠，與溝鼠、 

臭鼩、赤腹松鼠為目前濕地常見種類。 

 

蝴蝶及蜻蜓資源 

蝴蝶共調查到 5 科 35 屬 45 種；蜻蜓則為 3 科 18 屬 20 種 (表 16-6、表 16-7)。

東區淡水池有數量非常可觀的蜻蛉目昆蟲在此繁衍，例如青紋細蟌、薄翅蜻蜓、

褐斑蜻蜓、彩裳蜻蜓等。此外東、西兩區也有許多的鱗翅目昆蟲，數量較多的為

荷氏黃蝶、臺灣黃蝶、迷你小灰蝶、眼紋擬蛺蝶、琉球紫蛺蝶、紅擬豹斑蛺蝶等。 

 



援中港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民國 110 年 

32 

 

植物資源 

累計共 110 科 346 屬 465 種（含品種）(表 16-8)。東區淡水環境主要為一般

陸生及草澤植物，例如海雀稗、田菁、蘆葦、狗牙根等；西區鹹水環境則具有濱

海耐鹽的物種，以及水筆仔、紅海欖、欖李、海茄冬等 4 種臺灣原生紅樹林植物。

本濕地之紅樹林樹種當中以海茄冬最為優勢，生長茂盛，茂密之呼吸根常占據沿

岸灘地。濕地西區 4 種紅樹林之分布概況請見圖 4-6。 

 

 

圖 4-6、援中港重要濕地西區紅樹林樹種分布概況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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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援中港重要濕地重要生物資源分布概況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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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社會、經濟之調查及分析 

人口 

援中港重要濕地位於高雄市楠梓區中和里，北鄰梓官區，本保育利用計畫範

圍內除棲地維護管理、研究調查及遊客遊憩活動外，無固定人口居住。截至 109

年 7 月止，楠梓區人口數為 188,966 人，占全高雄市約 6.8 %；梓官區人口總數 

35,613 人，佔高雄市人口約 1.3 % (表 5-1)。 

 

表 5-1、高雄市楠梓區與梓官區人口概況（民國 109 年 7 月） 

行政區名 里數 鄰數 戶數 人口數 男 女 

高雄市 891 17,328 1,114,937 2,770,654 1,367,387 1,403,267 

楠梓區 37 803 74,090 188,966 92,380 96,586 

梓官區 15 273 12,877 35,613 18,325 17,288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土地利用與產業經濟活動 

土地利用 

高雄典寶溪與後勁溪之間的濕地廣達 200 多公頃，濕地類型以沿海養殖漁塭

和紅樹林潮溝為主，援中港重要濕地即位於此區北側。區域內人口密度低，加上

鄰近海軍軍港，管制嚴密，不受干擾，鳥類種類繁多，是臺灣西部海岸河口重要 

濕地之一。 

 

國防部在民國 94 年陸續收回土地進行重劃，並捐地 50 公頃給本府作為公共

設施，其中 28.29 公頃依都市計畫法規劃做為公園，其餘做為楠梓污水處理廠及

聯外道路用地。應新台 17 線開闢工程，濕地東區東北角土地劃出濕地範圍，經 

內政部營建署於 108 年 3 月 20 日公告面積為 27.6 公頃 (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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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援中港重要濕地及周邊土地利用現況（民國 108 年度）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產業活動 

援中港重要濕地內目前無任何經濟產業進行，但因周邊土地的經濟產業活

動與本濕地發展沿革關係甚深，故列出楠梓區及梓官區的產業經濟結構如下： 

 

1. 一級產業 

    楠梓區一級產業在民國 60 年代以前由於政府積極主導，原以栽植製糖的甘

蔗(今為加工出口區、土庫一帶)與稻米、番薯雜糧等為主之農業(後勁溪以南，後

勁、右昌聚落以北一帶)，以及養殖虱目魚、烏魚的養殖漁業為主(援中港、下鹽 

田一帶)。 



援中港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民國 110 年 

36 

 

 

梓官區的一級產業依照區域不同，北部以農業為主，南部多為漁業。依據 102

至 107 年高雄市漁業年報顯示，本區漁業可分成近海漁業及沿海漁業，其次為內

陸養殖漁業 3 類。內陸養殖漁業原兼具鹹水與淡水魚塭，後逐漸轉變為淡水魚塭 

之養殖模式，以養殖虱目魚為大宗 (表 5-2、表 5-3、表 5-4)。 

 

表 5-2、內陸養殖魚業產量一覽（民國 102-107 年度） 

地區 作業模式 
年份 

累計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梓官區 

鹹水魚塭 193.55  56.35  13.02  0.65  0.00  0.00  263.57  

淡水魚塭 58.79  56.57  193.31  29.95  129.40  27.89  495.91  

觀賞魚養殖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楠梓區 

鹹水魚塭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淡水魚塭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觀賞魚養殖 52.18  53.20  97.00  131.50  124.00  114.50  572.38  

高雄市 

其他行政區 

鹹水魚塭 21856.52  18542.92  19727.37  11254.27  16932.78  18391.68  106705.54  

淡水魚塭 20497.81  16382.14  13074.99  11202.95  13989.06  11080.61  86227.56  

觀賞魚養殖 2973.88  3071.90  155.00  692.99  611.23  705.10  8210.10  

合計 

鹹水魚塭 22050.07  18599.27  19740.39  11254.92  16932.78  18391.68  106969.11  

淡水魚塭 20556.60  16438.71  13268.30  11232.90  14118.46  11108.50  86723.47  

觀賞魚養殖 3026.06  3125.10  252.00  824.49  735.23  819.60  8782.48  

單位：公噸(淡、鹹水魚塭)；千尾(觀賞魚養殖) 

資料來源：高雄市漁業年報（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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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內陸養殖魚業產值一覽（民國 102-107 年度） 

地區 作業模式 
年份 

累計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梓官區 

鹹水魚塭 15714.77  9951.21  1114.05  191.50  0.00  0.00  26971.53  

淡水魚塭 5290.56  9987.66  19958.75  8865.70  5468.09  1991.20  51561.96  

觀賞魚養殖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楠梓區 

鹹水魚塭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淡水魚塭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觀賞魚養殖 639.21  597.00  1041.00  1388.50  1252.00  1245.00  6162.71  

高雄市 

其他 

行政區 

鹹水魚塭 3221277.38  3731116.27  3603362.05  2072894.86  225374.57  2195434.68  15049459.81  

淡水魚塭 1982903.51  1311930.67  1071713.79  1350484.62  1637487.66  114028.30  7468548.55  

觀賞魚養殖 51327.02  50170.00  7756.00  45831.00  64494.00  52321.00  271899.02  

合計 

鹹水魚塭 3236992.15  3741067.48  3604476.10  2073086.36  225374.57  2195434.68  15076431.34  

淡水魚塭 1988194.07  1321918.33  1091672.54  1359350.32  1642955.75  1116019.50  8520110.51  

觀賞魚養殖 51966.23  50767.00  8797.00  47219.50  65746.00  53566.00  278061.73  

單位：公噸(淡、鹹水魚塭)；千尾(觀賞魚養殖) 

資料來源：高雄市漁業年報（本計畫彙整） 

 

表 5-4、內陸養殖魚業魚塭面積一覽（民國 102-107 年度） 

地區 作業模式 
年份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梓官區 
鹹水魚塭 16.35  16.00  10.00  0.04  0.00  0.00  

淡水魚塭 7.50  19.26  15.00  14.62  15.93  14.79  

楠梓區 
鹹水魚塭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淡水魚塭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高雄市 

其他行政區 

鹹水魚塭 1871.66  1846.89  2047.34  1876.34  1908.48  1953.71  

淡水魚塭 1493.83  1663.20  1613.99  1551.07  1484.81  1483.92  

合計 
鹹水魚塭 1888.01  1862.89  2057.34  1876.38  1908.48  1953.71  

淡水魚塭 1501.33  1682.46  1628.99  1565.69  1500.74  1498.71  

單位：公頃 

資料來源：高雄市漁業年報（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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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級產業 

    楠梓區的二級產業由於 60 年代開始楠梓加工出口區與左營軍港的發展

建設，徵收農、漁業用地，致使楠梓區之產業結構轉往勞力密集型的二級產

業為主。依據 108 年高雄市經濟統計年報，本濕地範圍所處之楠梓區，其二

級產業場所工廠登記家數為 39 間，全區排名前三大工業，第一名為金屬製

品製造業 9 家，占全區 23.1%；第二名為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7 家，各占全 

區 17.9%；第三名為機械設備製造業 5 家，占全區 12.8%。 

 

3. 三級產業 

楠梓區的產業從 80 年代起逐漸從勞力密集產業轉型成技術密集產業，

同時伴隨三級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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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自然景觀資源 

援中港重要濕地由於鄰近援中港與蚵仔寮聚落，土地發展紋理深受兩地影響。

援中港原稱「灣中港」，為古「萬丹灣」(今左營軍港)灣內港口，昔日草潭埤即由

此入海，因與萬丹港近在咫尺，又稱「小萬丹港」。此地因地利之便開發甚早，

荷治、鄭氏時期即有零星居民與貿易活動分布，興盛時期漁船熙來攘往，後由於

港道淤積，現僅餘停靠竹筏的小水道，港名則由周邊聚落承繼，援中港灣日治時

期因「灣」字筆劃繁複，乃簡化為「援中港」。居民世代多以出海捕魚及魚塭養

殖為業，鄰近下鹽田地區(今藍田里一帶)則引海水曬鹽，後因港口淤積無法引水 

入田，始填土改鹽場為農田。 

 

蚵仔寮聚落在清代初期即有移臺居民在此定居，由於現今典寶溪下游內海一

代當時盛產蚵類，居民便於出海口南北兩岸搭建蚵寮，以養蚵為業，形成頂蚵仔

寮與下蚵仔寮兩個聚落。但民國前 2 年(1910)由於暴雨與海水倒灌侵襲，內海地

盤流失，後又遇日治時期徵收土地闢建海軍軍港，因此居民遷居頂蚵仔寮、援中

港、右昌及今新庄仔路一帶，下蚵仔寮聚落不復存在，再後原先部分聚落土地由

漁民承租闢為養殖魚塭之用。而頂蚵仔寮聚落則因民國 77 年闢建蚵仔寮漁港， 

由傳統漁村轉變為現代化漁港，現已是知名觀光魚市。 

 

    依據本府都市發展局變更都市計畫報告，援中港重要濕地及鄰近楠梓地區規

劃為兼具學區、住宅、商業與休閒遊憩之用。本府規劃結合周邊蚵仔寮漁港的在

地人文與紅樹林生態文化區，發展未來漁業觀光及地方休憩活動。基於可結合濕

地保育與在地人文、自然與產業資源，發展環境教育與觀光遊憩，將鄰近濕地範 

圍周邊具備歷史人文、產業之景點資源彙整如下： 

 

指定古蹟 

本濕地範圍周邊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直轄市定古蹟共計 3 處，為楠梓天

后宮、楊家古厝、日本第六海軍燃料廠丁種官舍(中油宏南舊丁種雙併宿舍)；歷

史建築共計 1 處，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楠梓禮拜堂；文化景觀共計 1 處，為日本 

第六海軍燃料廠(中油宏南宿舍群等)，詳見表 5-5、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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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援中港重要濕地周邊文化資產一覽 

文資類別 文資名稱 說明 

古蹟 

楠梓天后宮 

指定別 市定(直轄市定) 種類 寺廟 

區域 楠梓區 創建年代 清康熙 52 年(1713) 

公告文號 高市府文二字第 0960028276 號 公告日期 96 年 5 月 31 日 

所有權屬 私有 管理單位 
楠梓天后宮 

管理委員會 

地址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 1 號 

指定理由 
於清乾隆年間即有正式歷史文獻記載，符合具歷史文化價值，為楠

梓坑地區信仰中心及歷史發展之見證。 

現況照片 

 

楊家古厝 

指定別 市定(直轄市定) 種類 宅第 

區域 楠梓區 創建年代 清光緒 8 年(1882) 

公告文號 高市府民三字第 0910041209 號 公告日期 91 年 8 月 27 日 

所有權屬 私有 管理單位 楊氏家族 

地址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 223 巷 41 號 

指定理由 
整體建築外觀，仍保存著閩南「出屐起」作法的合院式建築型態，

其特徵多強調曲線，具典雅古樸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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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資類別 文資名稱 說明 

現況照片 

 

日本第六海軍

燃料廠丁種官

舍(中油宏南

舊丁種雙併宿

舍) 

指定別 市定(直轄市定) 種類 宅第 

區域 楠梓區 創建年代 
日治時期，約 1940

年代(待調查研究) 

公告文號 
高市府文資字 

第 10331131101 號函 
公告日期 103 年 7 月 29 日 

所有權屬 公有 管理單位 
臺灣中油股份 

有限公司 

地址 高雄市楠梓區宏毅一路 5 巷 2 號及 4 號 

指定理由 

1. 為 1940 年代日治時期末期宿舍之丁種宿舍，雖經歷 70 年來日

治、國民政府時代替換，仍留存日治時期之原樣(丁種宿舍原

型)，具有見證歷史時代意義。 

2. 其特殊建築風格亦屬當時代之歷史、文化與建築技術上的典範

之一，有助於建築技術工法、風格、形式、空間格局之探索與

証據的留存。 

現況照片 

 



援中港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民國 110 年 

42 

 

文資類別 文資名稱 說明 

歷史建築 

臺灣基督長老

教會楠梓 

禮拜堂 

指定別 - 種類 教堂 

區域 楠梓區 創建年代 
日治時期 

(待調查研究) 

公告文號 
高市府文資字 

第 10531482201 號函 
公告日期 105 年 10 月 18 日 

所有權屬 私有 管理單位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

長老教會高雄中會

楠梓教會 

地址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 135 號 

指定理由 

1. 本建築創建於日治時期，為高雄地區現存最早之基督長老教會

堂，見證長老教會在高雄的發展歷史。 

2. 本建築採西洋歷史式樣立面，其構造以紅磚及混凝土共同構

築，見證日治時期建築風格與技術，具文化資產價值。 

現況照片 

 

文化景觀 

日本第六海軍

燃料廠(中油

宏南宿舍群

等) 

指定別 - 種類 軍事設施 

區域 楠梓區 創建年代 
日治時期 

(待調查研究) 

公告文號 
高市府文資字第 10431229701

號 
公告日期 104 年 8 月 28 日 

所有權屬 公有 管理單位 
臺灣中油股份 

有限公司 

定著土地

之範圍 

高雄市楠梓區宏南社區(扣除北側及東北側部分中油及福利分會建

物)、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中學及高雄市楠梓區油廠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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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資類別 文資名稱 說明 

指定理由 

1. 中油宏南宿舍建置於日治時期，為日本第六海軍燃料廠之附屬

眷舍基地之一，歷史場域完整。且區內擁有許多老樹、鳥類，

具有生態環境保存的價值。 

2. 兩宿舍群落隨著歷史的演進，雖然陸續擴建，仍擁有高度產業

共同體的群體社區認同與生活文化，具有特殊的產業文化特

色。 

現況照片 

 

資料及圖片來源：高雄市文化局文化資產網（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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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援中港重要濕地周邊文化資產分布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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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宇 

依據中央研究院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截至民國 108 年，楠梓區廟宇共有

29 間、梓官區廟宇共有 47 間，其中各有 9 間鄰近援中港重要濕地 (表 5-6、圖

5-3)。依照祭祀年代先後，楠梓右昌聚落早期多與鄭氏治臺時期的屯墾軍民、社

神與移民鄉土神信仰相關，至後期近海的援中港聚落開始發展後，則以天上聖母

(媽祖)與王爺等航海守護神為主；梓官蚵仔寮聚落早前同樣多為海神信仰之廟宇，

與居民多從事捕撈養殖漁業不無關係，北梓官地區的聚落則另有鄉土神及城隍等

土地神，亦不乏以拓墾先民為祭祀對象之廟宇。 

 

表 5-6、援中港重要濕地周邊廟宇一覽 

行政區 廟宇名稱 宗教別 主祀神祇 祀奉年代 

高雄市 

楠梓區 

右昌三山國王廟 道教 三山國王 明永曆 12 年(1658) 

右昌元帥廟 道教 元帥爺 明永曆 15 年(1661) 

右昌三甲福德祠 道教 福德正神 明永曆 25 年(1671) 

右昌一甲福德廟 道教 福德正神 清康熙 51 年(1712) 

援中港代天府 道教 五府千歲(王爺) 嘉慶 5 年(1880) 

援中港清水巖 道教 清水祖師 距今約百餘年前 

援中港聖母宮 道教 天上聖母 民國 3 年(1914) 

天文宮二王府 道教 許府千歲(王爺) 民國 52 年(1963) 

復古寺 佛教 釋迦牟尼佛 民國 56 年(1967) 

高雄市 

梓官區 

朝天宮 道教 天上聖母 嘉慶年間 

赤慈宮 道教 天上聖母 道光年間 

聖安宮(原保護堂) 道教 盧聖伯公 民國 6 年(1917) 

典寶代天府 道教 李府千歲(王爺) 民國 8 年(1919) 

蚵仔寮通安宮 道教 廣澤尊王 民國 10 年(1921) 

觀海府 道教 五府千歲(王爺) 民國 20 年(1931) 

淨華寺 佛教 釋迦牟尼佛 民國 20 年(1931) 

竹聖堂 道教 竹仔腳祖 民國 22 年(1933) 

嘉隆宮 道教 中壇元帥 民國 34 年(1945)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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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援中港重要濕地周邊廟宇分布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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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史蹟 

援中港重要濕地周邊早期因居民從事行業差異，而發展出特色各異的聚落，

有援中港聚落、下鹽田聚落位於濕地東側，北側則有頂蚵仔寮聚落，至今仍保存 

許多先民生活的史蹟。 

 

援中港、下鹽田一帶由於港道淤積，後期由養殖漁業、曬鹽業轉為農村聚落，

在國民政府來臺初期已具現今雛形。早期以廟宇為聚落發展的重心，廟埕廣場、

寺廟服務性質的道路設施，以及具有規則的格狀住宅聚落是其主要特色。現今聚

落內建築物多以 1 至 3 樓之透天住宅為主，並保留有運用土埆及紅磚兩種建材興

建，屋頂覆蓋紅瓦，單層樓的閩南式三合院。因應徵收農地作為高雄大學用地，

聚落逐漸轉變為充滿學術氣息的大學學區與兼具住商功能的住宅區。目前聚落所

在地劃分為 3 個行政區，109 年 7 月人口數分別為中和里 4859 人；中興里 1958

人；藍田里 9209 人。近年地方積極推動社區營造，藍田里下鹽田社區即以結合

傳統三合院與屋埕廣場，設置小沙坑與汲水器的親子友善空間，並透過馬賽克圖

案拼貼與抿石子呈現社區從晒鹽場轉為農田的歷史背景，增添社區文化傳承意涵；

中和里中和社區則運用閒置的三合院屋埕，搭設棚架栽種作物，進行社區綠美化。 

 

頂蚵仔寮聚落居民最早以插寮養蚵為業，由於自然災害已不見此情景，出海

捕撈與漁塭養殖成為聚落的主要行業，自明、清代便開始的烏魚捕撈更是其中大

宗，形成極具特色的文化風俗。社區內有全國首座「烏魚文化館」收藏捕烏魚具、

烏魚旗、藏仔寮、烏魚雕塑等文物外，近年來梓官區漁會與蚵仔寮文化協會積極

舉辦行腳體驗活動，介紹漁港作業、捕烏文化與漁村風俗；自民國 90 年起，梓

官區公所每年會在冬至前後的烏魚洄游季節舉辦「烏魚文化節」，其中準備烏魚

米粉供民眾品嚐的活動，便是將原先冬季捕烏後，漁民於藏仔寮(搭建用於儲存、

處理、交易烏魚的草寮)宴請協助村民的習俗保留轉化而來。由於濕地前身與漁

村文化息息相關的歷史沿革，並具有紅樹林及招潮蟹等在地自然景觀，援中港重

要濕地的導覽也為活動其中一環；「蚵寮漁村小搖滾」自 2012 年起已歷時 3 屆，

為在地居民合力舉辦的獨立音樂祭，藉由音樂讓民眾了解漁村並復甦地方產業， 

同時招攬青年歸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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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建築使用現況 

本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位於高雄市楠梓區，屬人工濕地，就其土地權屬、土

地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建築設施與土地利用現況及交通運輸分析如下： 

 

土地權屬、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土地權屬 

援中港重要濕地土地地籍皆屬於楠梓區援中段，原濕地範圍涉及土地共 32

筆，均屬於國有地，管理機關分別為本府工務局、水利局及國防部軍備局。後為

因應高雄市「新台 17 線」道路開發，於 105 年排除濕地東區兩筆地段：援中段 

648-21、648-22。 

 

排除河道用地、道路用地、水利防汛道路，目前本濕地公告範圍涉及土地共

14 筆，均屬於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分別為本府工務局、水利局，其中本府工務局 

10 筆，本府水利局 4 筆，其土地權屬概況請參照表 6-1、圖 6-1。 

 

表 6-1、援中港重要濕地土地權屬 

土地權屬單位 地段 地號 地段數量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 

援中段 

648、648-7、649、651、656-2、 

657、658、659-8、659-14、660-5 
10 筆 

高雄市政府 

水利局 
658-4、659-4、660、660-2 4 筆 

合計 14 筆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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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援中港重要濕地土地權屬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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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 

依「高雄市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援中港重要濕地為「都市計畫區」之「公

園用地」類別 (表 6-2、圖 6-2)。 

 

表 6-2、援中港重要濕地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面積 (m2) 比例 (%) 

都市計畫區 公園用地 276,000 100 

合計 276,000 100 

 

 

圖 6-2、援中港重要濕地周邊土地使用分區（民國 108 年度） 

資料來源：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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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及設施現況 

援中港重要濕地內包含 3 間工寮改建之工作站，1 座位於濕地西區、2 座位

於東區，主要用於行政及教育推廣業務、濕地營造維護工具收納用途。此外周邊

重要建物包含：動線管制鐵網門、水閘門、步道、橋梁、觀景高臺、遮蔭涼亭及 

賞鳥設施。其建築及設施現況見表 6-3，分布位置請參考圖 6-3。 

 

表 6-3、援中港重要濕地內部建築及設施現況概述 

西區 

 

編號 西前、西後 

項目 入口大門 2 座 

現況 

概述 

前門位於典寶溪堤防道旁，為目前

進入濕地西區之主要入口。 

後門平時不對外開啟，僅供大型車

輛載運物品進出。 

 

編號 編號 1 

項目 工作站 1 間 

現況 

概述 

位於濕地西區入口大門處，除鐵皮

遮棚外，包含 1 間行政辦公室、2 間

工具間、2 間廁所及 1 間無障礙廁

所，現為園區經營管理、環教教育

及棲地維護據點。 

 

編號 編號 2 

項目 入口水閘門 1 座 

現況 

概述 

為活動式閘門，可視情況調節水量。

與「典寶溪」連通，水體可隨漲退

潮自由交換。設有攔污索、水位標

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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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編號 3、編號 4、編號 5 

項目 動線管制鐵網門 3 座 

現況 

概述 

設置於圍籬上之可動式鐵網門，設

有鐵鍊、密碼鎖以控制日常開關。

編號 3 及編號 4 用於管制園區西區

步道及開放區域；編號 5 現為垃圾

清運對外出口。 

 

編號 編號 6 

項目 觀景高臺 1 座 

現況 

概述 

設有棚架、階梯及斜坡之木造景觀

瞭望臺，為目前園區的制高點。 

 

編號 編號 7、編號 8 

項目 遮蔭涼亭 2 座 

現況 

概述 

供遊園民眾進行乘涼、休憩之地點，

其地面現鋪有紅磚，上備有長形木

桌，亦可作為環境教育活動之場地、

停留點。 

 

編號 編號 9 

項目 橋梁 1 座 

現況 

概述 

橫跨溝渠或水池之木造橋體，為連

通園區參訪動線及步道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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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 

 

編號 東前、東後 

項目 入口大門 2 座 

現況 

概述 

前門位於援港路，為目前進入濕地

東區之主要入口，無對外開啟。 

後門位於典寶溪堤防道旁，為目前

進入東區之次要入口，無對外開啟。 

 

編號 編號 10 至 編號 14 

項目 觀鳥牆 5 座 

現況 

概述 

設置於濕地東區水池旁的木造觀鳥

設施，設計有卡榫可自由調控掀起、

闔蓋觀賞窗，為鳥類調查及活動之

主要觀賞點。 

 

編號 編號 15、編號 16 

項目 橋梁 2 座 

現況 

概述 

橫跨溝渠或水池之木造橋體，為連

通園區參訪動線及步道之設施。 

 

編號 編號 17、編號 18 

項目 工作站 2 座 

現況 

概述 

位於濕地東區內及池中小島上，除

鐵皮遮棚外，包含行政辦公室、工

具間、廁所，用於環教教育及棲地

維護及工具收納據點。 

照片及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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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 

西前：入口大門 

西後：入口大門 

01：【編號 1】工作站 

02：【編號 2】入口水閘門 

03：【編號 3】動線管制鐵網門 

04：【編號 4】動線管制鐵網門 

05：【編號 5】動線管制鐵網門 

06：【編號 6】觀景高臺 

07：【編號 7】遮蔭涼亭 

08：【編號 8】遮蔭涼亭 

09：【編號 9】橋梁 

東區 

東前：入口大門 

東後：入口大門 

10：【編號 10】觀鳥牆 

11：【編號 11】觀鳥牆 

12：【編號 12】觀鳥牆 

13：【編號 13】觀鳥牆 

14：【編號 14】觀鳥牆 

15：【編號 15】橋梁 

16：【編號 16】橋梁 

17：【編號 17】工作站 

18：【編號 18】工作站 

圖 6-3、援中港重要濕地內部建築及設施分布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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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現況 

援中港濕地西區現為公、私部門合作經營管理，由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

盟認養執行管理作業，除進行棲地營造維護復育濕地生態外，假日開放民眾自由

參訪，亦接受一般民眾、機關團體預約環境教育活動，為高雄市重要的生態遊憩、

科學研究及環境教育場域。棲地營造維護上，利用典寶溪之鹹水，以及污水處理

廠排入的放流淡水，規劃為半鹹水之紅樹林生態系復育區，復育紅海欖、水筆仔、 

欖李、海茄冬等植物，紅樹林下則為蟹類及水生生物棲地。 

 

濕地東區現階段為管制區，未開放民眾參觀，由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管理，

主要作為生物棲地，持續執行生物及水質監測。棲地營造維護上，保留原有水路，

各水池間設有管道連通水流，保存漁塭地景及草叢植栽，維持污水處理廠放流水

所形成之淡水埤塘生態系。 

 

在濕地整體的土地利用現況方面，生態上串聯高雄市境內濕地廊道，東側鄰

近高雄大學生態池，南向聯繫至洲仔、半屏湖濕地，往北則延伸至永安、茄萣濕

地，為穩定的生物棲息、繁殖、避難空間，並擔任水、陸域緩衝帶的角色。另外

濕地周邊主要為住宅區及學區，有多所教育機構 (表 6-4)，因此本濕地亦用於民

眾環境教育與生態遊憩，建置步道、觀鳥牆、觀景平臺、遮蔭涼亭及教室等設施，

自開園以來，與在地社區、團體、教育機構互動密切，提供穩定的生態教育資源

及良好教學場域，如：高雄大學、蚵寮國中小、援中國小等，每年至園區進行科 

學研究、鄉土教學等活動。 

表 6-4、鄰近援中港濕地之教育單位 

行政區 楠梓區 梓官區 

學校名稱 

高雄大學 梓官國中 

中山高中 蚵寮國中 

國昌國中 梓官國小 

援中國小 蚵寮國小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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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 

援中港重要濕地之聯外交通，若自行駕車前往，東區入口由台 17 線轉援港

路(橘色線條)約 1 分鐘可抵達；西區主要入口位於典寶溪南岸堤防道路與軍工橋

交界處，抵達路線由典寶溪北側之通港路→中正路→南側堤防道路(黃色路線)。

而鄰近濕地西區入口旁之軍工橋南側彎道處，設有戶外停車場，最大可容納遊覽 

車，供參訪民眾安置交通工具 (圖 6-4)。 

 

大眾運輸部分，距離濕地最近之公車站為「通港路站」，位於通港路與中正

路交叉路口，為捷運接駁公車停靠站點。由高雄捷運紅線新左營站 2 號出口搭乘 

紅 53 路 B 線公車，至通港路站下車，再步行約 15 分鐘可抵濕地西區入口。 

 

 

圖 6-4、援中港重要濕地聯外交通路線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援中港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民國 110 年 

57 

 

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先

保護區域 

具重要科學研究價值 

援中港重要濕地兼具淡水埤塘生態系與鹹水河口紅樹林生態系，生態資源

豐富，如：冬、夏候鳥、珍稀水鳥、蟹類（包含陸蟹、招潮蟹、海棲性蟹類）

及河口水生生物，棲地環境以紅樹林、濱海植物為主，提供濱海區帶的生物有

良好的隱蔽和生活空間。而且本濕地為人工濕地，設有水閘門可調控水位，並

透過水源流向調節營造出東區淡水，西區半鹹水之不同類型生態樣貌，使該地

得以乘載多元之生物種類。此外污水經楠梓污水處理廠處理後排入濕地進一步

提供生物棲地之用，相當適合做為濕地營造規劃、生態探索與水資源再利用之

科學研究場域。 

 

具生態及環境價值 

援中港重要濕地定位之「重要指標物種」為：水雉、蟹類（陸蟹、招潮蟹）

及紅樹林生物資源，分布於濕地東、西兩區不同範圍。其調查數據與生態保育策 

略研析說明如下，生態應優先保護範圍請見圖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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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東區水雉重點繁殖棲地 

援中港重要濕地東區，現有「珍貴稀有野生動物」水雉 (Hydrophasianus 

chirurgus)族群長期在此棲息繁衍。由於水池眾多造就領域隔離度高，加上淡水環

境的水生植物提供豐富食物來源，依歷年「援中港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調查

統計結果，水雉數量從民國 99 至 101 年間不到 5 隻個體，在 102 年出現跳躍性

成長，106 年調查到 57 隻的族群規模 (圖 7-1)，為目前高雄市境內最大之水雉棲 

地，亦為目前濕地東區之重要特色生物資源。 

 

水雉最早於 1865 年，經英國博物學家史溫侯先生(Robert Swinhoe)在高雄大

水塘記錄發表，從此正式列入臺灣鳥類記錄。水雉習性上有季節遷移現象，臺灣

為其全球地理分布的最東北側，但水雉在臺族群現已屬於「留鳥」狀態。近年來

因環境污染和棲地開發，原先常見於臺灣平原濕地的水雉族群逐漸失去棲地，距

今約 20 年前，全臺水雉數量曾經剩不到 50 隻。透過保育工作的持續進行，108

年臺南地區調查紀錄已有 1741 隻之成果。全臺大普查中，包括嘉義、臺南、高

雄、屏東、花蓮及宜蘭等地皆重新觀察到水雉蹤跡及族群繁衍。 

 

 

圖 7-1、援中港重要濕地東區：水雉最大紀錄族群量（民國 98-108 年度）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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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濕地的水雉最高族群量大多出現在每年冬季及隔年春季，因非繁殖期不會

有領域性排擠，因此成鳥數量皆會呈現回升狀態，而針對水雉的活動熱點及棲地

使用概況，保育行動計畫曾於 104-107 年進行水雉「繁殖季」監測，其結果顯示，

本濕地水雉族群選擇濕地東區內水池（A、C、G）與污水處理廠東池（H）進行

繁殖與育雛 (圖 7-2)。時間上主要有兩個時段，分別約為 5 月初至 7 月初，以及

7 月中至 9 月中 (表 7-1)。每年平均築巢數量有 6-9 巢，並有成長為亞成鳥之個

體，顯示本濕地具有完成水雉生活史之環境條件。因此若能維護濕地東區水雉重

點繁殖棲地環境的完整穩定，讓水雉得到完善的保育，也提供其他生物於廊道間 

移動及隱蔽的棲所，更做為水雉族群復育擴散的據點。 

 

 

圖 7-2、援中港重要濕地東區：水雉築巢及活動區位（民國 104-107 年度）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繪製） 

◼ 備註：英文字 A-I 為援中港重要濕地東區及楠梓污水處理廠之各水池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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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援中港重要濕地東區：水雉調查紀錄（民國 104-107 年度） 

 

年度 成鳥數 幼雛數 巢數 

104 年 32 7 9 

105 年 40 5 6 

106 年 57 24 8 

107 年 42 14 6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繪製、彙整） 

◼ 備註：「成鳥」取該年度單次最高調查數量；「幼雛」及「巢數」為該年度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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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西區蟹類重要棲地 

濕地西區的海岸林下緣有穩定的招潮蟹及陸蟹族群分布，紅樹林則作為濕地

生產者之角色，提供許多生物棲息、躲避及覓食之用。臺灣共紀錄發表有 15 種

招潮蟹，濕地內即可見得 10 種，其中以弧邊管招潮蟹 (Tubuca arcuata)為優勢物

種，而陸蟹則以兇狠圓軸蟹 (Cardisoma carnifex)為濕地主要棲息物種，其居住環

境原常見於沿海及河口海岸林、草澤區與魚塭地，但由於棲地開發、車輛路殺及

海岸水泥化，分布範圍及族群數量逐年下降。援中港濕地保留未經大規模人為開

發、完整的河口環境，因此孕育有高雄沿海最大的凶狠圓軸蟹族群，亦為目前濕

地西區之重要特色生物資源。 

 

根據民國 98 至 100 年「保育行動計畫」調查統計結果，濕地內陸蟹巢洞主

要分布於海茄冬潮溝堤岸，全區至少有 2,000 至 3,000 個巢洞 (表 7-2)，龐大的

個體數量及巢洞密度，適合做為陸蟹生態研究及保育基地。此外 101 至 105 年、

107 至 108 年的繁殖季夜間調查結果，本濕地凶狠圓軸蟹出沒月份主要在每年 5

至 9 月，以農曆十六至十八為其出沒高峰 (表 7-3)。其夜間降海釋幼繁殖路線示

意圖請見圖 7-3。 

 

陸蟹獨特的生理習性與降海釋幼行為，不僅在生態系能量循環與演化相關研

究上扮演重要角色，更是以出海口為起始點，擴及至整個河川流域，可作為推廣

森川里海保育觀的環境教育絕佳媒介。 

 

表 7-2、援中港重要濕地：凶狠圓軸蟹巢洞數量監測結果（民國 98-100 年度） 

年度  

 區域 
98 年 99 年 100 年 

西區 (320 m) 1272 1397 1639-2035 

東區 (284 m) 1136 1150 1000-1200 

總計 2408 2547 2639-3235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彙整） 

◼ 備註：320、284 m 為濕地東西區海茄冬潮溝堤岸長度，作為陸蟹族群數評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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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援中港重要濕地：陸蟹降海繁殖調查紀錄 

調查年度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7年 108年 

調 

查 

時 

期 

主繁殖高峰 

(農曆 15-19) 
● ● ● ● ● ● ● 

次繁殖高峰 

(農曆 1-5) 
● ●      

非繁殖高峰  ●      

調查天數 16 50 18 6 5 14 7 

數量 (隻) 372 765 763 250 135 279 279 

平均 23 15 42 42 27 20 40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彙整） 

◼ 備註 1：101 及 102 年設定之調查時間較為不同，因當時欲確定援中港重要濕地之陸蟹

降海繁殖高峰期 (每月)，亦導致其統計平均值較低 (調查時期與總天數)；106 年因經

費考量，當年度並無執行陸蟹夜間調查；104 至 105 及 108 年計畫內並陸蟹調查工作項

目，由執行單位台灣濕地保護聯盟提供相關觀測資料。在此主要採計 103 至 105、107

及 108 年之數據說明。 

◼ 備註 2：凶狠圓軸蟹之繁殖釋幼期可能因各地而異，但大致遵循「半月週期」之變化：

主繁殖高峰落在每月農曆 15-19 日（滿月後），次繁殖高峰落在每月農曆 1-5 日（新月

後），其餘時段為非繁殖高峰，其高峰時段之夜間，公蟹、母蟹出沒、降海釋幼狀況

較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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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援中港重要濕地西區：陸蟹夜間降海釋幼繁殖路線示意圖 

高雄市政府（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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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援中港重要濕地生態優先保護範圍 

高雄市政府（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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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與對策 

 

課題一：維持水雉族群之穩定棲地 

說明 

援中港重要濕地東區因淡水埤塘環境提供築巢及覓食所需條件、水池眾多造

就領域區隔度高，現孕育有高雄市境內最大之水雉族群棲息繁殖，基於發揮濕地

生態功能及稀有野生動物保育考量，應維持重點繁殖區域之穩定，並進行族群概

況監測。 

 

水雉復育大多種植結構強度穩定、覆蓋度不易變動的「浮葉型水生植物」，

如：菱角、睡蓮，提供覓食、築巢及育雛所需。但由於東區池深，浮葉型植物不

易存活，目前濕地東區水面植被以非人為刻意栽植，卻恰巧適合淡水環境的「漂

浮型水生植物」大萍 (Pistia stratiotes)為主，亦為水雉目前覓食及築巢所仰賴的

植被。然而大萍的結構強度及覆蓋度不夠穩定，常有遇大雨崩散或短時間大面積

腐爛的現象，間接影響水雉的幼雛孵化成功率。因此如何有效維持濕地東區水質

衡定、確保水生植被的覆蓋度與支持強度，將是水雉保育成效關鍵。 

 

對策 

1. 保留重點繁殖區域並關注棲地發展動向，追蹤記錄水雉族群分布、繁殖

概況及可能威脅。 

2. 濕地東區水源來自楠梓污水處理廠放流水，直接決定濕地水體及水生植

被概況。需定期進行水質監測，協調楠梓污水處理廠持續提供淡水及穩

定放流水量，確保穩定之淡水埤塘生態環境。 

3. 視水雉族群變化概況，試作生態浮島或補植水生植物，提供水鳥額外的

支持性棲地選擇。 

4. 高雄市政府、濕地認養管理單位與污水處理廠方合作，推動結合生態保

育與環境保護之各項環境教育推廣活動，並活化濕地與污水廠雙方場域，

建置水資源處理與再利用，以及水雉生態之展示模型與解說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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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減少人為對陸蟹族群之危害 

說明 

援中港重要濕地西區北側圍籬外堤防道路為陸蟹主要的降海釋幼路線，此區

常面臨軍隊、工程、釣客及遊憩民眾車輛往來通行，導致繁殖期間陸蟹遭車輛路

殺的情形，並有抱卵母蟹遇人為捕捉的問題，嚴重影響陸蟹繁殖，導致本區陸蟹

族群數量逐年下降。 

 

對策 

1. 定期針對濕地及周邊主要陸蟹生態熱點進行繁殖及族群概況調查，確實

掌握其生態現況及人為影響程度，提供主管、執行權責單位採取適當保

育措施之建議。 

2. 透過巡守及加強勸導，減少人為活動對於本區陸蟹降海繁殖的干擾危害。 

3. 於陸蟹繁殖期辦理護蟹及公民科學活動，透過環境教育提升民眾保育意

識，並協調軍方及堤防道路主管單位執行交通管制，減少路殺情形發生。 

 

課題三：改善紅樹林陸化情形 

說明 

本濕地栽植之紅樹林呼吸根過度擴生，導致泥沙容易沉積，近年來陸化狀況

愈趨明顯，亦有海漂垃圾阻塞其中，附著苔藻及積水成為孳生蚊蟲的溫床。且泥

灘地的呼吸根過於密集，原有空曠泥灘地消失，轉為密生、單一的紅樹林，壓迫

到招潮蟹及陸蟹的棲地空間。而過於濃密的枝葉也不適合中、大型鳥類棲息使用。 

 

對策 

1. 需小範圍針對海茄冬呼吸根加以修剪，或適度移除紅樹林植株，營造潮

溝與淺灘，使蟹類能有充足的棲息、活動空間。 

2. 需透過小規模疏伐、疏苗人為管理以降低紅樹林密度，提供空曠泥灘地

及樹木灌叢縫隙，增加鳥類使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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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四：都市發展及軍港闢建對於生態保育之影響 

說明 

本府工務局規劃之的省道新台 17 線預計於民國 110 年完成，因緊鄰援中港

重要濕地東側，通行後的車流量及車輛噪音或對濕地東區鳥類產生影響。此外濕

地南側的左營海軍二代艦軍港已於 109 年開始動工，工程期間的施工噪音、落成

後周邊水文地貌變化與人為活動廢棄物處理對濕地環境產生影響。濕地生態保育、

都市發展及軍港闢建如何並進共存是未來重要課題。 

 

對策 

1. 營建期間進行生態監測，同步配合國防部進行之環境監測數據，避免工

程期間發生緊急應變事件或有其他可能危及濕地生態之情事。 

2. 因應軍港開發使原有魚塭地貌改變，應維護濕地生態系的平衡及多樣性，

提供可能受影響魚蝦蟹及水鳥等生物，轉移廊道、替代棲地或避難所。 

 

對濕地生態之影響評估 

    依國防部「海軍二代艦基地開發計畫」之環境評估承諾，目前施工期間工程

單位定期監測濕地內部噪音及水質概況，且在營運期 3 年內會持續進行環境監

測，配合歷年內政部營建署補助之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及本保育利用計畫各生

態監測項目，應能掌握開發計畫對濕地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 

 

    另針對較有可能發生影響疑慮之水體及陸域部分，根據軍港規劃，其水文設

計流向為港內排水，與援中港濕地分屬不同水系，故較不易發生水資源連通或污

染情事。在地理區位上，援中港重要濕地位於軍港外緣地帶，濕地範圍與軍港之

間設置有緩衝綠帶，其綠帶目前為軍事管制區，可確保棲地環境不受人為利用影

響。對於濕地內生物之影響，援中港重要濕地肇始即為因應軍港開發而捐贈之生

物補償棲地，濕地外圍設置鐵網圍籬、栽植喬木綠帶作為區隔，配合本計畫之系

統功能分區、明智利用與管制規範，以及各項實施計畫之經營管理，可將其影響

程度降至最低。依本重要濕地生物相現況，應以鳥類為較可能受影響之物種，其

影響以人為噪音為主，故應於實施計畫之生態監測項目中，納入噪音等環境因子

對鳥類之影響，評估後續保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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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五：濕地水源的水量、水質異常對於生態保育之影響 

說明 

本重要濕地現行水源來自典寶溪溪水與楠梓污水處理廠放流水，除天然降雨

外，目前並無前述來源之外的替代水源可供使用。楠梓污水處理廠之放流水雖經

處理至二級放流水，且大部分排入濕地東、西兩區供生物棲地之用，但若放流水

因政策移作他用、廠區設備發生故障，導致水量變動甚至終止供水，或水質處理

異常無法供生物利用時，將牽動現有濕地生態系統，影響尤以水源主要來自放流

水之濕地東區為甚，濕地西區則因連通出溪水，出海口提供源源不絕的水源而不

受影響。然而典寶溪上游流經工業區、畜牧區及住宅區，水質常年維持在中度至

嚴重污染，生活污水時常夾帶廢棄物順流而下匯集於河口，於漲潮時經入水口進

入濕地西區，除帶來海洋廢棄物造成環境髒亂外，若含有重金屬或生物不易分解

之物質時，同樣會對現有濕地生態系統造成影響。因此上述濕地水源的水量、水

質異常對於生態保育之影響為濕地經營管理課題之一。 

 

對策 

1. 針對濕地水域地形地貌，適度營造連通水位高低、池體深淺各有區別的

池體環境，於雨季時可用於蓄水，遇乾季、水源缺乏或因污染暫時管制

水源進出時，可藉由高低及流向差異滯留水體，進行水位調控，避免濕

地範圍完全乾涸的現象。 

2. 於濕地與水源連通口，設置活動式閘門及攔污索等物理性管制設施，用

以控管水體進出來調整濕地水量，以及阻擋海漂廢棄物或污染物質排入

濕地或發生其他危害濕地生態之行為。 

3. 針對濕地各水源連通出、入水口執行定期水質監測，包含水體內含成分

及水位變動情形，掌控水質連續性變化概況，可對異常現況反應外，並

作為未來推動濕地通盤檢討與機關規劃、建置水源管理措施之資料依據。 

4. 參酌定期水質監測結果建立濕地水質標準，用以評估水質及相對應採取

之應對措施，並因應濕地現況變動進行檢討修正。 

5. 規劃與各水源管理機關，如：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楠梓污水處理廠、高

雄市環保局及河川局等之水資源相關管理計畫及緊急應變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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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六：濕地活動推廣及人力招募受環境條件限制 

說明 

因援中港重要濕地位置及聯外道路隱蔽，外地遊客甚至當地居民較難以觸及，

且濕地位處都會區外圍，交通運輸時間成本較高，間接降低民眾參與活動或志工

服勤意願，另有鄰近社區面臨人口老化及青壯人口外移問題，不易招募在地居民

投入棲地營造維護工作。此外濕地夏季氣候炎熱、偶遇驟雨，缺乏可供志工與民

眾休憩、參訪及辦理活動的正式建築空間。上述諸多環境因素致使不易招募志工

長期駐守，濕地活動推廣相比其他場域較為困難。 

 

對策 

1. 透過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採分區管理，進行維護強度及工作項目分級：

適合人為活動的區域劃設為環境教育區，採低度維護方式進行，確保遊

客參訪動線的安全及觀賞品質；適度的草生地或雜林區則採自然演替策

略使其成為部分鳥類及昆蟲棲息、繁殖棲地。 

2. 藉由一日志工、學校服務學習等活動，並與民間團體、企業合作進行環

境專案，協助濕地的棲地營造及環境維護工作。 

3. 妥善規劃濕地功能分區與明智利用，研發符合濕地特色的環境教育教案

及生態活動，和民間團體及教學機構建立長期合作關係，藉此逐步培育

援中港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能量，並不定期辦理生態講座、環境教育活動

及公民科學調查，使濕地之教育價值得以充分發揮。 

4. 串聯濕地周邊的高雄西海岸線、左營海軍軍區、後勁溪、典寶溪、蚵仔

寮聚落、茄苳溪紅樹林及漯底山等生態熱點，以及在地聚落的歷史、文

化及經濟產業等資源，以打造「生態旅遊」之契機著手濕地保育推廣工

作，結合地方社區或團體推廣環境教育，並參考現行濕地標章之理念達

成回饋濕地的總目標，以兼顧濕地教育推廣及社區參與。 

5. 未來濕地認養管理單位與楠梓污水處理廠合作，透過導覽解說服務及環

境教育活動，提供社會大眾親近及體驗自然的管道。並結合廠區內室內

空間暫代建築設備之不足，同時配合園區軟、硬體設施逐步改善，推動

援中港重要濕地申請環境教育場域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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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七：民眾不當擅闖園區盜獵野生動物及餵養流浪犬隻 

說明 

援中港重要濕地位處濱海地帶，周邊為管制軍區，入夜後人煙罕至，不肖民

眾會於閉園期間私闖濕地捕撈魚蟹、垂釣，不僅折毀植栽、破壞圍籬設施與加速

大門耗損，也容易肇生意外，影響園區管理。此外園區圍籬綿延廣闊，自然或人

為原因造成的缺口不易及時察覺，加上附近民眾不當餵養，於濕地圍籬外隨地堆

置飼料，造成流浪犬隻成群入侵園區，影響鳥類、蟹類棲息及遊客安全。 

 

對策 

1. 民眾盜獵及擅闖情形，協請警政單位增設巡邏箱並加強派員巡查，於主

要周邊道路節點設置監視器；圍籬破損與流浪犬隻入侵情況由濕地認養

管理單位加強派員巡查，若有發現缺口則立即進行修補，並通知權責機

關進行野狗誘捕工作。 

2. 定期於濕地周邊社區及校園辦理講座或座談會、設立警示標語或予以勸

誡，加強當地民眾教育宣導，建立正確的保育觀念。 

3. 未來可朝向公、私合作模式，協請地方機關或社區協會，以認養或受委

託的方式協助經營管理，凝聚在地力量，組織居民執行巡守維護等工作，

建立家園守護圈以促進地方民眾常態投入濕地永續經營管理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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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濕地保育利用原則與構想 

保育利用原則 

(一) 依生態監測結果，營造並維持現行淡水埤塘生態系與半鹹水河口紅樹林生態

系之多元濕地環境，在不破壞棲地環境與生物多樣性及主要人為活動原則下，

維持現況使用。 

(二) 遵循「濕地保育法」明智利用精神及管理架構，配合現行濕地各區域的生態

資源條件與土地使用現況，執行濕地功能分區之明智利用與妥善管制，取得

自然生態與人為利用間的平衡，以達濕地永續發展。 

(三) 善用本濕地豐富的生態資源，串聯周邊之自然文史資源讓濕地的利用能與在

地社區、學校及企業等充分整合，推廣濕地環境教育。 

 

保育利用規劃構想 

規劃理念 

1. 維持現行棲地環境的穩定與生物多樣性 

    援中港重要濕地東區為淡水型濕地，具有多樣化棲地類型，如：開

放式水域、埤塘、溝渠、浮島及闊葉林等，提供水雉、鷺科、雁鴨等候

鳥及留鳥覓食及繁殖棲地，同時適合水、陸域昆蟲棲息、食物鏈穩定；

濕地西區為半鹹水型濕地，棲地類型多元，包含：開放式水域、浮島、

潮溝、淺灘、礫石灘、高草原、紅樹林及濱海海岸林等。水域棲息海洋

性螃蟹及經濟魚種；淺灘則有招潮蟹及兩棲類；潮上帶及紅樹林下則是

陸蟹極佳的棲地環境。此外海岸林與水域間有鷺科及鷸鴴科鳥類在此覓

食與棲息。 

    濕地環境經多年人為營造及自然演替，已具備豐富多樣的茂密林相

及穩定的水文系統，因此在地形、水體及林相的管理維護上建議保持原

狀，維持現行東區淡水、西區半鹹水的棲地環境與生物多樣性，僅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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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標物種之棲地，予以支持性、低強度的植叢疏伐、灘地保留及植被

補植等措施。 

 

2. 強化濕地功能分區明智利用與管理架構 

    透過濕地保育法之明智利用管理精神與管理架構，規劃適宜的濕地

功能分區管理機制，兼容生態保育與濕地經濟發展，並發揮本市濕地生

態廊道一環之整體生態定位，提供淡、鹹水環境之重要生物棲地，並兼

顧水質過濾沉澱、調節都市微氣候、科學研究、休閒遊憩、環境教育等

濕地功能。 

 

3. 以環境教育為媒介，串聯地方自然文史及經濟產業資源，推廣濕地生態

保育 

    遵循明智利用精神，以援中港重要濕地豐富的環境教育能量為基底，

整合周邊生態熱點、地方經濟產業及文史資產等資源，促進在地連結，

以此推廣濕地生態保育及復育理念，進而落實其行為。 

 

規劃構想 

依「濕地保育法」第 16 條，得依現地情況及需求，劃設各分區做為適當管

制與未來推動濕地保育之依據。本濕地依前述分析、課題對策及計畫目標，劃分

為：「生態復育區」、「環境教育區」及「管理服務區」，詳細說明如下： 

生態復育區 

    東區：保留原有魚塭地景的 5 座埤塘，呈現本濕地歷史脈絡，更為目前水雉

利用程度最高的棲地，周圍皆被樹林及綠籬包圍、環境隱蔽。 

 

    西區：平行典寶溪堤防道路的長條型紅樹林灘地，因工作站建築分隔成兩區：

生復一區、生復二區，生態環境相似，上層林木茂密、環境相對隱蔽，兩端設有

柵門管制人員進出，現為濕地內凶狠圓軸蟹巢洞主要分布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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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分區為濕地內重要指標物種的主要棲息範圍，需有較嚴格的保護措施

及使用限制，因此規劃此區為生物棲息及復育空間，僅供生態調查、科學研究及

維持棲地現況之維護措施。 

 

環境教育區 

東區：涵蓋濕地東區大部分水、陸域範圍，區內設置步道與賞鳥設施，供民

眾自行遊覽或透過導覽解說人員進行參訪。並在進行人數及總量管制以降低生態

衝擊下，容許推動環境教育及水域體驗遊程。 

 

西區：涵蓋濕地西區大部分水、陸域範圍，區內設置步道與賞蟹設施，供民

眾自行遊覽或透過導覽解說人員進行參訪、環境教育及社會服務學習等活動，在

進行人數及總量管制下，容許推動水域體驗遊程。因經營管理模式分為兩區，中

間僅隔一活動式木柵門：環教一區進行常態棲地營造維護工作，設置有解說牌、

觀景高臺、涼亭及步道等設施，開放予民眾自行入內參訪；環教二區採用自然演

替，僅針對動線兩側施以日常維護作業。環境自然隱蔽無硬體設施，需配合特定

活動與時段才開放民眾進入。 

 

    此功能分區為濕地內生物棲地，除進行棲地營造維護作業外，可透過人數控

管及開放條件限制降低對環境與生物之干擾與破壞，提供民眾導覽解說、生態展

示、棲地維護服務及推廣環境教育等用途。 

 

管理服務區 

位於濕地西區入口處，範圍包含西區管理工作站及部分水、陸域環境，設置

有木棧道、觀景平臺及半開放教室，開放予民眾自由參訪。 

 

本功能分區為行政管理中心，提供遊客休憩諮詢、事務宣導、生態展示、社

會服務學習及室內環境教育活動場地。同時做為招潮蟹主要棲地及保護區，可在

低干擾下近距離進行生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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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疇 

本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等同於重要濕地範圍，詳見圖 1-1，總面積為 

27.6 公頃，土地權屬均屬於高雄市政府。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 

本濕地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16 條，按「濕地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共劃分

為 3 個分區，分別為：生態復育區 5.1 公頃，環境教育區 21.3 公頃，管理服務區

1.2 公頃，總面積合計 27.6 公頃 (圖 10-1、圖 10-2 及圖 10-3)。 

 

為辨別濕地東區或西區之功能分區，於各分區編號中加入「東」、「西」及「中

文數字編號」等字樣。各功能分區編號、面積、劃設區域及管理目標請參照表 10-1

及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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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援中港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功能分區 (全區)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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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援中港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功能分區 (西區)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 備註：A-F 點之設施、鐵網圍籬及水陸域交界線為濕地西區功能分區之參考界線。各點

之現地參考設施如下： 

A 點：編號 3 動線管制鐵網門（表 6-3、圖 6-3）。 

B 點：編號 4 動線管制鐵網門（表 6-3、圖 6-3）。 

C 點：編號 5 動線管制鐵網門旁之木質柵門（表 6-3、圖 6-3）。 

D 點：西區排水口旁之木質柵門（圖 4-4）。 

E 點：木質柵門。 

F 點：編號 6 觀景高臺與編號 7 遮蔭涼亭旁之木質柵門（表 6-3、圖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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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援中港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功能分區 (東區)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 備註：濕地東區功能分區之參考界線，以現有埤塘間土堤中線及周邊鐵網圍籬為其分

隔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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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復育區 

保護與維持現有豐富自然環境、地形地貌及生物棲地，以提供重要指標物種

棲息及復育空間。 

1. 劃設原則： 

    依現況生態資源條件與濕地重要指標生物之主要棲息範圍，且鮮少

人為因素干擾或影響之區域。 

 

2. 劃設區域： 

⚫ 生復東：依現況水雉棲地，劃設濕地東區西側的 5 座埤塘，土地涉

及援中段地號 648 號 (部分)、649 號 (部分)、651 號 (部分)。 

⚫ 生復西（一）：依現況陸蟹及招潮蟹棲地，劃設濕地西區工作站東

側臨典寶溪堤防道路之長條形紅樹林灘地，土地涉及援中段地號 

648-7 號 (部分)。 

⚫ 生復西（二）：依現況陸蟹及招潮蟹棲地，劃設濕地西區工作站西

側臨典寶溪堤防道路之長條形紅樹林灘地，土地涉及援中段地號 

660 號 (部分)、660-2 號 (部分)、660-5 號 (部分)。 

 

3. 劃設管理目標： 

(1) 保育重要指標物種，妥善棲地營造與維護。 

(2) 為保護濕地重要生態資源，持續生態監測與許可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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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區 

維持濕地棲地環境與生物現況，推動濕地生態環境教育。以現有軟、硬體設

施配合生態資源進行自然體驗活動，提供民眾導覽解說、生態展示、棲地服務、

環境教育及休閒遊憩之用。 

1. 劃設原則： 

    生物資源及自然環境可接受適度人為擾動，現行或具備潛力發揮濕

地的教育遊憩功能、發展濕地特色環境教育課程及活動之區域。 

 

2. 劃設區域： 

⚫ 環教東：濕地東區之建築、步道及其他硬體設施分布範圍，土地涉

及援中段地號 648 號 (部分)。 

⚫ 環教西（一）：濕地西區進行常態性棲地維護工作，有建築、步道

及其他硬體設施分布，開放予民眾自由參觀之範圍，土地涉及援中

段地號 648-7 號 (部分)、656-2 號 (部分)、657 號 (部分)、658 號 

(部分)、660-5 號 (部分)。 

⚫ 環教西（二）：濕地西區採用自然演替管理方式，無硬體設施分布，

管制民眾參觀之範圍，土地涉及援中段地號 658 號 (部分)、659-4

號 (部分)、659-8 號、660-5 號 (部分)。 

 

3. 劃設管理目標： 

(1) 維持濕地現有豐富自然環境及生物資源，進行棲地營造與維護。 

(2) 為保護濕地生態多樣性，持續生態監測與許可科學研究。 

(3) 運用環境教育資源，提供民眾導覽解說、生態展示、棲地服務、環

境教育及休閒遊憩等功能，並設置符合明智利用原則的環境教育與

棲地維護之設施，推動成為環境教育認證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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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務區 

輔助濕地環境教育推廣工作，提升濕地管理服務效能，提供民眾生態觀察與

展示、遊憩諮詢、環境教育及事務宣導布告等服務，並做為濕地經營管理之行政

中心。 

1. 劃設原則： 

    生物資源及自然環境可接受人為擾動，現有執行濕地經營管理、開

放民眾參訪與近距離生態觀察的活動及行政管理建築、設施及其周邊區

域。 

 

2. 劃設區域： 

⚫ 管服：依經營管理現況，劃設濕地西區管理工作站及周邊紅樹林灘

地、招潮蟹觀賞區、步道與部分水域，土地涉及援中段地號 658 號 

(部分)、658-4 號 (部分)、660 號 (部分)、660-5 號 (部分)。 

 

3. 劃設管理目標： 

(1) 維持濕地現有豐富自然環境及生物資源，進行棲地營造與維護。 

(2) 為保護濕地生態多樣性，持續生態監測與許可科學研究。 

(3) 進行園區經營管理與環境教育資源推廣與宣導，提供民眾導覽解說、

生態展示、棲地服務、環境教育及休閒遊憩等功能，並設置符合明

智利用原則的經營管理、環境教育與棲地維護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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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援中港重要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劃設區域及管理目標 

◼ 備註：上表所屬地號皆為「援中段」(地段代碼 0334)。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功能 

分區 
編號 

面積 

（公頃） 
劃設區域 管理目標 

生
態
復
育
區 

生復東 3.7 

648 號 (部分) 

649 號 (部分) 

651 號 (部分) 

1. 保育重要指標物種水雉，妥善棲地營

造與維護。 

2. 為保護濕地重要生態資源，持續生態

監測與許可科學研究。 

生復西

（一） 
0.7 648-7 號 (部分) 1. 保育重要指標物種凶狠圓軸蟹，進行

棲地營造與維護。 

2. 為保護濕地重要生態資源，持續生態

監測與許可科學研究。 

生復西

（二） 
0.7 

660 號 (部分) 

660-2 號 (部分) 

660-5 號 (部分) 

環
境
教
育
區 

環教東 13.5 648 號 (部分) 1. 維持濕地現有豐富自然環境及生物資

源，進行棲地營造與維護。 

2. 為保護濕地生態多樣性，持續生態監

測與許可科學研究。 

3. 運用環境教育資源，提供民眾導覽解

說、生態展示、棲地服務、環境教育及

休閒遊憩等功能，並設置符合明智利

用原則的環境教育與棲地維護之設

施，推動成為環境教育認證場域。 

環教西

（一） 
5.6 

648-7 號 (部分) 

656-2 號 (部分) 

657 號 (部分) 

658 號 (部分) 

660-5 號 (部分) 

環教西

（二） 
2.2 

658 號 (部分) 

659-4 號 (部分) 

659-8 號 

660-5 號 (部分) 

管
理
服
務
區 

管服 1.2 

658 號 (部分) 

658-4 號 (部分) 

660 號 (部分) 

660-5 號 (部分) 

1. 維持濕地現有豐富自然環境及生物資

源，進行棲地營造與維護。 

2. 為保護濕地生態多樣性，持續生態監

測與許可科學研究。 

3. 進行園區經營管理與環境教育資源推

廣與宣導，提供民眾導覽解說、生態展

示、棲地服務、環境教育及休閒遊憩等

功能，並設置符合明智利用原則的經

營管理、環境教育與棲地維護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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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本保育利用計畫各系統功能分區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請見表 10-2。 

表 10-2、援中港重要濕地各功能分區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功能 

分區 
編號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時間 
備考 

項目 時間 

生
態
復
育
區 

生復東 
1. 生態棲地維護作為。 

2. 水位調控、觀測及維護水體之設施及操作作為。 

3. 生態保育、監測與科學研究。 

4. 得為生態保育、水陸域管理，經主管機關同意辦理

清淤、疏苗、拷潭及移除外來種等行為。 

5. 其他經向濕地主管機關申請同意核准後，得施作維

護生態、水陸域環境相關之設備項目。 

6. 現有步道、管制閘門及防護圍籬等設施。 

全年 

涉及濕地地

形地貌及重

要指標生物

棲地改變之

明智利用項

目，需向濕

地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始

得為之。 

生復西（一） 

生復西（二） 

環
境
教
育
區 

環教東 

1. 生態棲地營造、改善與維護作為。 

2. 水位調控、觀測及維護水體之設施及操作作為。 

3. 生態保育、監測與科學研究。 

4. 得為生態保育、水陸域管理，經主管機關同意辦理

清淤、疏苗、拷潭及移除外來種等行為。 

5.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設施。 

6. 環境教育設施：現有管理工作站、步道、遮蔭涼

亭、觀景高臺、觀鳥牆、生態教學池、溫室、解說

教育設施、橋梁、管制閘門及防護圍籬等。 

7. 合乎生態保育原則之水、陸域環境教育及遊憩行為

（採總量管制，並視濕地生態概況定期進行開放期

間、開放區塊及人數及頻度總量管制規範之檢討修

正）。 

全年 

涉及濕地地

形地貌及重

要指標生物

棲地改變之

明智利用項

目，需向濕

地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始

得為之。 環教西（一） 

環教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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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服
務
區 

管服 

1. 生態棲地營造、改善與維護作為。 

2. 水位調控、觀測及維護水體之設施及操作作為。 

3. 生態保育、監測與科學研究。 

4. 得為生態保育、水陸域管理，辦理清淤、疏苗、拷

潭及移除外來種等行為。 

5.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設施。 

6. 常態性清潔維護工作等作為。 

7. 現有管理工作站、教學集會空間、步道、事務宣導

布告設施、教學設施及防護圍籬等管理服務設施。 

8. 水、陸域環境教育及休閒遊憩行為（視濕地生態概

況定期進行開放期間、開放區塊及人數及頻度總量

管制規範之檢討修正）。 

全年 

涉及濕地地

形地貌及重

要指標生物

棲地改變之

明智利用項

目，需向濕

地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始

得為之。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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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理之

規定或措施 

 

援中港重要濕地計畫範圍內之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理之規

定或措施，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16 條及 25 條相關法令規定外，應依本保育利

用計畫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辦理，若遇法令規範衝突之情事， 

則依循法律位階作為評判優先參考。 

 

相關法令規定 

濕地保育法第 16 條 

保育利用計畫內設定之功能分區，得視情況分類規劃如下，並實施分區管制： 

1. 核心保育區：為保護濕地重要生態，以容許生態保護及研究使用為限。 

2. 生態復育區：為復育遭受破壞區域，以容許生態復育及研究使用為限。 

3. 環境教育區：為推動濕地環境教育，供環境展示解說使用及設置必要設 

施。 

4. 管理服務區：供濕地管理相關使用及設置必要設施。 

5. 其他分區：其他供符合明智利用原則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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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保育法第 25 條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重要濕地範圍內禁止從事下列行為。但其他法律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1.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及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 

2. 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 

3. 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 

4.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廢）水、 

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 

5. 騷擾、毒害、獵捕、虐待、宰殺野生動物。 

6. 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砍伐、採集、放生、引入、捕撈、獵捕、 

撿拾生物資源。 

 

管理規定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之管理規定，分為「共同管理規定」及「各功能分區管 

理規定」，分述如下： 

共同管理規定 

1. 依據濕地保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 相關業務人員（包含高雄市政府、認養管理單位、研究單位）得為生態

棲地營造、維護與改善，生態保育、監測與科學研究，水位調控、觀測

與維護水體及園區經營管理之需要，得進出本區及設置符合明智利用原

則的設備；基於研究、教學或其他必要之調查、測量，需進入本區採集

野生動物、植物或礦物者，應依「濕地保育法」第 25 條規定向濕地主

管機關申請，且進入時隨身攜帶許可文件及可供識別身份之證件以備查 

驗。 

3. 生態棲地營造、改善與維護作為，應以不改變現況濕地東區淡水埤塘生

態系、西區半鹹水紅樹林生態系，以及導致現有物種消失為原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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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域需栽植新植栽時，應以適地之原生種為限，不引入外來種；清淤、

疏苗、拷潭及外來種或入侵物種移除作業，應以不對濕地環境及生物造 

成永久性傷害之措施，以及確保物種能適當轉移至合適棲地之原則進 

行。 

4. 禁止任何污染水體、土壤及生物之行為。現有排入濕地或與濕地連通之

地面水體在符合其他規定下係屬從來現況之使用；外來新增計畫排入之

地面、地下水體，應符合「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 

及相關規定。 

5. 禁止隨意丟擲、傾倒及掩埋任何生活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之行為。 

6. 涉及濕地地形地貌及重要指標生物棲地改變之明智利用項目，應向濕地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始得為之。 

7. 其他經濕地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事項。 

 

分區管理規定 

本保育利用計畫依「濕地保育法」第 16 條內敘明之「功能分區」使用範疇， 

訂定援中港重要濕地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 

 

生態復育區 

(1) 動力機械、交通工具除從事符合明智利用原則之棲地營造維護、防洪安 

全及園區經營管理等行為，不得進出本區及有造成任何干擾之行為。 

(2) 每年 5 至 9 月水雉繁殖育雛、6 至 9 月凶狠圓軸蟹降海釋幼期間，應確 

保重要指標物種之棲息環境穩定，並進行管制或巡護等措施。 

(3) 禁止從事燒煮、操作飛行載具及其他人為干擾野生動物之行為（濕地研 

究用之航照、遙測及飛行載具不在此限）。 

(4) 非經濕地主管機關許可，不得野放或引進生物。 

(5) 其他經濕地主管機關公告管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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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區 

(1) 常態性清潔維護工作等作為，應以降低對生物之干擾為原則。 

(2) 現有管理工作站、步道、遮蔭涼亭、觀景高臺、觀鳥牆、生態教學池、

溫室、解說教育設施、橋梁、管制閘門及防護圍籬等設施。建築及設施

之新設置與改建，應以符合：使用自然材質避免過多人工質料、進行綠

化或融入周遭地景其中之一為原則；建築及設施之移除，過程中應將對 

環境及生物的影響降至最低，完成後應確保生態回復原有之平衡穩 

定。 

(3) 得在合乎生態保育原則，採總量管制，並視濕地生態概況定期進行開放

期間、開放區塊及人數及頻度總量管制規範之檢討修正等原則下，從事

水、陸域環境教育及遊憩行為。水域之環境教育及遊憩行為，應取得濕 

地主管機關許可始得為之。 

(4) 環教西（一）區得允許民眾參觀；環教東、環教西（二）區得配合當地

節慶活動或為推廣環境教育與生態保育觀念，由認養管理單位人員帶領

民眾團進團出。除認養管理單位人員進行環境教育及棲地營造維護之用

途外，禁止任何影響、騷擾野生動植物或更動環境之行為。民眾未經許 

可不得離開步道或規範區域，但緊急避難時期不在此限。 

(5) 定期檢討修正開放區塊、開放期間、開放方式及人數與頻度總量管制規

範。遇生態敏感、災難恢復時期等特殊情況，主管機關得暫停開放本區。 

(6) 其他經濕地主管機關公告管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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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務區 

(1) 常態性清潔維護工作等作為，應以降低對生物之干擾為原則。 

(2) 現有管理工作站、教學集會空間、步道、事務宣導布告設施、解說教育

設施、管制閘門及防護圍籬等設施。建築及設施之新設置與改建，應以

符合：使用自然材質避免過多人工質料、進行綠化或融入周遭地景其中

之一為原則；建築及設施之移除，過程中應將對環境及生物的影響降至 

最低，完成後應確保生態回復原有之平衡穩定。 

(3) 得在合乎生態保育原則，採總量管制，並視濕地生態概況定期進行開放

期間、開放區塊及人數及頻度總量管制規範之檢討修正等原則下，從事

水、陸域環境教育及遊憩行為。水域之環境教育及遊憩行為，應取得濕 

地主管機關許可始得為之。 

(4) 允許民眾參觀及休憩，但除認養管理單位人員進行環境教育及棲地營造

維護之用途外，禁止任何影響、干擾野生動植物或更動環境之行為。禁

止攀爬、跨越欄杆、戲水、污染設施或是長時間佔用等危害自身及他人 

安全、權益之行為。 

(5) 其他經濕地主管機關公告管制事項。 



援中港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民國 110 年 

89 

 

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 

本重要濕地現行水源來自典寶溪溪水與楠梓污水處理廠放流水，除天然降雨

外，目前並無前述來源之外的替代水源可供使用。當濕地水源之水質、水量異常

時，因應濕地東、西兩區生態系統現況差別，其對生態之影響如下： 

 

濕地東區主要以鳥類為特色生物資源，其中之鷺科、秧雞科、雁鴨科及水雉

對於水域棲地環境的利用度高，若水量減少或乾涸則會造成水生昆蟲、底棲與兩

棲類生物等消失，迫使鳥類族群無法再獲得足夠食物資源而減少甚至群體遷移；

若水量過高，水深過深造成淺灘地缺乏，促使鷺科、鷸鴴科等涉禽無法有可利用

之棲地；若放流水水質含有過多營養鹽或生物難以分解之污染物，營養鹽可能引

發水質優氧化現象，污染物則造成水生生物毒害而大量死亡，連帶影響大型水中

生物生存，並透過食物鏈關係牽動上級消費者族群變化。此外尚有水雉等利用水

生植被作為巢位的鳥類，因水生植物的急速崩散而造成孵化率及成長成功率下降

的問題。 

 

濕地西區則以蟹類為與水域環境息息相關之主要特色生物資源。雖然水源來

自溪水，出海口不斷提供水體而無匱乏之疑慮，但常年處於中度至嚴重程度污染

的溪水，可能夾帶著海洋廢棄物與難以分解之污染物質進入濕地。海洋廢棄物除

導致環境髒亂、孳生蚊蟲外，亦可能使生物誤食、纏繞而有死傷現象。微塑膠及

污染物質則會造成水生生物的傷病、死亡外，同樣會透過食物鏈牽動上級消費者

族群變化及至整個生態系。 

 

為求國家重要濕地之生態環境維持穩定，考量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與養殖

業放流水標準，針對水質管理提出監測指標，提供維護管理或水質改善之具體執

行目標外，並就放流水水質、水量異常或典寶溪水質水量不佳對濕地生態之影響，

規劃水資源相關管理計畫及應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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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水質定期監測 

水質定期監測以「地面水體」為檢測目標，水質採樣測點為濕地內連通渠道

與流入、流出濕地之各個水口。援中港重要濕地腹地廣大，內部水道與各水池連

通，方向錯綜複雜，且放流水留滯濕地時間長，為確切掌握其水源概況及感潮時

水體混合之變化，本保育利用計畫除現行 4 個測點（W1、W2、E1 及 E2）外，

另增設 2 個測點：W3（西區入水口，位於園區外）、E3（東區中繼口，位於園區

內），合計 6 個水質採樣測點，以監控本濕地水質概況 (圖 12-1)。 

 

檢測頻度為一年 4 次，每季（春、夏、秋、冬四季）檢測 1 次。每次採樣時

間、次數依該測點「是否受自然感潮」而有不同：受感潮者（測點 W1、W2）於

當日漲、退潮各 1 次；不受感潮者（測點 W3、E1、E2、E3）則為當日 1 次，採

樣時間依現況而定 (表 12-1)。 

 

水質監測分析項目包括：水溫（WT）、酸鹼值（pH）、鹽度（Sal）、導電度

（Conductivity）、溶氧（DO）、光穿透度、氨氮（NH3-N）、硝酸鹽氮（NO3-N）、

總磷（T-P）、生化需氧量（BOD5）、化學需氧量（COD）、懸浮固體（SS）及葉

綠素 a 等 13 項 (表 12-1)。分析方法依照環保署環境檢驗所編定之方法進行。 

 

水質監測結果若發現水質嚴重污染或異常情事，受委辦濕地管理單位應持續

追蹤，並立即通報主管機關研判是否需啟動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相關規範及作

業流程請見章節「壹拾參、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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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分區 
代碼 

水口名稱 
位置 

是否受自然 

感潮影響 
地理座標 

水質採樣測站 

設置概況 

西區 

W1 

西區入水口 
西區大門工作站旁 是 

22°43'15" N 

120°15'32" E 
舊有測站 

W2 

西區出水口 
西區東北角 是 

22°43'25.3" N 

120°15'45.9" E 
舊有測站 

W3 

西區入水口 
西區後門旁 否 

22°43'22.7" N 

120°15'44.6" E 
新增測站 

東區 

E1 

東區入水口 

污水廠東北側排放

水口 
否 

22°43'37" N 

120°15'56" E 
舊有測站 

E2 

東區出水口 
東區西北角 否 

22°43'47" N 

120°16'00" E 
舊有測站 

E3 

東區中繼口 
東區大池入水口 否 

22°43'43" N 

120°16'05" E 
新增測站 

圖 12-1、援中港重要濕地水質定期監測之採樣測站位置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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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援中港重要濕地水質監測項目及檢測頻度一覽 

項目 檢測頻度 檢測方式 

水溫 

（WT） 

每季 1 次 

（每季 3 個月） 

現場檢測 

酸鹼值 

（pH） 

鹽度 

（Salinity，Sal） 

導電度 

（Conductivity） 

溶氧 

（DO） 

光穿透度 

氨氮 

（NH3-N） 

使用水質檢測套組 

或試劑檢測 

硝酸鹽氮 

（NO3-N） 

總磷 

（T-P） 

生化需氧量 

（BOD5） 

依營建署濕地生態環境監測系統

標準作業程序（SOP） 

化學需氧量 

（COD） 

懸浮固體 

（SS） 

葉綠素 a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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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水源、水量及水位管理 

    現行濕地與水源連通之入口水，典寶溪與濕地之交接處設置有活動式水閘門，

可經由人為手動調整進出水量，並設有攔污索阻擋隨水漂流之廢棄物與雜質；楠

梓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則透過未加蓋之溝渠(東區)及水泥涵管(西區)，自然溢流進

濕地中。為確保水源供應暢通無虞，前述入水口應由受委辦濕地管理單位進行管

理與巡護，若有維修需求則通報濕地主管機關進行處理。 

 

在濕地水量、水位管理上，基於維持濕地現有生態之考量，楠梓污水處理廠

放流水依循現行放流水進量，採自然溢流進入濕地：東區約為 20000-25000 CMD，

西區約為 5000 CMD；典寶溪水則維持現況之自然漲、退潮自由水體交換，使水

陸域交界的泥灘地露出範圍隨潮差呈現週期性變化，保留多樣棲地以提供招潮蟹、

彈塗魚等生物棲息利用。此外並得為生態保育及棲定營造所需，視年度生態監測

及科學研究報告之評估結論，協調楠梓污水處理廠適度調整所需之放流水量，典

寶溪水由受委辦濕地管理單位經通報濕地主管機關後逕行調控。 

 

當楠梓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因政策規劃需移作他用，或廠區設備輪替、維護及

發生故障，導致水量將變動甚至終止供水時，應通知受委辦濕地管理單位。若涉

及重要指標物種之棲地或族群概況變化，通報濕地主管機關並經共同研議後再予

施行。放流水需移作其他使用之情況，應優先保留濕地東區放流水供給量為

20000-25000 CMD，以確保生態棲地無虞；廠區設備輪替、維護及發生故障之情

況，依現有楠梓污水處理廠廠區設備，作業時間最長約需一星期即可解除，期間

即使濕地水體自然蒸散仍可保持足以供生物棲息利用之一定水量。另受委辦濕地

管理單位於作業期間得依現地情況，封閉出水口水體進出，或於池體連通渠道設

置阻隔設施管制水體流向，並於作業解除後回復原狀；當經協調、調查評估或改

善措施，放流水仍發生永久性終止供水之情況，濕地主管機關應為維持生態現況，

協調或建置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再利用後的二次處理及給水系統。或封閉出水口，

使濕地東區可積聚天然降雨，維持間歇性變化水位。或經會同內政部營建署及相

關機關審議核可後，引入典寶溪水作為濕地東區替代水源，營造為「僅重要物種

棲地部分為淡水」或「全區皆為鹹水」之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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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發生水源的水質異常或污染情事，受委辦濕地管理單位應進行調查監測並

依結果研判，濕地西區若需阻隔水體進出則手動關閉水閘門，及至相關情事排除。

並通報濕地主管機關，依章節「壹拾參、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規範協調典寶溪

權責機關 (河川局與環保局)協助排除異常現象及污染物、依法究責造成緊急應

變事件相關人員並監督善後恢復措施；濕地東區則協請楠梓污水處理廠與水利局

依其契約規範調節放流水排放量與水體成分含量。受委辦濕地管理單位於水質異

常或污染期間得依現地情況，管制水體連通口之水體進出，或於池體連通渠道設

置阻隔設施管制水體流向，避免影響擴大，並於異常或污染排除後回復原狀。 

 

    針對水源水質之監測管理，目前楠梓污水處理廠放流水，係污水經廠區設備

處理後為二級放流水，先排入廠區內緊鄰濕地東區西側的兩個水池後，再自然溢

流沿溝渠進入濕地內，流經濕地各池體後排入典寶溪。本計畫之水質定期監測即

於上述水體連接口設置採樣測點，請見圖 12-1。E1 東區放流水入水口，水體為

經過污水處理廠內水池過濾後溢流進入濕地之水體，尚未經過濕地過濾利用；E2

東區出水口，水體為經濕地各池體過濾利用後之最後水體；E3 東區中繼口，水

體為初步經過濕地部分池體過濾利用後之水體。此外楠梓污水處理廠本身於設備

水口處即設置有水質檢測樣點，水體為剛完成污水處理程序，尚未經外界過濾利

用之水體。後續可與楠梓污水處理廠合作，對照上述 4 個水質採樣測點之檢測數

據，典寶溪部分則配合高雄市政府環保局針對河川水質之定期監測數據進行分析，

藉以整合各單位資源、落實水資源保護與利用管理。 

 

 

濕地水質標準建立 

援中港重要濕地因東、西區水體特性不同，而有個別訂立標準之需求。為使

濕地生態得以維持穩定、平衡，應儘量保持濕地範圍內的水質與水量穩定，除定

期進行水質監測外，本計畫依據「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

及參考近 5 年監測結果，建立本重要濕地每季水質管理標準並進行滾動式檢討修

正。本濕地內水質概況及建議標準請見表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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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援中港重要濕地內水質概況及建議標準 

適用

範圍 
項目 單位 

建議標準 現況 
未來管理目標 

東區 西區 東區 西區 

重
要
濕
地
範
圍 

水溫 

（WT） 
℃ 

不得超過夏冬

季平均溫度正

負兩度 

27.4-32.5 27.2-32.7 

參考近 5 年監

測資料做滾動

式檢討 

酸鹼值 

（pH） 
   6.5-8.2 6.9-8.7 

鹽度 

（Sal） 
‰   0-27.1 0.1-21.5 

導電度

（Con.） 
mS/cm   0.5-41.8 0.7-34.3 

溶氧 

（DO） 
mg/L   1-7.8 0.9-12.5 

光穿透度 cm   5.5-30 2-30 

氨氮 

（NH4
+-N） 

mg/L 8.5 ND-2 0.3-8.7 

硝酸鹽氮 

（NO3
--N） 

mg/L 42.5 0.4-26.7 0.7-17 

總磷 

（T-P） 
mg/L 2.0 1.1-4.9 0.3-1.5 

生化需氧量 

（BOD5） 
mg/L 25.5 1-14.9 1.5-10 

化學需氧量 

（COD） 
mg/L 85.0 4-68 15.8-54.8 

懸浮固體 

（SS） 
mg/L 25.5 0.2-34.5 14-1275.5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 備註 1：建議標準參照「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之地方級現值。 

◼ 備註 2：「現況」欄位數據參考 105-107 年援中港重要濕地水質調查數據。 

◼ 備註 3：「總磷」項目，由於現行總磷缺乏高效能之清除方式，環保署放流水標準亦尚

未控管總磷濃度，爰楠梓污水處理廠並未設計磷處理單元。若參照「重要濕地內灌溉

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規範，後續難以落實施行及有效管理，且污水處理廠放

流水在濕地保育法施行前就為本濕地水源，因此建議參考「近 5 年監測資料現值」作

為管理標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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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擬定目的 

為使濕地環境在遭受破壞、污染、水質異常、生物受傷及死亡、氣候環境變

異或傳染疾病等緊急事件發生或有發生之虞，能立即透過各種傳訊工具，將濕地

影響狀況迅速控制及通報，並協調相關機關及污染者，採取各項必要之緊急應變

及恢復措施，防止緊急事件擴大並減輕對濕地影響，特訂定本緊急應變及恢復措

施。有關緊急應變啟動機制，係以本計畫範圍內查有濕地保育法第 25 條第 1-4

款行為，並依破壞情形研判採取緊急措施為原則。 

 

    如涉樹林火災等事件請通知該權責機關；有關野生動物死傷等事件，本章提

及之「重要指標生物」請參照前文『章節柒』說明，且僅針對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範圍之族群。若發生情事評估為「救傷」等級，則先依現場人員判斷狀況，確定

危害可能因素及生物移送治療之可行性，遵照「野生動物保育法」、「野生動物保

育法施行細則」辦理。若為受傷、狀況不佳之保育類野生動物，通報權責機關（農

業局）進行醫療及收容處置；一般類或非臺灣原生種之野生動物，則送往動物保

護處進行醫療及收容處置。 

 

緊急應變小組 

本府所成立之緊急應變小組，得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或具生態專業之民間組 

織擔任諮詢顧問，以共同決議、處置相關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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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層級分類標準 

第一級 

緊急事件發生時，其程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屬第一級災害： 

1.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超過「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

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每日引水量限值，如：濕地每日流出水量之 10%，

或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致魚類等水中生物 50隻以上且未達100隻死亡。 

2. 遭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超過該處重要濕地 5％ 

以上且未達 15％面積。 

3. 破壞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超過核心保育區或「具重要科學研

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5％以上且未達 15 

％之面積。 

4.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廢）水、

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致重要生態物種：水雉個

體數量減少達 10%以上且未達 25%，蟹類個體數量減少達 10%以上且

未達 25%，或紅樹林植株 50 株以下因非自然因素死亡，或污染重要濕 

地 5％以上且未達 15％面積。 

 

第二級 

緊急事件發生時，其程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屬第二級災害： 

1.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超過「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

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每日引水量限值，如：濕地每日流出水量之 20%，

或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致魚類等水中生物 100 隻以上且未達 200 隻死 

亡。 

2. 遭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超過該處重要濕地 15％ 

以上且未達 30％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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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破壞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超過核心保育區或「具重要科學研

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15％以上且未達 30 

％之面積。 

4.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廢）水、

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致重要生態物種：水雉個

體數量減少達 25%以上且未達 30%，蟹類個體數量減少達 25%以上且

未達 30%，或紅樹林植株 50 株以上未達 100 株以下因非自然因素死亡， 

或污染重要濕地 15％以上且未達 30％面積。 

 

第三級 

緊急事件發生，其程度在上述第一級及第二級範圍以上，或程度超過其因應

能力，雖已取得其他支援，仍無法應變時，或其程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屬第 

三級污染災害： 

1.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超過「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

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每日引水量限值，如：濕地每日流出水量之 30%， 

或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致魚類等水中生物 200 隻以上死亡。 

2. 遭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超過該處重要濕地 30％ 

以上面積。 

3. 破壞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超過核心保育區或「具重要科學研

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達 30％以上面積。 

4.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廢）水、

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致重要生態物種：水雉個

體數量減少達 30%以上，蟹類個體數量減少達 30%以上，或紅樹林植株

達 100 株以上因非自然因素死亡，或污染重要濕地達 30％以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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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處理措施 

    受委辦濕地管理單位接獲緊急事件通報，應通知濕地主管機關並派員前往勘

查，瞭解該事件對生態影響，視事件現場狀況啟動濕地環境監測調查。濕地主管

機關依法查處並依各應變層級研判是否需啟動緊急應變措施，如涉樹林火災、水

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寒害與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大病害等事件通知

該權責機關，並配合辦理相關作業。 

 

    經研判不需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濕地主管機關依法查處污染或肇事者，要求

其清除及控制污染物質或恢復原狀，並持續監督其改善情形；經研判如需啟動緊

急應變機制，濕地主管機關依各緊急應變層級進行緊急應變措施，說明如下： 

 

第一級應變處理措施 

1. 受委辦濕地管理單位依事件之嚴重程度進行調查研判並通知濕地主

管機關（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若屬一般性之緊急事件，由濕地

主管機關逕行依法查處，並協調有關機關以持續追蹤及改善。 

2. 若經研判屬緊急重大事件，濕地主管機關視情節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協調有關單位提供相關圖資、水控制閘門、清理濕地內廢棄物或污

染控制清除及環境維護措施等協助，小組各成員應依權責協助或處

置、水質、生態及土地影響評估。 

3. 小組各成員應協調相關機關要求污染者提出清除及控制污染物質或

恢復原狀等處理改善計畫，督促執行，以確保環境生態之復原。 

4. 緊急應變小組成員為：濕地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楠梓區公所、楠

梓污水處理廠等；緊急應變小組召集人為：濕地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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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級應變處理措施 

1. 本府工務局接獲通報後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就濕地受影響情形及環

境調查監測結果進行研判，協調相關權責機關，依權責進行分工，並

通報高雄市政府。 

2. 緊急應變小組成員分別針對濕地環境受影響樣態，聯繫學術機構或

民間組織等專業單位提供應變處理諮詢，進行督導及應變處理作業。

必要時得視事件現場情況，成立現場應變小組，即時執行相關應變

措施。 

3. 緊急應變小組成員為：濕地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楠梓區公所、楠

梓污水處理廠等；緊急應變小組召集人為：本府工務局。 

 

第三級應變處理措施 

1. 高雄市政府接獲通報後成立緊急應變中心，就濕地受影響情形及環

境調查監測結果進行研判，協調高雄市相關權責機關，依權責進行

分工，並通報內政部營建署。 

2. 緊急應變中心成員分別針對濕地環境受影響樣態，聯繫學術機構或

民間組織等專業單位提供應變處理諮詢，進行督導及應變處理作業。

必要時得視事件現場情況，成立現場應變小組，即時執行相關應變

措施。 

3. 緊急應變中心成員為：內政部營建署、高雄市政府、楠梓區公所、楠

梓污水處理廠等；緊急應變中心召集人為：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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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緊急應變措施之各層級主要統籌及權責機關 

緊急應變

措施層級 
各級應變小組成員及處理程序 

第一級 養護工程處→相關權責機關→逕行處理 

第二級 養護工程處→本府工務局→通報高雄市政府→相關權責機關→逕行處理 

第三級 高雄市政府→通報營建署→相關權責機關→逕行處理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 備註：各層級緊急應變召集人，第一級：養護工程處、第二級：本府工務局、第三

級：高雄市政府。 

 

    若緊急事件對濕地影響持續擴大則依應變層級分類提升應變層級。完成緊急

應變處理後，並依環境監測調查結果，檢視對環境影響原因是否解除，如未解除，

應持續追蹤，監督應變處理措施並通報。如對環境影響。 

 

 

善後恢復措施 

高雄市政府應依法查處污染或肇事者，並要求限期內提供後續清除或復原處

理措施方案，以確保水質污染、生態衝擊及土地破壞等情事得以控制或恢復原狀，

亦可請學術單位、民間組織協助提供諮詢建議。受委辦濕地管理單位應持續追蹤

監督其改善情形。相關恢復措施應考量濕地水體、生物概況、地貌條件及受影響

情形，並經專業評估後執行，建議如下： 

 

(一) 遭到污染或破壞之自然環境及生物棲地營造。 

(二) 重要物種及遭受危害之生態資源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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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流程 

事件發生初期階段 

受委辦濕地管理單位接獲緊急事件（如：鳥類、魚、蝦、蟹、底棲等生物死

亡、土壤或水體污染…等事件）之通報後，應立即進行查證作業，確認通報情資

之正確性。若非屬實則應依現行災害緊急通報體系主動澄清，若屬實則將查證結

果通知濕地主管機關，濕地主管機關依其事件之緊急應變層級分類啟動相應緊急

應變機制。 

 

緊急應變階段 

啟動緊急應變機制後，嚴密監控濕地內變化，並與各級防救災機關密切聯繫，

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及評估作業，同時邀集學者專家共同針對濕地生物之緊急

處理，研擬可行之具體對策。 

 

中、長期處理階段 

緊急應變處理作業實施同時，應視個案急迫性，決定實施詳細調查及評估的

方法與時機，其後依據細部評估結果，提出處理對策檢討及強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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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標準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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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與實施計畫 

本計畫擬定之實施計畫，係以濕地生態環境營造與維護管理、生態資源監測

及環境教育推廣等面向進行規劃構想，考量財務及配合通盤檢討，爰本計畫推動 

計畫期程以 5 年作為計畫規劃，未來配合通盤檢討進行調整。 

 

實施計畫 

援中港重要濕地營造與維護管理計畫 

1. 計畫目標 

    確保援中港濕地東、西兩區現兼有之淡水埤塘生態系及半鹹水河口

紅樹林生態系。透過生態資源監測、棲地營造、維護及巡守等措施，提

供重要生物-紅樹林、陸蟹、招潮蟹、水雉穩定棲地，並依濕地功能分區

進行管理運作，落實各區明智利用之目標。 

 

2. 工作內容 

(1) 水域及水岸棲地：以保育重要指標生物，如：水雉（東區）、蟹類

及紅樹林（西區），確保環境條件穩定並避免過度人為活動及污染

造成衝擊，建立適時、適量、適性的棲地營造、改善與管理之目標，

並依生態監測所歸納之保育建議來調整執行方案。工作項目包含：

水生植物種植、池體與土堤營造規劃、泥灘地植株修剪、強勢樹種

定期疏伐，繁殖期間環境維護與巡守等。 

(2) 陸域棲地：以維護多年生長演替所形成之海岸林相為主，視情況予

以適當之疏伐。並適度營造鳥類、昆蟲及各類陸域生物棲息所需之

環境，以提升園區之生物多樣性。工作項目包含：鳥柱與浮島設施

搭建維護、多孔隙棲地營造與食草補植、外來種移除、陸域植被修

剪、強勢樹種定期疏伐、澆灌管線設施建置與維護、植栽養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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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民眾參訪及環境教育等人為活動區域進行環境及設備維護，確

保人員安全及參訪品質。工作項目包含：管理服務站環境清潔、海

漂廢棄物移除、參訪動線植被修剪、步道及各項硬體設施建置維護

等。 

(4) 建立志工系統，推動濕地生態巡守，於濕地內及周邊適時監控生物、

水質與水位動態，以及巡查民眾擅闖盜獵行為、移除設置之漁獵籠

具、流浪動物監控管理等。 

 

援中港重要濕地生態監測計畫 

1. 計畫目標 

    透過長期生態調查與分析，確實掌握濕地生態與環境變化概況。並

歸納各項生態保育建議，以利後續生態棲地營造維護、環境教育推廣、

永續經營管理及通盤檢討計畫之評估，訂定管理目標及具體施行措施。 

 

2. 工作內容 

(1) 於計畫範圍內執行各類重要物種及水資源之監測工作。以每季進行

調查為其原則，調查方法可視現有需求進行微調，但力求數據彙整

之延續性及共通性。並視情況評估、調整各年度生態監測項目，以

「年度預算」、「生物現況資料更新」、「濕地內部有長期監測必要之

重要指標物種」為其標準。其原則為：水源水質為維持援中港重要

濕地生態系統之重要基礎，有定期執行監測必要。另為評估其水源

水量變動對生物保育復育之影響及生物利用關聯性，於濕地內設置

水位表，紀錄每月濕地內水位變化情形。水資源監測參照章節「壹

拾貳、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內容執行；鳥類與陸蟹為本計

畫之重要指標物種，故為每年、每季例行調查項目；若經費許可，

視各年度生態概況，增列招潮蟹與昆蟲，其次為兩棲爬蟲、魚類、

底棲動物及藻類等項目以更新物種概況，維持至少每 3-5 年進行 1

次調查。植物則因族群動態穩定，每 5 年配合檢討修正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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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行水雉、水生生物與水資源環境三者間互動關係之相關研究，以

釐清水雉保育之具體管理監控策略及棲地營造維護實施方法。 

(3) 結合國防部於軍港開發工程及營運期間執行之噪音監測資料，以釐

清人為利用行為對濕地鳥類之實質影響。 

(4) 監測外來種之活動時節、族群概況、棲地利用情形，釐清是否有建

立族群或擴大跡象，以控管外來種對原生物種之影響。 

(5) 建立有關調查方法、頻度、範圍等工作之統一規範與執行依據。 

(6) 調查成果應定期上傳國家重要濕地資料庫，累積長期生態基礎資料

作為分析與研究之基礎，持續納入導覽解說與環境教育教案之內容。 

(7) 濕地之重要物種資料及相關緊急事故發生及後續處理結果，建議列

冊存檔，適時反應並提供資料予相關單位參考，以利未來保育措施

的擬訂與修正。 

(8) 其他有助於濕地生態棲地營造維護、環境教育推廣、永續經營管理

之工作項目。 

 

援中港重要濕地環境教育推廣計畫 

1. 計畫目標 

    本計畫目標為善用濕地之生態資源與推動濕地復育行動經驗，加強

宣傳濕地保育觀念，並提供多元環境教育與休閒遊憩體驗，落實濕地生

態廊道及環境教育場域之定位。 

 

    串聯濕地及周邊機關團體、各級學校與在地社區聚落之自然文史資

源，建立家園守護圈以結合在地民眾常態投入濕地永續經營管理事務，

促進未來保育利用計畫方針及明智利用原則的推動，作為本計畫之目標。 

 

2. 工作內容 

(1) 導覽解說等環境教育活動制度依「環境教育法」辦理，並依「使用

者付費原則」執行各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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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合楠梓污水處理廠，推動本濕地取得「環境教育場域認證」，依

棲地營造維護及生態監測累積成果，推廣如：「濕地水體與水資源

處理、再利用及水雉保育」、「陸蟹、海洋廢棄物與森川里海保育觀」

等特色環境教育課程。 

(3) 發展具濕地特色之多元環境教育推廣方案，搭配如：參與式棲地服

務 (外來種移除、淨灘及棲地營造等)、公民科學參與式生態監測、 

(鳥類、蟹類、昆蟲及水生生物調查等)、工藝創作及動靜態遊程 (實

境解謎、定向越野)等，達到從做中學或寓教於樂之效用。 

(4) 結合各級學校的戶外教學、環保署核定之環境教育課程，打造濕地

學堂，推廣棲地營造及濕地生態保育相關知識經驗，形成民眾交流

參訪、學習及增能據點。 

(5) 與企業共推「企業社會責任（CSR）合作計劃」，作為企業與環境之

間的溝通平台，使企業回饋能直接變成推動環境教育的助力。 

(6) 結合周邊在地聚落之歷史文化 (左營舊城聚落、左營軍港與日治時

期發展沿革、半屏山礦業及軍事遺址、蚵寮聚落漁業文化、下鹽田

聚落曬鹽文化、梓官各聚落先民移墾沿革等)及觀光遊憩資源 (蚵

仔寮觀光漁市、高雄都會公園、漯底山、藍色公路及在地藝文活動)，

推廣生態人文遊程。 

(7) 結合社區聚落及在地團體辦理志工培訓或濕地經營管理研習課程，

結合地方行政單位、發展協會及志工隊等組織協助棲地營造與維護

管理。 

(8) 推動援中港重要濕地及周邊地區共同發展之平台，整合地方資源，

發展地方經濟，待相關營運機制成熟後進一步結合「濕地標章」等

認證，以達濕地自主永續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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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經費需求 

以援中港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預估未來 5 年各項實施計畫之經費需 

求，如表 14-1。 

 

表 14-1、援中港重要濕地保育利用實施計畫經費概估表 

計畫 

期程 
計畫名稱 

計畫實施年期與經費需求 (萬元) 主管機關/ 

管理機關 
1 2 3 4 5 

5 年 

援中港重要濕地營造與維護管理計畫 100 100 100 100 100 

高雄市政府 

援中港重要濕地生態監測計畫 80 80 80 80 80 

援中港重要濕地環境教育推廣計畫 70 70 70 70 70 

保育利用計畫通盤檢討 - - - - 50 

合計 250 250 250 250 30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 備註 1：本實施計畫經費預估表，以援中港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為其範圍，經費將視

年度預算審定額度辦理。 

◼ 備註 2：本表經費係依 98 至 108 年度「援中港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之經費需求分配

概估表研擬。各實施計畫之後續相關經費，將依實際經營管理需求編列。 

◼ 備註 3：各實施計畫之執行，可依其內容性質協同相關局處、機關單位共同辦理，如：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環保局、教育局、楠梓污水處理廠、國防部等。 

◼ 備註 4：援中港重要濕地營造與維護管理計畫，工作內容包含：重要指標物種棲地營造

維護、陸域棲地營造維護與養護設施管理、人為活動範圍環境維護、各式硬體設施建置

管理、志工培訓及棲地巡守等。 

◼ 備註 5：援中港重要濕地生態監測計畫，工作內容包含：水資源監測 (水質、水位)、鳥

類、陸蟹、招潮蟹、昆蟲、兩棲爬蟲、魚類、底棲生物、藻類及植物調查、生物相與環

境因子關聯性探討、人為利用行為影響監測與相關緊急事件處理、監測數據資料庫彙整

建置、研究分析及外來種控管等。 

◼ 備註 6：援中港重要濕地環境教育推廣計畫，工作內容包含：推動取得環境教育場域認

證、建置具濕地特色之環境教育軟硬體資源與運作機制、周邊學校、企業、政府機關、

社區聚落與在地團體之資源整合與發展、建立結合地方經濟之濕地自償性營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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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地籍清冊 

表 16-1、援中港重要濕地土地地籍清冊暨功能分區對照 

編號 縣市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涉及濕地 

範圍 
功能分區 

1 

高雄市 楠梓區 援中段 

648 

中華民國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 

部分 
生態復育區 

環境教育區 

2 648-7 部分 
生態復育區 

環境教育區 

3 649 部分 生態復育區 

4 651 部分 生態復育區 

5 656-2 部分 環境教育區 

6 657 部分 環境教育區 

7 658 部分 
環境教育區 

管理服務區 

8 659-8 全部 環境教育區 

9 659-14 部分 環境教育區 

10 660-5 全部 

生態復育區 

環境教育區 

管理服務區 

11 658-4 

高雄市政府 

水利局 

部分 管理服務區 

12 659-4 部分 環境教育區 

13 660 部分 
生態復育區 

管理服務區 

14 660-2 部分 生態復育區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彙整） 

◼ 備註：「援中段」地段代碼為 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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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中港重要濕地生物資源名錄 

表 16-2、援中港重要濕地 - 蟹類資源名錄 

學名 中名 
年度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5 107 

 Coenobitidae 陸寄居蟹科 

Coenobita brevimanus 短掌陸寄居蟹 ○ ○ ○ ○ ○ ○ ○ ○ 

Coenobita cavipes 凹足陸寄居蟹 ○ ○ ○ ○ ○ ○ ○ ○ 

Coenobita violascens 藍紫陸寄居蟹 ○ ○ ○ ○ ○ ○ ○ ○ 

 Dotillidae 毛帶蟹科 

Ilyoplax formosensis 臺灣泥蟹  ○ ○  ○ ○   

Gecarcinidae 地蟹科 

Cardisoma carnifex 凶狠圓軸蟹 ○ ○ ○ ○ ○ ○ ○ ○ 

Discoplax hirtipes 毛足圓盤蟹    ○ ○ ○   

Gecarcoidea lalandii 紫地蟹     ○ ○   

 Grapsidae 方蟹科 

Metopograpsus thukuhar 方形大額蟹  ○ ○  ○ ○   

 Macrophthalmidae 大眼蟹科 

Macrophthalmus convexus 隆背大眼蟹   ○      

Macrophthalmus erato 悅目大眼蟹 ○  ○  ○ ○   

 Ocypodidae 沙蟹科 

Austruca lactea 乳白南方招潮 ○ ○ ○ ○ ○ ○   

Austruca perplexa 糾結南方招潮蟹 ○ ○ ○ ○ ○ ○ ○  

Austruca triangularis 三角南方招潮蟹 ○ ○ ○ ○ ○ ○ ○  

Gelasimus borealis 北方丑招潮蟹 ○ ○ ○ ○ ○ ○   

Gelasimus jocelynae 賈瑟琳丑招潮 ○ ○ ○ ○ ○ ○ ○  

Ocypode ceratophthalmus 角眼沙蟹     ○    

Paraleptuca crassipes 粗腿擬瘦招潮 ○ ○ ○ ○ ○ ○ ○  

Paraleptuca splendida 麗彩擬瘦招潮    ○ ○ ○ ○  

Tubuca arcuata 弧邊管招潮蟹 ○ ○ ○ ○ ○ ○ ○  

Tubuca coarctata 窄管招潮蟹 ○ ○ ○ ○ ○ ○   

Tubuca dussumieri 屠氏管招潮蟹 ○ ○ ○ ○ ○ ○ ○  

 Oziidae 團扇蟹科 

Ozius rugulosus 皺紋團扇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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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中名 
年度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5 107 

 Portunidae 梭子蟹科 

Portunus pelagicus 遠海梭子蟹 ○   ○ ○    

Scylla olivacea 欖綠青蟳 ○   ○ ○ ○   

Scylla paramamosain 擬深穴青蟳 ○   ○ ○ ○   

Scylla serrata 鋸緣青蟳 ○    ○  ○ ○ 

Thalamita crenata 鈍齒短槳蟹 ○        

 Sesarmidae 相手蟹科 

Geosesarma hednon 紅指陸相手蟹    ○     

Metasesarma aubryi 奧氏後相手蟹     ○    

Metasesarma obesum 肥胖後相手蟹 ○        

Neosarmatium indicum 印度新脹蟹      ○   

Neosarmatium rotundifrons 圓額新脹蟹     ○ ○   

Parasesarma bidens 雙齒近相手蟹 ○ ○ ○  ○ ○ ○  

Scandarma lintou 林投蟹    ○ ○    

Sesarmops impressum 印痕仿相手蟹     ○ ○   

 Varunidae 弓蟹科 

Chasmagnathus convexus 隆背張口蟹     ○ ○ ○ ○ 

Helicana doerjesi 德氏仿厚蟹   ○   ○   

Helice formosensis 臺灣厚蟹 ○ ○ ○ ○ ○ ○ ○ ○ 

Metaplax elegans 秀麗長方蟹   ○      

Pseudohelice subquadrata 似方假厚蟹 ○ ○ ○   ○ ○  

Ptychognathus affinis 近親摺額蟹     ○    

Varuna litterata 字紋弓蟹 ○    ○ ○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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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3、援中港重要濕地 - 鳥類資源名錄 

學名 中名 
保育 

等級 

年度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Accipitridae 鷹科 

Elanus caeruleus 黑翅鳶 II     ○ ○   ○   

 Acrocephalidae 葦鶯科 

Acrocephalus orientalis 東方大葦鶯  ○ ○ ○ ○     ○ ○  

 Alcedinidae 翠鳥科 

Alcedo atthis 翠鳥  ○ ○ ○ ○ ○ ○ ○ ○ ○ ○ ○ 

Halcyon pileata 黑頭翡翠   ○          

 Anatidae 雁鴨科 

Anas clypeata 琵嘴鴨  
   ○  ○      

Anas crecca 小水鴨  
   ○  ○  ○ ○   

Anas penelope 赤頸鴨  
   ○  ○      

Anas platyrhynchos 綠頭鴨  
      ○    ○ 

Anas querquedula 白眉鴨  
   ○ ○       

Anas zonorhyncha 花嘴鴨  
 ○ ○ ○ ○ ○ ○ ○  ○ ○ 

Aythya fuligula 鳳頭潛鴨  
     ○      

 Apodidae 雨燕科 

Apus nipalensis 小雨燕  ○  ○ ○ ○  ○ ○ ○  ○ 

 Ardeidae 鷺科 

Ardea alba 大白鷺  ○ ○ ○ ○ ○ ○ ○ ○ ○ ○ ○ 

Ardea cinerea 蒼鷺  ○ ○ ○ ○ ○ ○ ○ ○ ○ ○ ○ 

Ardea purpurea 紫鷺      ○  ○  ○  ○ 

Ardeola bacchus 池鷺        ○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 ○ ○ ○ ○ ○ ○ ○ ○ ○ ○ 

Butorides striata 綠簑鷺     ○     ○   

Egretta garzetta 小白鷺  ○ ○ ○ ○ ○ ○ ○ ○ ○ ○ ○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     ○ 

Ixobrychus cinnamomeus 栗小鷺   ○ ○ ○ ○  ○ ○   ○ 

Ixobrychus sinensis 黃小鷺  ○ ○ ○ ○ ○ ○ ○ ○ ○ ○ ○ 

Mesophoyx intermedia 中白鷺  ○ ○ ○ ○ ○ ○ ○ ○ ○ ○ ○ 

Nycticorax nycticorax 夜鷺   ○ ○ ○ ○ ○ ○ ○ ○ ○ ○ 

 Charadriidae 鴴科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東方環頸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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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中名 
保育 

等級 

年度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Charadrius dubius 小環頸鴴  ○ ○ ○ ○ ○ ○ ○     

Pluvialis fulva 太平洋金斑鴴  ○ ○ ○ ○ ○ ○ ○     

Pluvialis squatarola 灰斑鴴      ○       

 Cisticolidae 扇尾鶯科 

Cisticola exilis 黃頭扇尾鶯        ○     

Cisticola juncidis 棕扇尾鶯   ○     ○     

Prinia flaviventris 灰頭鷦鶯   ○ ○ ○ ○ ○ ○ ○ ○ ○ ○ 

Prinia inornata 褐頭鷦鶯   ○ ○ ○ ○ ○ ○ ○ ○ ○ ○ 

 Columbidae 鳩鴿科 

Columba livia 野鴿  ○     ○   ○ ○ ○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珠頸斑鳩  ○ ○ ○ ○ ○ ○ ○ ○ ○ ○ ○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紅鳩  ○ ○ ○ ○ ○ ○ ○ ○ ○ ○ ○ 

 Corvidae 鴉科 

Cyanopica cyanus 灰喜鵲 ex       ○      

Dendrocitta formosae 樹鵲   ○  ○ ○ ○ ○ ○ ○ ○ ○ 

Pica pica 喜鵲 ex   ○ ○ ○ ○ ○ ○ ○ ○ ○ ○ 

 Cuculidae 杜鵑科 

Centropus bengalensis 番鵑       ○ ○     

Eudynamys scolopaceus 噪鵑           ○ ○ 

 Dicruridae 卷尾科 

Dicrurus macrocercus 大卷尾  ○ ○ ○ ○ ○ ○ ○ ○ ○ ○ ○ 

 Emberizidae 鵐科 

Emberiza elegans 黃喉鵐         ○    

Emberiza sulphurata 野鵐 II    ○        

 Estrildinae 梅花雀科 

Euodice malabarica 白喉文鳥         ○    

Lonchura punctulata 斑文鳥  ○ ○ ○ ○ ○ ○ ○ ○ ○ ○ ○ 

 Falconidae 隼科 

Falco tinnunculus 紅隼 II          ○  

 Glareolidae 燕鴴科 

Glareola maldivarum 燕鴴 III  ○  ○        

 Hirundinidae 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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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中名 
保育 

等級 

年度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Cecropis daurica 金腰燕     ○        

Cecropis striolata 赤腰燕  ○ ○ ○ ○ ○ ○ ○ ○ ○ ○ ○ 

Hirundo rustica 家燕   ○ ○ ○ ○ ○ ○ ○ ○ ○ ○ 

Hirundo tahitica 洋燕  ○ ○ ○ ○ ○ ○ ○ ○ ○ ○ ○ 

Riparia chinensis 棕沙燕   ○ ○ ○ ○       

Riparia riparia 灰沙燕   ○  ○        

 Jacanidae 水雉科 

Hydrophasianus chirurgus 水雉 II    ○ ○ ○ ○ ○ ○ ○ ○ 

 Laniidae 伯勞科 

Lanius cristatus 紅尾伯勞 III ○ ○ ○ ○ ○ ○ ○ ○ ○ ○ ○ 

Lanius schach 棕背伯勞  ○ ○ ○ ○ ○ ○ ○  ○  ○ 

 Laridae 鷗科 

Chlidonias hybrida 黑腹燕鷗  
 ○          

Chroicocephalus 

ridibundus 
紅嘴鷗  

 ○          

Larus crassirostris 黑尾鷗  
     ○      

Sternula albifrons 小燕鷗 II  ○          

 Capitonidae 鬚鴷科 

Psilopogon nuchalis 五色鳥     ○    ○   ○ 

 Monarchidae 王鶲科 

Hypothymis azurea 黑枕藍鶲     ○  ○ ○ ○ ○ ○ ○ 

 Motacillidae 鶺鴒科 

Anthus hodgsoni 樹鷚            ○ 

Anthus richardi 大花鷚    ○     ○    

Motacilla alba 白鶺鴒      ○  ○    ○ 

Motacilla citreola 黃頭鶺鴒      ○ ○      

Motacilla flava 西方黃鶺鴒  ○ ○ ○ ○        

 Muscicapidae 鶲科 

Calliope calliope 野鴝     ○        

Copsychus malabaricus 白腰鵲鴝            ○ 

Copsychus saularis 鵲鴝        ○ ○ ○  ○ 

Phoenicurus auroreus 黃尾鴝   ○  ○   ○ ○ ○   

 Oriolidae 黃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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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中名 
保育 

等級 

年度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Oriolus chinensis 黃鸝 I          ○  

 Pandionidae 鶚科 

Pandion haliaetus 魚鷹 II          ○  

 Passeridae 麻雀科 

Passer montanus 麻雀  ○ ○ ○ ○ ○ ○ ○ ○ ○ ○ ○ 

 Phalacrocoracidae 鸕鷀科 

Phalacrocorax carbo 鸕鷀  ○   ○ ○ ○   ○  ○ 

 Phasianidae 雉科 

Bambusicola sonorivox 臺灣竹雞     ○ ○       

Phasianus colchicus 環頸雉 II      ○ ○     

 Phylloscopidae 柳鶯科 

Phylloscopus borealis 極北柳鶯   ○  ○   ○ ○ ○   

Phylloscopus fuscatus 褐色柳鶯     ○        

 Picidae 啄木鳥科 

Dendrocopos canicapillus 小啄木   ○   ○    ○   

 Podicipedidae 鸊鷈科 

Tachybaptus ruficollis 小鸊鷉  ○ ○ ○ ○ ○ ○    ○ ○ 

 Psittacidae 鸚鵡科 

Psittacus erithacus 非洲灰鸚鵡 ex    ○         

 Pycnonotidae 鵯科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紅嘴黑鵯      ○  ○   ○ ○ 

Pycnonotus sinensis 白頭翁  ○ ○ ○ ○ ○ ○ ○ ○ ○ ○ ○ 

 Rallidae 秧雞科 

Amaurornis phoenicurus 白腹秧雞   ○ ○ ○  ○ ○ ○ ○ ○ ○ 

Fulica atra 白冠雞    ○ ○ ○ ○    ○ ○ 

Gallinula chloropus 紅冠水雞  ○ ○ ○ ○ ○ ○ ○ ○ ○ ○ ○ 

Zapornia fusca 緋秧雞           ○  

Zapornia pusilla 小秧雞      ○       

 Recurvirostridae 長腳鷸科 

Himantopus himantopus 高蹺鴴   ○ ○ ○ ○ ○ ○ ○ ○ ○ ○ 

 Rostratulidae 彩鷸科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彩鷸 II       ○ ○ ○   

 Scolopacidae 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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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中名 
保育 

等級 

年度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Actitis hypoleucos 磯鷸  ○ ○ ○ ○ ○ ○ ○ ○ ○ ○ ○ 

Arenaria interpres 翻石鷸  
    ○       

Calidris subminuta 長趾濱鷸  
  ○         

Gallinago gallinago 田鷸  
 ○ ○ ○ ○      ○ 

Numenius minutus 小杓鷸  
      ○     

Numenius phaeopus 中杓鷸  
 ○   ○       

Tringa brevipes 黃足鷸  
    ○       

Tringa glareola 鷹斑鷸  
 ○ ○ ○        

Tringa nebularia 青足鷸  ○ ○ ○ ○ ○ ○ ○ ○ ○   

Tringa stagnatilis 小青足鷸  
 ○ ○ ○ ○ ○      

Tringa totanus 赤足鷸  
   ○ ○ ○      

 Sturnidae 八哥科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 II  ○          

Acridotheres javanicus 白尾八哥 ex  
 ○ ○ ○ ○ ○ ○  ○ ○ ○ 

Acridotheres tristis 家八哥 ex  
 ○ ○ ○ ○ ○ ○  ○ ○ ○ 

Agropsar philippensis 小椋鳥  ○           

Aplonis panayensis 輝椋鳥 ex  
 ○  ○   ○     

Gracupica nigricollis 黑領椋鳥 ex  
 ○  ○        

Spodiopsar sericeus 絲光椋鳥   ○          

Sturnia malabarica 灰頭椋鳥 ex  
 ○  ○        

Sturnia sinensis 灰背椋鳥  
 ○ ○ ○      ○  

 Threskiornithidae 䴉科 

Platalea minor 黑面琵鷺 I      ○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埃及聖䴉ex     ○ ○ ○   ○ ○ ○ 

 Timaliidae 畫眉科 

Pomatorhinus musicus 小彎嘴  
     ○   ○   

 Turdidae 鶇科 

Turdus chrysolaus 赤腹鶇  
     ○      

Turdus pallidus 白腹鶇     ○        

 Zosteropidae 繡眼科 

Zosterops japonicus 綠繡眼  ○ ○ ○ ○ ○ ○ ○ ○ ○ ○ ○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彙整） 

◼ 備註：中名欄位之「ex」代表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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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4、援中港重要濕地 - 魚類資源名錄 

學名 中名 
年度 

98 99 100 101 102 103 

 Ambassidae 雙邊魚科 

Ambassidae sp. 雙邊魚科類    ○   

 Anguillidae 鰻鱺科 

Anguilla japonica 日本鰻鱺  ○ ○    

 Carangidae 鰺科 

Caranx sexfasciatus 六帶鰺   ○ ○   

Trachinotus blochii 布氏鯧鰺     ○  

 Chanidae 虱目魚科 

Chanos chanos 虱目魚 ○ ○ ○  ○  

 Channidae 鱧科 

Channa striata 線鱧 ex    ○ ○ ○ 

 Cichlidae 麗魚科 

Oreochromis sp. 吳郭魚類 ex ○ ○ ○ ○ ○ ○ 

 Clariidae 鬍鯰科 

Clarias batrachus 蟾鬍鯰 ex   ○   ○ 

 Clupeidae 鯡科 

Nematalosa come 環球海鰶     ○  

 Cyprinidae 鯉科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鯽    ○   

Carassius cuvieri 高身鯽 ex   ○ ○   

 Eleotridae 塘鱧科 

Bostrychus sinensis 中華烏塘鱧   ○    

Eleotris acanthopoma 刺蓋塘鱧 ○      

 Elopidae 海鰱科 

Elops machnata 海鰱 ○  ○  ○ ○ 

 Gerreidae 鑽嘴魚科 

Gerres filamentosus 曳絲鑽嘴魚   ○ ○ ○  

 Gobiidae 鰕虎科 

Boleophthalmus pectinirostris 大彈塗魚      ○ 

Ctenogobiops aurocingulus 黃斑櫛眼鰕虎  ○     

Glossogobius aureus 金黃叉舌鰕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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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中名 
年度 

98 99 100 101 102 103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彈塗魚  ○    ○ 

Taenioides cirratus 鬚鰻鰕虎   ○    

 Haemulidae 石鱸科 

Pomadasys argenteus 銀雞魚     ○  

 Loricariidae 甲鯰科 

Pterygoplichthys sp. 琵琶鼠類 ex ○ ○ ○ ○   

 Lutjanidae 笛鯛科 

Lutjanus argentimaculatus 銀紋笛鯛  ○ ○    

 Megalopidae 大海鰱科 

Megalops cyprinoides 大海鰱  ○ ○ ○   

 Moronidae 狼鱸科 

Lateolabrax japonicus 日本花鱸  ○     

 Mugilidae 鯔科 

Chelon macrolepis 大鱗龜鮻     ○ ○ 

Mugilidae sp. 鯔科魚類 ○ ○ ○ ○ ○ ○ 

 Osphronemidae 絲足鱸科 

Trichopodus trichopterus 絲鰭毛足鬥魚 ex  ○  ○  ○ 

 Platycephalidae 牛尾魚科 

Platycephalus indicus 印度牛尾魚   ○    

 Scatophagidae 金錢魚科 

Scatophagus argus 金錢魚 ○  ○  ○ ○ 

 Sillaginidae 沙鮻科 

Sillago sp. 沙鮻   ○    

 Terapontidae 鯻科 

Terapon jarbua 花身鯻  ○   ○ ○ 

 Tetraodontidae 四齒魨科 

Chelonodon patoca 凹鼻魨   ○ ○ ○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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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5、援中港重要濕地 - 哺乳類資源名錄 

學名 中名 特有性 
年度 自主紀錄 

(計畫外) 99 100 

 Muridae 鼠科 

Niviventer coxingi 刺鼠 特有 ○ ○  

Rattus losea 小黃腹鼠 特有   ○ 

Rattus norvegicus 溝鼠  ○ ○  

 Sciuridae 松鼠科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赤腹松鼠    ○ 

 Soricidae 尖鼠科 

Suncus murinus 臭鼩  ○ ○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彙整） 

 

表 16-6、援中港重要濕地 - 蝴蝶資源名錄 

學名 中名 
年度 

99 100 104 

 Hesperiidae 弄蝶科 

Ampittia dioscorides etura 小黃斑弄蝶   ○ 

Borbo cinnara 臺灣單帶弄蝶 ○ ○ ○ 

Erionota torus 香蕉弄蝶  ○  

Potanhus confucius angustatus 臺灣黃斑弄蝶 ○ ○ ○ 

Suastus gremius 黑星弄蝶  ○ ○ 

Telicota colon bayashikeii 熱帶橙斑弄蝶 ○ ○  

 Lycaenidae 灰蝶科 

Catochrysops panormus exiguus 淡青長尾波紋小灰蝶  ○  

Chilades laius koshuensis 恆春琉璃小灰蝶   ○ 

Euchrysops cnejus 白尾小灰蝶 ○ ○  

Freyeria putli formosanus 臺灣姬小灰蝶 ○ ○ ○ 

Jamides alecto dromicus 白波紋小灰蝶 ○ ○  

Jamides bochus formosanus 琉璃波紋小灰蝶 ○ ○  

Lampides boeticus 波紋小灰蝶 ○ ○ ○ 

Megisba malaya sikkima 臺灣黑星小灰蝶  ○ ○ 

Nacaduba kurava therasia 埔里波紋小灰蝶 ○   

Prosotas dubiosa asbolodes 密紋波灰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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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中名 
年度 

99 100 104 

Prosotas nora formosana 姬波紋小灰蝶  ○ ○ 

Syntarucus plinius 角紋小灰蝶 ○  ○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沖繩小灰蝶  ○  

Zizina otis riukuensis 微小灰蝶 ○  ○ 

Zizula hylax 迷你小灰蝶 ○ ○ ○ 

 Nymphaliae 蛺蝶科 

Cupha erymanthis 臺灣黃斑蛺蝶  ○ ○ 

Danaus chrysippus 樺斑蝶 ○ ○ ○ 

Euploea eunice hobsoni 圓翅紫斑蝶 ○ ○  

Euploea mulciber 端紫斑蝶   ○ 

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 斯氏紫斑蝶 ○ ○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小紫斑蝶 ○ ○ ○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琉球紫蛺蝶 ○ ○ ○ 

Hypolimnas misippus 雌紅紫蛺蝶 ○ ○  

Ideopsis similis 琉球青斑蝶  ○  

Junonia almana 孔雀蛺蝶 ○ ○  

Junonia lemonias aenaria 眼紋擬蛺蝶 ○   

Phalanta phalantha 紅擬豹斑蝶 ○ ○ ○ 

Tirumala limniace 淡(小)紋青斑蝶 ○ ○ ○ 

Yoma sabina podium 黃帶枯葉蝶  ○  

 Papilionidae 鳳蝶科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青帶鳳蝶  ○  

Papilio demoleus libanius 無尾鳳蝶 ○  ○ 

 Pieridae 粉蝶科 

Appias olferna peducaea 鑲邊尖粉蝶  ○ ○ 

Catopsilia pomona 淡黃粉蝶 ○ ○ ○ 

Catopsilia pyranthe 水青粉蝶 ○ ○  

Eurema blanda arsakia 臺灣黃蝶 ○  ○ 

Eurema hecabe 荷氏黃蝶 ○ ○ ○ 

Leptosia nina niobe 黑點粉蝶 ○ ○ ○ 

Pieris canidia 臺灣紋白蝶 ○ ○  

Pieris rapae crucivora 紋白蝶 ○ ○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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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7、援中港重要濕地 - 蜻蜓資源名錄 

學名 中名 特有性 
年度 

99 100 104 105 106 

 Aeshnidae 晏蜓科 

Anax panybeus 麻斑晏蜓   ○ ○  ○ 

 Coenagrionidae 細蟌科 

Agriocnemis femina oryzae 白粉細蟌    ○  ○ 

Agriocnemis pygmaea 橙尾細蟌  ○    ○ 

Ceriagrion latericium 紅腹細蟌  ○ ○   ○ 

Ischnura senegalensis 青紋細蟌  ○ ○ ○  ○ 

 Libellulidae 蜻蜓科 

Acisoma panorpoides 粗腰蜻蜓  ○ ○ ○  ○ 

Brachydiplax chalybea flavovittata 橙斑蜻蜓      ○ 

Brachythemis contaminata 褐斑蜻蜓  ○ ○ ○  ○ 

Crocothemis servilia 猩紅蜻蜓  ○ ○ ○  ○ 

Diplacodes trivialis 侏儒蜻蜓  ○ ○ ○  ○ 

Macrodiplax cora 高翔蜻蜓    ○  ○ 

Orthetrum pruinosum neglectum 霜白蜻蜓  ○     

Orthetrum sabina 杜松蜻蜓  ○ ○   ○ 

Pantala flavescens 薄翅蜻蜓  ○ ○ ○  ○ 

Potamarcha congener 溪神蜻蜓     ○  

Rhyothemis variegata arria 彩裳蜻蜓  ○ ○ ○  ○ 

Tholymis tillarga 夜遊蜻蜓  ○ ○   ○ 

Tramea transmarina euryale 海霸蜻蜓   ○    

Trithemis aurora 紫紅蜻蜓      ○ 

Urothemis signata yiei 褐基蜻蜓 特亞 ○ ○ ○  ○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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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8、援中港重要濕地 - 植物資源名錄 (民國 108 年度) 

類別 / 科名 學名 中文名稱 來源 類型 

Acanthaceae 爵床科 Asystasia gangetica (L.) T.Anderson subsp. gangetica 赤道櫻草 歸化 草本 
 

Asystasia gangetica subsp. micrantha (Nees) 

Ensermu 

小花寬葉馬偕花 歸化 草本 

 

Avicennia marina (Forssk.) Vierh. 海茄冬 原生 喬木 
 

Clinacanthus nutans (Burm. fil.) Lindau 沙巴蛇草 栽培 草本 
 

Hygrophila pogonocalyx Hayata 大安水蓑衣 原生(特有) 草本 
 

Hygrophila salicifolia (Vahl) Nees 柳葉水蓑衣 原生 草本 
 

Lepidagathis formosensis C.B. Clarke ex Hayata 臺灣鱗球花 原生 草本 
 

Pseuderanthemum atropurpureum 'Tricolor' 錦葉擬美花 栽培 灌木 
 

Pseuderanthemum reticulatum var. ovarifolium 圓金葉擬美花 栽培 灌木 
 

Ruellia brittoniana Leonard 紫花蘆利草 歸化 草本 
 

Ruellia tuberosa L. 塊根蘆利草 歸化 草本 
 

Ruellia tweediana 'Purple Showers' 粉紅翠蘆莉 栽培 草本 
 

Strobilanthes sinuata J.R.I.Wood 易生木 栽培 灌木 
 

Thunbergia erecta (Benth.) T. Anderson 立鶴花 栽培 灌木 
 

Thunbergia grandiflora Roxb. 大鄧伯花 歸化 藤本 

Adoxaceae 五福花科 Sambucus chinensis Lindl. 冇骨消 原生 灌木 
 

Viburnum odoratissimum Ker Gawl. 珊瑚樹 原生 灌木 

Aizoaceae 番杏科 Sesuvium portulacastrum (L.) L. 海馬齒 原生 草本 
 

Trianthema portulacastrum L. 假海馬齒 原生 草本 

Alismataceae 澤瀉科 Hydrocleys nymphoides (Willd.) Buchenau 水金英 歸化 草本 

Amaranthaceae 莧科 Achyranthes aspera var. indica L. 印度牛膝 原生 草本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G. Nicholson 毛蓮子草 歸化 草本 
 

Alternanthera paronychioides A. St.-Hil. 匙葉蓮子草 歸化 草本 
 

Amaranthus viridis L. 野莧菜 歸化 草本 
 

Gomphrena celosioides Mart. 假千日紅 歸化 草本 
 

Suaeda maritima (L.) Dumort. 裸花鹼蓬 原生 草本 

Amaryllidaceae 石蒜科 Crinum asiaticum L. 文珠蘭 原生 草本 
 

Hippeastrum equestre (Ait.) Herb. 孤挺花 栽培 草本 
 

Zephyranthes candida (Lindl.) Herb. 白蔥蘭 栽培 草本 
 

Zephyranthes carinata Herb. 韭蘭 栽培 草本 
 

Zephyranthes citrina Baker 黃蔥蘭 栽培 草本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Pistacia chinensis Bunge 黃連木 原生 喬木 
 

Rhus javanica var. roxburghii (DC.) Rehd. & E.H. 羅氏鹽膚木 原生 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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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 科名 學名 中文名稱 來源 類型 

Wilson 
 

Schinus terebinthifolia Raddi 巴西胡椒木 歸化 灌木 
 

Semecarpus gigantifolius Vidal 臺東漆樹 原生 喬木 

Annonaceae 番荔枝科 Annona montana Macfad. 巴西番荔枝 未知(栽培) 喬木 
 

Annona squamosa L. 釋迦 栽培 喬木 
 

Artabotrys hexapetalus (L. f.) Bhandari 鷹爪花 栽培 灌木 

Apiaceae 繖形科 Oenanthe javanica (Blume) DC. 水芹菜 原生 草本 

Apocynaceae 夾竹桃科 Allamanda cathartica L. 軟枝黃蟬 栽培 灌木 
 

Alstonia scholaris (L.) R. Br. 黑板樹 歸化 喬木 
 

Asclepias curassavica L. 馬利筋 歸化 草本 
 

Asclepias physocarpa (E. Mey.) Schlechter 唐棉 栽培 灌木 
 

Catharanthus roseus (L.) G. Don 長春花 歸化 草本 
 

Cerbera manghas L. 海檬果 原生 喬木 
 

Dregea volubilis (L. f.) Benth. ex Hook. f. 華他卡藤 原生 藤本 
 

Hoya carnosa (L. f.) R. Br. 毬蘭 原生 藤本 
 

Parsonsia laevigata (Moon) Alston 爬森藤 原生 藤本 
 

Plumeria pudica Jacq. 劍葉緬梔 栽培 喬木 
 

Plumeria rubra 'Acutifolia' 黃花雞蛋花 栽培 喬木 
 

Plumeria rubra L. 紅花雞蛋花 栽培 喬木 
 

Tabernaemontana divaricata (L.) R. Br. ex Roem. & 

Schult. 

馬蹄花 栽培 灌木 

 

Tabernaemontana subglobosa Merr. 蘭嶼馬蹄花 原生 灌木 
 

Thevetia peruviana (Pers.) Merr. 黃花夾竹桃 栽培 喬木 
 

Tylophora ovata (Lindl.) Hook. ex Steud. 鷗蔓 原生 藤本 

Araceae 天南星科 Alocasia odora (Roxb.) K. Koch 姑婆芋 原生 草本 
 

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tt 紫芋 栽培 草本 
 

Dieffenbachia sp. (黛粉葉屬) 栽培 草本 
 

Lemna aequinoctialis Welw. 青萍 原生 草本 
 

Pistia stratiotes L. 大萍 歸化 草本 
 

Syngonium podophyllum Schott 合果芋 歸化 草本 
 

Syngonium sp. (合果芋屬) 栽培 草本 

Araliaceae 五加科 Hydrocotyle leucocephala Cham. & Schltdl. 白頭天胡荽 歸化 草本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Thunb. 銅錢草 歸化 草本 
 

Schefflera odorata (Blanco) Merr. & Rolfe 鵝掌藤 原生 灌木 

Arecaceae 棕櫚科 Arenga tremula (Blanco) Becc. 山棕 原生 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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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 科名 學名 中文名稱 來源 類型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H. Wendl. 黃椰子 栽培 喬木 
 

Cocos nucifera L. 可可椰子 栽培 喬木 
 

Livistona chinensis var. subglobosa (Hassk.) Becc. 蒲葵 原生 喬木 
 

Mascarena lagenicaulis (Mart.) Bailey 酒瓶椰子 栽培 喬木 
 

Phoenix hanceana Naudin 臺灣海棗 原生 喬木 
 

Wodyetia bifurcata A.K.Irvine 狐尾椰子 栽培 喬木 

Aristolochiaceae 馬兜鈴科 Aristolochia acuminata Lam. 耳葉馬兜鈴 原生 藤本 
 

Aristolochia zollingeriana Miq. 港口馬兜鈴 原生 藤本 

Asparagaceae 天門冬科 Agave attenuata 'Nerva' 皇冠龍舌蘭 栽培 草本 
 

Asparagus densiflorus var. sprengeri Kunth 武竹 歸化 草本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蘆筍 栽培 草本 
 

Cordyline fruticosa (L.) A. Chev. 朱蕉 栽培 灌木 
 

Drimiopsis kirkii Bak. 油點百合 栽培 草本 
 

Sansevieria trifasciata 'Laurentii' 黃邊虎尾蘭 栽培 草本 

Asphodelaceae 阿福花科 Aloe vera L. var. chinesis (Haw.) Berger 蘆薈 栽培 草本 

Aspleniaceae 鐵角蕨科 Asplenium antiquum Makino 山蘇花 原生 草本 

Asteraceae 菊科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藿香薊 歸化 草本 
 

Artemisia indica Willd. 艾 原生 草本 
 

Aster subulatus Michx. 掃帚菊 歸化 草本 
 

Bidens alba var. radiata (Sch. Bip.) R.E. Ballard ex 

Melchert 

大花咸豐草 歸化 草本 

 

Centratherum punctatum Cass. subsp. fruticosum 

(Vidal) Kirkman 

菲律賓鈕釦花 歸化 草本 

 

Chromolaena odorata (L.) R.M. King & H. Rob. 香澤蘭 歸化 草本 
 

Conyza bonariensis (L.) Cronquist 美洲假蓬 歸化 草本 
 

Crossostephium chinense (L.) Makino 蘄艾 原生 草本 
 

Eclipta prostrata (L.) L. 鱧腸 原生 草本 
 

Elephantopus mollis Kunth 地膽草 歸化 草本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蘭 歸化 藤本 
 

Pluchea carolinensis (Jacq.) G. Don 美洲闊苞菊 歸化 灌木 
 

Pluchea indica (L.) Less. 鯽魚膽 原生 灌木 
 

Pseudoconyza viscosa (Mill.) D'Arcy 毛假蓬舅 歸化 草本 
 

Tagetes lemmonii A. Gray 芳香萬壽菊 栽培 草本 
 

Vernonia amygdalina Delile 扁桃斑鳩菊 栽培 灌木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var. cinerea 一枝香 原生 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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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 科名 學名 中文名稱 來源 類型 
 

Wedelia biflora (L.) DC. var. biflora 雙花蟛蜞菊 原生 草本 
 

Wedelia trilobata (L.) Hitchc. 南美蟛蜞菊 歸化 草本 

Basellaceae 落葵科 Basella alba L. 落葵 歸化 草本 

Bignoniaceae 紫葳科 Crescentia cujete L. 蒲瓜樹 栽培 喬木 
 

Handroanthus chrysanthus (Jacq.) S.O.Grose 黃花風鈴木 栽培 喬木 
 

Handroanthus chrysotrichus (Mart. ex DC.) Mattos 毛風鈴木 栽培 喬木 
 

Kigelia africana (Lam.) Benth 臘腸樹 栽培 喬木 
 

Parmentiera sp. (蠟燭木) 栽培 喬木 
 

Pseudocalymma alliaceum (Lam.) Sandwith 蒜香藤 栽培 藤本 
 

Spathodea campanulata P. Beauv. 火焰木 歸化 喬木 
 

Tecoma stans (L.) Juss. ex Kunth 黃鐘花 栽培 灌木 

Brassicaceae 十字花科 Cardamine flexuosa With. 蔊菜 原生 草本 

Cactaceae 仙人掌科 Cereus peruvianus (L.) Mill. 六角柱 歸化 灌木 
 

Hylocereus undatus (Haw.) Britton & Rose 三角柱 歸化 草本 
 

Opuntia dillenii (Ker Gawl.) Haw. 仙人掌 歸化 灌木 

Calophyllaceae 胡桐科 Calophyllum inophyllum L. 瓊崖海棠 原生 喬木 

Cannabaceae 大麻科 Celtis sinensis Pers. 朴樹 原生 喬木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原生 草本 

Cannaceae 美人蕉科 Canna indica var. orientalis Roscoe ex Baker 美人蕉 歸化 草本 

Capparaceae 山柑科 Crateva adansonii subsp. formosensis Jacobs 魚木 原生 喬木 
 

 
 

特有 喬木 

Caprifoliaceae 忍冬科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忍冬 原生 藤本 

Casuarinaceae 木麻黃科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 木麻黃 歸化 喬木 

Celastraceae 衛矛科 Euonymus cochinchinensis Pierre 交趾衛矛 原生 灌木 

Ceratophyllaceae 金魚藻科 Ceratophyllum demersum L. 金魚藻 原生 草本 

Cleomaceae 白花菜科 Cleome rutidosperma DC. 平伏莖白花菜 歸化 草本 

Clusiaceae 藤黃科 Garcinia subelliptica Merr. 菲島福木 原生 喬木 

Combretaceae 使君子科 Conocarpus erectus f. sericeus (DC.) Stace 銀葉鈕扣樹 栽培 喬木 
 

Lumnitzera racemosa Willd. 欖李 原生 喬木 
 

Quisqualis indica L. 使君子 栽培 藤本 
 

Terminalia catappa L. 欖仁 原生 喬木 
 

Terminalia mantaly H. Perrier 小葉欖仁 栽培 喬木 

Commelinaceae 鴨跖草科 Callisia repens (Jacq.) L. 鋪地錦竹草 歸化 草本 
 

Commelina auriculata Blume 耳葉鴨跖草 原生 草本 
 

Commelina communis L. 鴨跖草 原生 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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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 科名 學名 中文名稱 來源 類型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Cuscuta chinensis Lam. 中國菟絲子 原生 草本 
 

Distimake tuberosus (L.) A.R.Simões & Staples 木玫瑰 栽培 藤本 
 

Evolvulus nummularius (L.) L. 短梗土丁桂 歸化 草本 
 

Ipomoea aquatica Forssk. 甕菜 歸化 草本 
 

Ipomoea batatas (L.) Lam. 甘薯 歸化 草本 
 

Ipomoea biflora (L.) Pers. 白花牽牛 原生 藤本 
 

Ipomoea carnea subsp. fistulosa (Mart. ex Choisy) 

D.F. Austin 

樹牽牛 歸化 灌木 

 

Ipomoea obscura (L.) Ker Gawl. 野牽牛 原生 藤本 
 

Ipomoea pes-caprae subsp. brasiliensis (L.) A. St.-

Hil. 

馬鞍藤 原生 草本 

 

Ipomoea triloba L. 紅花野牽牛 歸化 藤本 
 

Merremia gemella (Burm. f.) Hallier f. 菜欒藤 歸化 藤本 
 

Merremia hederacea (Burm. f.) Hallier f. 卵葉菜欒藤 原生 藤本 
 

Operculina turpethum (L.) Silva Manso 盒果藤 原生 藤本 
 

Xenostegia tridentata (L.) D.F. Austin & Staples 戟葉菜欒藤 原生 藤本 

Cordiaceae 破布子科 Cordia dichotoma G. Forst. 破布子 歸化 喬木 

Crassulaceae 景天科 Kalanchoe laetivirens Descoings 子寶草 栽培 草本 
 

Kalanchoe tashiroi Yamam. 蘭嶼燈籠草 原生 草本 

Cucurbitaceae 葫蘆科 Melothria pendula L. 垂果瓜 歸化 藤本 
 

Momordica charantia var. abbreviata Ser. 短角苦瓜 歸化 藤本 

Cupressaceae 柏科 Taxodium distichum (L.) Rich. 落羽松 栽培 喬木 
 

Thuja orientalis L. 側柏 栽培 喬木 

Cyperaceae 莎草科 Cyperus alternifolius subsp. flabelliformis Kük. 輪傘莎草 歸化 草本 
 

Cyperus compressus L. 沙田草 原生 草本 
 

Cyperus iria L. 碎米莎草 原生 草本 
 

Cyperus odoratus L. 斷節莎 原生 草本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原生 草本 
 

Fimbristylis ferruginea (L.) Vahl var. ferruginea 彭佳嶼飄拂草 原生 草本 
 

Fimbristylis subbispicata Nees & Meyen 水蔥 未知 草本 
 

Pycreus polystachyos (Rottb.) P. Beauv. 多枝扁莎 原生 草本 

Dioscoreaceae 薯蕷科 Dioscorea batatas Decne. 家山藥 原生 藤本 
 

Dioscorea bulbifera L. 黃獨 原生 藤本 

Ebenaceae 柿樹科 Diospyros blancoi A. DC. 毛柿 原生 喬木 
 

Diospyros eriantha Champ. ex Benth. 軟毛柿 原生 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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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ospyros ferrea (Willd.) Bakh. 象牙樹 原生 喬木 

Ehretiaceae 厚殼樹科 Ehretia microphylla Lam. 滿福木 栽培 灌木 
 

Ehretia resinosa Hance 恆春厚殼樹 原生 灌木 

Elaeagnaceae 胡頹子科 Elaeagnus oldhamii Maxim. 椬梧 原生 灌木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Codiaeum variegatum 'Lillian Staffinger' 金手指變葉木 栽培 灌木 
 

Euphorbia hirta L. 大飛揚草 歸化 草本 
 

Euphorbia hypericifolia L. 假紫斑大戟 歸化 草本 
 

Euphorbia hyssopifolia L. 紫斑大戟 歸化 草本 
 

Euphorbia neriifolia L. 金剛纂 栽培 灌木 
 

Euphorbia serpens Kunth 匍根大戟 歸化 草本 
 

Excoecaria agallocha L. 土沉香 原生 喬木 
 

Excoecaria kawakamii Hayata 蘭嶼土沉香 特有 喬木 
 

Gelonium aequoreum Hance 白樹仔 原生(特有) 灌木 
 

Hura crepitans L. 沙盒樹 栽培 喬木 
 

Jatropha multifida L. 細裂珊瑚油桐 栽培 灌木 
 

Macaranga tanarius (L.) Müll. Arg. 血桐 原生 喬木 
 

Melanolepis multiglandulosa (Reinw. ex Blume) 

Rchb. f. & Zoll. 

蟲屎 原生 喬木 

 

Pedilanthus tithymaloides (L.) Poit. 紅雀珊瑚 栽培 灌木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歸化 草本 
 

Triadica sebifera (L.) Small 烏臼 栽培 喬木 
 

Vernicia montana Lour. 千年桐 歸化 喬木 

Fabaceae 豆科 Abrus precatorius L. 雞母珠 原生 藤本 
 

Acacia auriculiformis A.Cunn. ex Benth. 耳莢相思樹 栽培 喬木 
 

Acacia confusa Merr. 相思樹 原生 喬木 
 

Acacia farnesiana (L.) Willd. 金合歡 歸化 喬木 
 

Adenanthera microsperma Teijsm. & Binn. 小實孔雀豆 栽培 喬木 
 

Adenanthera pavonina L. 大實孔雀豆 栽培 喬木 
 

Albizia lebbeck (L.) Benth. 大葉合歡 歸化 喬木 
 

Arachis duranensis Krapov. & W.C. Greg. 蔓花生 歸化 草本 
 

Bauhinia purpurea L. 洋紫荊 歸化 喬木 
 

Caesalpinia pulcherrima (L.) Sw. 紅蝴蝶 栽培 灌木 
 

Calliandra haematocephala Hassk. 美洲合歡 栽培 灌木 
 

Calliandra surinamensis Benth. 蘇利南合歡 栽培 灌木 
 

Calopogonium mucunoides Desv. 擬大豆 歸化 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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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valia gladiata (Jacq.)DC. 紅刀豆 栽培 藤本 
 

Canavalia lineata (Thunb.) DC. 肥豬豆 原生 草本 
 

Canavalia rosea (Sw.) DC. 濱刀豆 原生 草本 
 

Cassia fistula L. 阿勃勒 栽培 喬木 
 

Cassia grandis L.f. 大果鐵刀木 栽培 喬木 
 

Cassia javanica L. 爪哇旃那 栽培 喬木 
 

Cassia siamea Lam. 鐵刀木 歸化 喬木 
 

Centrosema pubescens Benth. 山珠豆 歸化 藤本 
 

Clitoria ternatea 'Blue Sails' 重瓣蝶豆 栽培 藤本 
 

Clitoria ternatea L. 蝶豆 歸化 藤本 
 

Crotalaria pallida var. obovata (G. Don) Polhill 黃野百合 歸化 草本 
 

Delonix regia (Bojer ex Hook.) Raf. 鳳凰木 歸化 喬木 
 

Derris laxiflora Benth. 疏花魚藤 特有 藤本 
 

Desmanthus virgatus (L.) Willd. 多枝草合歡 歸化 草本 
 

Desmodium scorpiurus (Sw.) Poir. 蝦尾山螞蝗 歸化 草本 
 

Erythrina crista-galli L. 雞冠刺桐 栽培 喬木 
 

Gliricidia sepium (Jacq.)Walp. 南洋櫻 栽培 喬木 
 

Haematoxylum campechianum L. 墨水樹 歸化 喬木 
 

Indigofera hirsuta L. 毛木藍 原生 草本 
 

Indigofera spicata Forssk. 穗花木藍 原生 草本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歸化 喬木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m (Moc. & Sessé ex DC.) 

Urb. 

賽芻豆 歸化 藤本 

 

Millettia pinnata (L.) Panigrahi 水黃皮 原生 喬木 
 

Mimosa diplotricha C. Wright ex Sauvalle 美洲含羞草 歸化 草本 
 

Mimosa pudica L. 含羞草 歸化 草本 
 

Neptunia pubescens Benth. 毛水含羞 歸化 草本 
 

Peltophorum pterocarpum (DC.) K.Heyne 盾柱木 栽培 喬木 
 

Pithecellobium dulce (Roxb.) Benth. 金龜樹 栽培 喬木 
 

Pterocarpus indicus Willd. 印度紫檀 栽培 喬木 
 

Samanea saman (Jacq.) Merr. 雨豆樹 歸化 喬木 
 

Senna × floribunda (Cav.) H.S. Irwin & Barneby 大花黃槐 歸化 灌木 
 

Senna alata (L.) Roxb. 翼柄決明 歸化 灌木 
 

Senna occidentalis (L.) Link 望江南 歸化 灌木 
 

Sesbania cannabina (Retz.) Poir. 田菁 歸化 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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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bania sesban (L.) Merr. 印度田菁 歸化 灌木 
 

Sophora tomentosa L. 毛苦參 原生 灌木 
 

Tamarindus indica L. 羅望子 栽培 喬木 
 

Uraria crinita (L.) Desv. ex DC. 兔尾草 原生 草本 
 

Vigna marina (Burm.) Merr. 濱豇豆 原生 草本 

Goodeniaceae 草海桐科 Scaevola taccada (Gaertn.) Roxb. 草海桐 原生 灌木 

Heliconiaceae 赫蕉科 H. psittacorum x H. spathocircinata 黃麗鳥蕉 栽培 草本 

Heliotropiaceae 天芹菜科 Heliotropium foertherianum Diane & Hilger 白水木 原生 灌木 

Hernandiaceae 蓮葉桐科 Hernandia nymphaeifolia (C. Presl) Kubitzki 蓮葉桐 原生 喬木 

Hydrocharitaceae 水鱉科 Hydrocharis dubia (Blume) Backer 水鱉 原生 草本 

Iridaceae 鳶尾科 Belamcanda chinensis (L.) Redouté 射干 原生 草本 

Lamiaceae 唇形科 Callicarpa formosana Rolfe var. formosana 杜虹花 原生 灌木 
 

Clerodendrum inerme (L.) Gaertn. 苦林盤 原生 灌木 
 

Clerodendrum kaempferi Fisch. ex Morren 龍船花 原生 草本 
 

Coleus amboinicus Lour. 到手香 歸化 草本 
 

Hyptis suaveolens (L.) Poit. 香苦草 原生 草本 
 

Premna serratifolia L. 臭娘子 原生 灌木 
 

Tectona grandis L. f. 柚木 歸化 喬木 
 

Vitex negundo L. 黃荊 原生 灌木 
 

Vitex rotundifolia L. f. 海埔姜 原生 灌木 

Lauraceae 樟科 Cassytha filiformis L. 無根草 原生 藤本 
 

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 樟樹 原生 喬木 
 

Cinnamomum kotoense Kaneh. & Sasaki 蘭嶼肉桂 特有 喬木 
 

Cinnamomum osmophloeum Kaneh. 土肉桂 特有 喬木 

Lecythidaceae 玉蕊科 Barringtonia asiatica (L.) Kurz 棋盤腳樹 原生 喬木 
 

Barringtonia racemosa (L.) Spreng. 水茄冬 原生 喬木 
 

Couroupita guianensis Aubl. 砲彈樹 栽培 喬木 

Lygodiaceae 海金沙科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金沙 原生 藤本 

Lythraceae 千屈菜科 Cuphea hyssopifolia Kunth 細葉雪茄花 歸化 灌木 
 

Lagerstroemia indica L. 紫薇 栽培 灌木 
 

Punica granatum L. 安石榴 歸化 灌木 

Magnoliaceae 木蘭科 Michelia alba DC. 玉蘭花 栽培 喬木 

Malpighiaceae 黃褥花科 Hiptage benghalensis (L.) Kurz 猿尾藤 原生 藤本 
 

Malpighia glabra L. 黃褥花 栽培 灌木 
 

Tristellateia australasiae A. Rich. 三星果藤 原生 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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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vaceae 錦葵科 Abutilon indicum (L.) Sweet var. indicum 冬葵子 原生 草本 
 

Bombax malabaricum DC. 木棉 歸化 喬木 
 

Chorisia speciosa St. Hill. 美人樹 栽培 喬木 
 

Gossypium arboreum L. 樹棉 栽培 灌木 
 

Gossypium herbaceum L. 草棉 栽培 灌木 
 

Heritiera littoralis Aiton 銀葉樹 原生 喬木 
 

Hibiscus rosa-sinensis 'Golden-Pogoda' 金塔扶桑 栽培 灌木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歸化 灌木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var. rubroplenus S. 重瓣朱槿 栽培 灌木 
 

Hibiscus schizopetalus (Dyer) Hook. f. 裂瓣朱槿 栽培 灌木 
 

Hibiscus tiliaceus L. 黃槿 原生 喬木 
 

Kleinhovia hospita L. 克蘭樹 原生 喬木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賽葵 歸化 草本 
 

Melochia corchorifolia L. 野路葵 原生 草本 
 

Pachira macrocarpa (Schltdl. & Cham.) Walp. 馬拉巴栗 歸化 喬木 
 

Sterculia foetida L. 掌葉蘋婆 栽培 喬木 
 

Thespesia populnea (L.) Sol. ex Corrêa 繖楊 原生 喬木 
 

Urena procumbens L. 梵天花 原生 草本 

Meliaceae 楝科 Aglaia formosana (Hayata) Hayata 紅柴 原生 喬木 
 

Aglaia odorata Lour. 樹蘭 栽培 灌木 
 

Chukrasia tabularis A. Juss. 麻楝 栽培 喬木 
 

Melia azedarach L. 楝 原生 喬木 
 

Swietenia macrophylla King 大葉桃花心木 歸化 喬木 

Menispermaceae 防己科 Cocculus orbiculatus (L.) DC. 木防己 原生 藤本 

Moraceae 桑科 Artocarpus incisus (Thunb.) L. f. 麵包樹 原生 喬木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ér. ex Vent. 構樹 原生 喬木 
 

Ficus elastica Roxb. ex Hornem. 印度橡膠樹 栽培 喬木 
 

Ficus microcarpa L.f. var. microcarpa 榕樹 原生 喬木 
 

Ficus pumila L. var. pumila 薜荔 原生 藤本 
 

Ficus religiosa L. 菩提樹 歸化 喬木 
 

Ficus septica Burm. f. 稜果榕 原生 喬木 
 

Ficus superba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原生 喬木 
 

Ficus tinctoria G. Forst. 山豬枷 原生 灌木 
 

Malaisia scandens (Lour.) Planch. 盤龍木 原生 灌木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原生 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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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tingiaceae 文定果科 Muntingia calabura L. 西印度櫻桃 歸化 喬木 

Myrtaceae 桃金孃科 Eucalyptus maculata var. citriodora (Hook.) F.M. 

Bailey 

檸檬桉 歸化 喬木 

 

Melaleuca alternifolia Cheel 澳洲茶樹 栽培 喬木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歸化 喬木 
 

Syzygium cumini (L.) Skeels 肯氏蒲桃 栽培 喬木 
 

Syzygium jambos (L.) Alston 蒲桃 栽培 喬木 

Nephrolepidaceae 腎蕨科 Nephrolepis biserrata (Sw.) Schott 長葉腎蕨 原生 草本 
 

Nephrolepis cordifolia (L.) C. Presl 腎蕨 原生 草本 

Nyctaginaceae 紫茉莉科 Boerhavia diffusa L. 黃細心 歸化 草本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九重葛 歸化 藤本 
 

Pisonia umbellifera (J.R. Forst. & G. Forst.) Seem. 皮孫木 原生 喬木 

Nymphaeaceae 睡蓮科 Nymphaea mexicana Zucc. 墨西哥黃金蓮 栽培 草本 
 

Nymphaea sp. (紫花睡蓮) 栽培 草本 

Ochnaceae 金蓮木科 Ochna kirkii Olive 桂葉黃梅 栽培 灌木 

Oleaceae 木犀科 Fraxinus griffithii C.B. Clarke 白雞油 原生 喬木 
 

Jasminum multiflorum (Burm.f.) Andrews 毛茉莉 栽培 灌木 
 

Jasminum nervosum Lour. 山素英 原生 灌木 
 

Jasminum sambac (Linn.) Ait. 茉莉 栽培 灌木 
 

Ligustrum liukiuense Koidz. 日本女貞 原生 灌木 

Onagraceae 柳葉菜科 Ludwigia × taiwanensis C.I. Peng 臺灣水龍 原生 草本 
 

Ludwigia adscendens (L.) H. Hara 白花水龍 原生 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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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P.H. Raven 水丁香 原生 灌木 

Opiliaceae 山柚科 Champereia manillana (Blume) Merr. 山柚 原生 喬木 

Orchidaceae 蘭科 Dendrobium sp. (石斛屬) 栽培 草本 

Oxalidaceae 酢漿草科 Averrhoa bilimbi L. 木胡瓜 栽培 喬木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漿草 原生 草本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漿草 歸化 草本 
 

Oxalis triangularis subsp. papilionacea (Hoffmgg. ex 

Zuccarini) Lourteig 

三角紫葉酢漿草 栽培 草本 

Pandanaceae 露兜樹科 Pandanus odoratissimus L. f. 林投 原生 灌木 
 

Pandanus utilis Bory 紅刺露兜樹 栽培 灌木 

Passifloraceae 西番蓮科 Passiflora foetida var. hispida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毛西番蓮 歸化 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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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flora suberosa L. 三角葉西番蓮 歸化 藤本 

Petiveriaceae 蒜香草科 Rivina humilis L. 數珠珊瑚 歸化 灌木 

Phyllanthaceae 葉下珠科 Antidesma pentandrum var. barbatum (C. Presl) 

Merr. 

枯里珍 原生 灌木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冬 原生 喬木 
 

Bridelia tomentosa Blume 土密樹 原生 喬木 
 

Flueggea virosa (Roxb. ex Willd.) Royle 密花白飯樹 原生 灌木 
 

Glochidion philippicum (Cav.) C.B. Rob. 菲律賓饅頭果 原生 喬木 
 

Phyllanthus amarus Schumach. & Thonn. 小返魂 歸化 草本 
 

Phyllanthus debilis Klein ex Willd. 銳葉小返魂 歸化 草本 
 

Phyllanthus multiflorus Poir. 多花油柑 原生 灌木 
 

Phyllanthus tenellus Roxb. 五蕊油柑 歸化 草本 
 

Phyllanthus urinaria L. 葉下珠 原生 草本 

Piperaceae 胡椒科 Peperomia pellucida (L.) Kunth 草胡椒 歸化 草本 

Pittosporaceae 海桐科 Pittosporum pentandrum (Blanco) Merr. 七里香 原生 灌木 
 

Pittosporum tobira (Thunb.) W.T. Aiton 海桐 原生 灌木 

Plumbaginaceae 藍雪科 Limonium sinense (Girard) Kuntze 石蓯蓉 原生 草本 

Poaceae 禾本科 Axonopus compressus (Sw.) P. Beauv. 地毯草 歸化 草本 
 

Bambusa dolichoclada Hayata 長枝竹 原生 喬木 
 

Bambusa edulis Carrière 烏腳綠 栽培 喬木 
 

Bambusa oldhamii Munro 綠竹 栽培 灌木 
 

Bothriochloa glabra (Roxb.) A. Camus 歧穗臭根子草 原生 草本 
 

Brachiaria mutica (Forssk.) Stapf 巴拉草 歸化 草本 
 

Brachiaria subquadripara (Trin.) Hitchc. 四生臂形草 原生 草本 
 

Cenchrus echinatus L. 蒺藜草 歸化 草本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原生 草本 
 

Chloris gayana Kunth 蓋氏虎尾草 歸化 草本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原生 草本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L.) Willd. 龍爪茅 原生 草本 
 

Dichanthium annulatum (Forssk.) Stapf 雙花草 歸化 草本 
 

Digitaria ciliaris (Retz.) Koeler 升馬唐 原生 草本 
 

Digitaria setigera Roth 短穎馬唐 原生 草本 
 

Echinochloa colona (L.) Link 芒稷 原生 草本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稗 原生 草本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原生 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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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 科名 學名 中文名稱 來源 類型 
 

Eragrostis tenella (L.) P. Beauv. ex Roem. & Schult. 鯽魚草 原生 草本 
 

Eriochloa procera (Retz.) C.E. Hubb. 高野黍 原生 草本 
 

Imperata cylindrica var. major (Nees) C.E. Hubb. 白茅 原生 草本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 

五節芒 原生 草本 

 

Oplismenus compositus (L.) P. Beauv. 竹葉草 原生 草本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歸化 草本 
 

Panicum repens L. 鋪地黍 原生 草本 
 

Paspalum conjugatum P.J. Bergius 兩耳草 歸化 草本 
 

Paspalum distichum L. 雙穗雀稗 原生 草本 
 

Paspalum orbiculare G. Forst. 圓果雀稗 原生 草本 
 

Paspalum vaginatum Sw. 海雀稗 原生 草本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歸化 草本 
 

Pennisetum sp. (狼尾草屬) 栽培 草本 
 

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Trin. ex Steud. 蘆葦 原生 草本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E. Hubb. 紅毛草 歸化 草本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原生 草本 
 

Setaria verticillata (L.) P. Beauv. 倒刺狗尾草 歸化 草本 
 

Setaria viridis (L.) P. Beauv. 狗尾草 原生 草本 
 

Sporobolus virginicus (L.) Kunth 鹽地鼠尾粟 歸化 草本 
 

Zea mays L. 玉米 歸化 草本 
 

Zoysia sinica Hance 中華結縷草 原生 草本 

Podocarpaceae 羅漢松科 Podocarpus costalis C. Presl 蘭嶼羅漢松 原生 喬木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var. maki Siebold & Zucc. 小葉羅漢松 原生 喬木 

Polygonaceae 蓼科 Antigonon leptopus Hook. & Arn. 珊瑚藤 歸化 藤本 
 

Coccoloba uvifera (L.) L. 海葡萄 栽培 喬木 
 

Rumex sp. (酸模屬) 歸化 草本 

Polypodiaceae 水龍骨科 Microsorum punctatum (L.) Copel. 星蕨 原生 草本 
 

Microsorum punctatum 'Grandiceps' 魚尾星蕨 栽培 草本 

Pontederiaceae 雨久花科 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布袋蓮 歸化 草本 

Portulacaceae 馬齒莧科 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原生 草本 

Primulaceae 報春花科 Ardisia squamulosa C. Presl 春不老 歸化 灌木 

Putranjivaceae 非洲核果木科 Drypetes littoralis (C.B. Rob.) Merr. 鐵色 原生 喬木 

Rhizophoraceae 紅樹科 Bruguiera gymnorhiza (L.) Savigny 紅茄冬 原生 喬木 
 

Kandelia obovata Sheue, H.Y. Liu & J. Yong 水筆仔 原生 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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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 科名 學名 中文名稱 來源 類型 
 

Rhizophora stylosa Griff. 紅海欖 原生 喬木 

Rosaceae 薔薇科 Eriobotrya deflexa (Hemsl.) Nakai 山枇杷 特有 喬木 
 

Pyracantha koidzumii (Hayata) Rehder 臺灣火刺木 原生(特有) 灌木 
 

Rhaphiolepis indica var. tashiroi Hayata ex Matsum. 

& Hayata 

石斑木 特有 灌木 

 

Rhaphiolepis indica var. umbellata (Thunb.) H. 

Ohashi 

厚葉石斑木 原生 灌木 

 

Rubus alnifoliolatus H. Lév. 榿葉懸鉤子 原生 灌木 
 

Rubus croceacanthus H.Lév. var. croceacanthus 虎婆刺 原生 灌木 

Rubiaceae 茜草科 Gardenia jasminoides J. Ellis 山黃梔 原生 灌木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繖花龍吐珠 原生 草本 
 

Ixora duffii T. Moore 大王仙丹 栽培 灌木 
 

Ixora williamsii Sandwith 矮仙丹花 栽培 灌木 
 

Morinda citrifolia L. 檄樹 原生 喬木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原生 藤本 
 

Spermacoce mauritiana Gideon 蔓鴨舌癀舅 歸化 草本 

Rutaceae 芸香科 Citrus grandis (L.) Osbeck 柚 栽培 喬木 
 

Citrus japonica Thunb. 金桔 栽培 灌木 
 

Clausena excavata Burm. f. 過山香 原生 灌木 
 

Clausena lansium (Lour.) Skeels. 黃皮 栽培 喬木 
 

Murraya exotica L. 月橘 原生 灌木 
 

Zanthoxylum nitidum (Roxb.) DC. 雙面刺 原生 藤本 

Salicaceae 楊柳科 Flacourtia inermis Roxb. 羅比梅 栽培 灌木 
 

Salix warburgii Seemen 水柳 原生(特有) 喬木 
 

Scolopia oldhamii Hance 魯花樹 原生 喬木 

Salviniaceae 槐葉蘋科 Salvinia cucullata Roxb. ex Bory 僧帽葉槐葉蘋 栽培 草本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Allophylus timorensis (DC.) Bl. 止宮樹 原生 灌木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鈴 歸化 藤本 
 

Dodonaea viscosa Jacq. 車桑子 原生 灌木 
 

Euphoria longana Lam. 龍眼 歸化 喬木 
 

Koelreuteria henryi Dümmer 臺灣欒樹 原生 喬木 
 

Sapindus mukorossi Gaertn. 無患子 原生 喬木 

Sapotaceae 山欖科 Lucuma nervosa A.DC. 蛋黃果 歸化 喬木 
 

Palaquium formosanum Hayata 大葉山欖 原生 喬木 
 

Planchonella obovata (R. Br.) Pierre 山欖 原生 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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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ruraceae 三白草科 Saururus chinensis (Lour.) Baill. 三白草 原生 草本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Myoporum bontioides (Siebold & Zucc.) A. Gray 苦藍盤 原生 灌木 

Solanaceae 茄科 Physalis angulata L. 燈籠草 歸化 草本 
 

Solandra maxima (Moc. & Sessé) P. S. Green 金盃藤 栽培 灌木 
 

Solanum americanum Mill. 光果龍葵 歸化 草本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歸化 灌木 
 

Solanum torvum Sw. 萬桃花 歸化 灌木 

Theaceae 茶科 Camellia sp. (茶花) 栽培 灌木 

Thelypteridaceae 金星蕨科 Thelypteris sp. (金星蕨屬) 未知 草本 

Thymelaeaceae 瑞香科 Wikstroemia indica (L.) C.A. Mey. 南嶺蕘花 原生 灌木 

Turneraceae 時鐘花科 Turnera ulmifolia L. 黃時鐘花 栽培 草本 

Typhaceae 香蒲科 Typha orientalis C. Presl 香蒲 原生 草本 

Ulmaceae 榆科 Ulmus parvifolia Jacq. 紅雞油 原生 喬木 
 

Zelkova serrata (Thunb.) Makino 櫸 原生 喬木 

Urticaceae 蕁麻科 Pilea nummulariifolia (Sw.) Wedd. 古錢冷水麻 歸化 草本 

Verbenaceae 馬鞭草科 Duranta repens L. 金露花 歸化 灌木 
 

Duranta repens 'Lass' 蕾絲金露花 栽培 灌木 
 

Lantana camara L. 馬纓丹 歸化 灌木 
 

Phyla nodiflora (L.) Greene 鴨舌癀 原生 草本 
 

Stachytarpheta jamaicensis (L.) Vahl 牙買加長穗木 歸化 草本 
 

Stachytarpheta urticaefolia (Salisb.) Sims. 長穗木 歸化 草本 

Vitaceae 葡萄科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var. hancei (Planch.) 

Rehder 

漢氏山葡萄 原生 藤本 

 

Cayratia corniculata (Benth.) Gagnep. 角花烏斂莓 原生 藤本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虎葛 原生 藤本 
 

Cissus sicyoides L. 錦屏粉藤 歸化 藤本 
 

Leea guineensis G. Don 火筒樹 原生 灌木 

Zingiberaceae 薑科 Alpinia zerumbet (Pers.) B.L. Burtt & R.M. Sm. 月桃 原生 草本 
 

Hedychium coronarium J. Koenig 野薑花 歸化 草本 

◼ 備註：「中文名稱」帶括弧者表示難以鑑定至 種 (Species)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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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中港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初審會議

委員意見修正對照表 

⚫ 民國 108 年 7 月 12 日 

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許皓捷 

委員 

計畫書用語應以市府角度，而非濕盟角度出

發。 

 

p.29及 p.30的歷年資料是用來支持保育利用

計畫的科學證據，所以重點在於呈現生物相

的變動趨勢，而不是做了幾次調查，以及調

查到多少物種。 

 

 

 

p.52「二級保育鳥類」請改為「珍貴稀有野生

動物」，p.29 的保育類等級也請遵循野生動

物保育法的法規用語。 

 

關於課題與對策，水雉棲地的維護是否是保

育課題之一，請補充。 

 

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內容的「重要指標物種」

並未指定。若以水雉及兇狠圓軸蟹為重要指

標物種，應有本區生態調查歷史資料的支持，

並盤點全臺及高雄的分布狀況。 

 

已調整計畫書內文敘述方式。 

 

 

感謝委員建議，本段落已調整為歷年物種之

統計數據 (P.30)，並於後文簡述生物類群生

態概況。生物相變動趨勢則針對本濕地之「重

要指標物種」進行分析說明，請參考『章節

柒、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

價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 

 

已修正用語。 

 

 

 

已於『章節捌、課題與對策」章節補充說明

(水雉)。 

 

已新增歷年調查數據及分析說明，並指定本

濕地之「重要指標物種」，請見『章節柒、具

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

之應優先保護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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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應變層級分類的重要指標物種死亡數量，宜

依據本濕地的環境承載量（由歷年調查資料

推估），訂定合理數量或百分比。 

 

已重新訂立生物數量標準，請見『章節壹拾

貳、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邱郁文 

委員 

是否思考東西區之間生態廊道的連接，方能

加強生態功能的完整。 

 

 

 

 

核心保育區的存在必要性須考慮，以免造成

日後管理困擾。 

 

 

以陸蟹為重要物種建議加入過去相關研究成

果，以傳達保育之重要及必要性。 

 

 

 

大萍為外來種但與水雉互為棲地利用之關

係，請說明外來種大萍的管理以及必要性。 

說明東區水閘門如何管理，以及管理權責單

位。 

 

交通部份請加入停車場設施之介紹。 

 

 

濕地兩區中隔楠梓污水處理廠，東、西區相

距約 515 m，難以設計生態廊道串接生物資

源；除考量用地開發問題，現階段因水體特

性形成不同的生態系，而影響其物種組成(不

同)，目前評估尚無連接區塊之急迫性。 

 

感謝委員建議，執行團隊將審視「功能分區」

之限制作為區劃依據，使濕地內之棲地管理

工作保有彈性。 

 

已加入、補充過去調查之研究成果，請參考

『章節柒、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

及環境價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之分析敘述。 

請見 P.73 段落之說明。 

 

近期仍確認權責單位（追查中），後續應加緊

追蹤，並協同有關單位討論管理標準及維修

事宜。 

 

 

已補充於內文及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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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p.13、15、26 圖示不清（圖 3-2 內容已於前

文有呈現，可考慮不放；圖 4-1 標示太細不

清楚請加粗）。p.20 圖 4-4W2 方向不良。 

 

p.75 指標物種 50 隻以上如何訂出，請說明。 

 

 

p.79 每年預算 180 萬元與 p.82 經費概估表

190 萬元有出入，請修正。 

 

p.3 貳、二、1 末段「廣大食場」修正為「廣

大攝食場」。 

 

p.2 濕地範圍和保育利用範圍相同但和圖 1-1

所示有出入。 

 

p.24 表 4-5 西區礫石灘前文未出現，請說明。 

 

p.43 圖 6-2 高雄市濕地生態廊道建議參考營

建署網站全數列出。 

 

 

 

p.71 壹拾貳、建議可增加高雄市公園管理自

治條例等相關規定。 

 

已修正圖示。 

 

 

 

已重新訂立標準，但調查方法統計之數據尚

難以作為明確參照。 

 

已修正。 

 

 

已修正。 

 

 

已調整圖示。 

 

 

已修正文段內容。 

 

考量「高雄市濕地生態廊道」實際包含一般

級等級濕地如：中都濕地，為避免與國家重

要濕地混淆，在此改僅以文字說明並將圖示

刪除。 

 

已新增該條例相關規定，請見 P.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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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內政部營建署 

援中港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審

核摘要表，「本案提交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

小組審核結果」欄位，請修正如下： 

 本案提交重要濕

地 

審議小組審核結果 

 依 ○ 年 ○ 月 ○ 日

「○○審議小組」

專案小組審查會

議通過。 

經○年○月○日「內政部

重要濕地審議小組」○

年度第○次會議審議

通過。 

 

計畫書第 1 頁，壹、計畫範圍與年期建議意

見如下： 

(一)「援中港濕地 」1 詞，請修正為「援

中港重要濕地」。 

(二)援中港濕地經內政部號函公告為地

方級國家重要濕地，請修正為 地方級重

要濕地 。 

(三)「依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作業程序之規

定，計畫年期」，請修正為 依濕地保育

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本法第 15 條

第 1 項第 1 款所訂計畫年期為 25 年」。

本計畫以核定公告為起始年，計畫年期

為 25 年。 

 

已修正。 

 

 

 

 

 

 

 

 

 

 

 

已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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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計畫書第 2 頁（圖 1-1)及第 65 頁（圖 10-1)，

為利與國際級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書圖一

致，建議重要濕地範圍以藍線表示，保育利

用計畫範圍以紅線表示可參閱營建署城鄉分

署保育利用計畫製圖說明，另以電子檔提供。 

 

計畫書第 11 頁，表 3-2，請納入 108 年度援

中港補助計畫相關內容。 

 

計畫書第 19 頁，(E1，)、(E2，)請檢核修正。 

 

計畫書第 29 頁，其「歷年生物名錄」詳見附

錄七、……。請再確認內容是否有誤植處。 

 

計畫書第 34 頁，援中港暫定濕地，請修正為

援中港重要濕地。 

 

計畫書第 35 頁，內文提及圖 8，請說明圖 8

位置。另圖 5-1 請加註典寶溪位置。 

 

計畫書第 36 頁，請套疊援中港重要濕地周邊

土地使用現況圖並建議將圖 5-1 移至第 43

頁，三、土地權屬、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

別（二）土地使用分區之章節內呈現。 

 

謹遵參考修正。 

 

 

 

 

 

已新增內容。 

 

 

已修正。 

 

已修正。 

 

 

已修正。 

 

 

已修正並加註圖面文字。 

 

 

已新增現況圖(P.38)並調整章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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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計畫書第 43 頁，（一）土地權屬，建議依本

計畫範圍進行土地權屬列表說明，並於每筆

地號加註所屬功能分區。 

 

計畫書第 62、64 及 66 頁，生態復育區管理

目標包含環境教育資源推廣與管理、親水休

憩活動體驗；明智利用項目包含環境教育設

施、碼頭設施、合乎棲地保育原則之環境教

育行為及水上休閒遊憩活動等。依濕地保育

法第 16 條規定，生態復育區以容許生態復

育及研究使用為限，建請市府再予審慎評估。 

 

計畫書第 66 頁，表 10- 2，請加註允許明智

利用時間。 

 

計畫書第 70 頁，表 11-2 水質建議標準，「未

來管理目標」建議可參考近 5 年監測資料做

滾動式檢討。 

 

計畫書第 71 頁，一、共同管制事項，建議調

整為「共同管理事項」；第 4.其他依濕地保

育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所規定管制事

項。建議納入水利法及其相關規定。 

 

計畫書第 72、73 頁，二、分區管制事項，有

關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及環境教育區之

保育類採集申請，應先獲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已於『附錄一、土地地籍清冊』列表說明，並

新增功能分區欄位。 

 

 

針對區劃設定部分，執行團隊將依濕地保育

法所規定之「功能分區使用限制」進行調整，

請參考『章節玖、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允許

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之修正內容。 

 

 

 

 

已調整表格呈現，請見 P.92-93。 

 

 

已修改內容。 

 

 

 

已調整段落編排，並納入法規做為參考。 

 

 

 

 

已調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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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節，依濕地保育法第 25 條規定，應向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另生態復育區管制事項

2.除公設既有……外，得設研究站、管理站、

觀察站等設施，……之改建或修建 1 節，依

濕地保育法第 16 條規定，生態復育區以容

許生態復育及研究使用為限，建請市府再予

審慎評估。 

 

計畫書第 76-79 頁，三、緊急應變措施，考量

地方級重要濕地係由地方政府為主管機關，

建議各級應變處理措施優先由地方主管機關

協調各權責機關處理，其相關內容請參考「南

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

畫」再予調整。 

 

計畫書第 79-82 頁，財務與實施計畫，建議

本章節內容配合本計畫課題與對策說明，具

體擬定各項計畫工作項目。 

 

計畫書第 86-87 頁，建議刪除重要濕地明智

利用檢核表。 

 

計畫書第 88 頁，建議刪除「地籍面積」欄位，

並調整「部分涉及」 名稱為「涉及濕地範圍」，

如該筆土地非全部落於重要濕地範圍，請於

欄位內加註「部分」；並於每筆地號加註所屬

功能分區。 

 

 

 

 

 

 

 

 

謹遵照辦理，已調整該章節內容。 

 

 

 

 

 

 

經重整後已擬定具體之工作內容，請參考『章

節壹拾參、財務與實施計畫』。 

 

 

已刪除。 

 

 

已調整表格內容，請見 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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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新章節宜自下一個空白頁開始撰寫，例

如計畫書第 67 頁，第壹拾壹章，請自下一頁

開始撰寫。 

 

請統一本計畫內時間敘述是以西元年或民國

年。 

 

計畫書第 1 頁提及之公告日期請以今年 3 月

之公告函為主。 

 

計畫書第 73 頁環境教育區提及保育類應先

獲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請予以修正內容敘

述及確認濕地保育法法規之規定。 

 

建議將濕地保育法第十六條內容於計畫書前

章先予敘述。 

 

已調整文案排版。 

 

 

 

已統一以「民國年」敘述。 

 

 

已依正式公文內容修正。 

 

 

已修正內容。 

 

 

 

已增加法規內容說明，請見 P.94。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 

 

 

 

p.1 內政部公告函請以最新公告的為主。 

 

請加註濕地保育法第 19 條「重要濕地保育利

用計畫公告實施後，主管機關應每五年至少

檢討一次」。 

 

p.62 生態復育區內規劃親水休憩活動體驗，

請審慎考慮之。 

 

 

已依正式公文內容修正。 

 

已補述文字。 

 

 

 

已修正功能分區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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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p.76 緊急應變措施內容可參考「南港 202 兵

工廠及周邊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p.86 重要濕地明智利用檢核表建議刪除。 

 

已參照「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重要濕地保

育利用計畫」之內容進行調整。 

 

已刪除。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養護 

工程處 

本計畫書是本府呈送營建署之公文書，請撰

寫時釐清角色及用語。 

 

計畫內文濕地名稱有「援中港重要濕地」、

「援中港濕地」、「援中港暫定重要濕地」及

「援中港濕地公園」等不一致情形，應全面

檢視計畫書，並統一修正為「援中港重要濕

地」。 

 

計畫書中年份有以「西元」及「民國」混合呈

現，建議統一書寫。 

 

計畫書中濕地東西二區定義及其周邊相對位

置名詞請統一撰寫。 

 

請強化計畫書文字流暢度力求精簡，論述重

點宜精準，結構應嚴謹，且圖文應相符。 

 

計畫書中的論述或推論應有科學數據或相關

文獻作佐證，以求專業性。 

 

已調整本案角色用語。 

 

 

除歷年「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名稱」外，已統一

更改為『援中港重要濕地』。 

 

 

 

 

已統一以「民國年」敘述。 

 

 

已統一定義及相關名詞寫法。 

 

 

謹遵照辦理，並力求盡善盡美。 

 

 

謹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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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本計畫書請依濕地保育法第 15 條規定應載

明事項撰寫（本案缺少第八、九項，請補正）。 

 

援中港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審核摘要表

「擬訂法令依據」之說明應修正為濕地保育

法第 3 條第 3 項；「本案提交內政部重要濕

地審議小組審核結果」說明欄應增加府級。 

 

目錄、陸、土地及建築使用現況，建議依下列

順序修改「一、土地權屬、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地類別，二、設施現況，三、援中港重要濕

地之營造與規劃，四、交通」，計畫書內文請

一併修正。 

 

頁 1，第 1 行公告函文有誤請修正；第 2、3

行說明地理位置重覆敘述，請整合修改；第 5

行「濕地總面積約 27.6 公頃」宜修正為「濕

地分為東、西二區，總面積為 27.6 公頃」。

原第 2 段文字請於一開始就呈現，本頁請再

調整內容順序，全文宜通順，並符合閱讀邏

輯。 

 

頁 3，第 1 段第 1 行「周遭目前為閒置軍事

用地」宜修正為「周遭目前為軍事用地」，同

段第 3 行「楠梓污水廠的二級排放廢水」文

字似有疑義；關於污水廠的「排放水」請釐清

正確用法並於計畫書中統一用詞，第 4 行，

考量內容閱讀適宜之順序，已增補章節並微

調其標題名稱及內容。 

 

已修正內容。 

 

 

 

 

已調整章節順序。 

 

 

 

 

 

已整合段落文字內容，請見『章節壹、計畫範

圍及年期』。 

 

 

 

 

 

 

已修正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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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可在東區濕地持續淨化」請敘明依據為

何？第 5 行，「提供候鳥及陸蟹生活的棲地」，

查濕地內仍有其他物種，請修正之。 

 

頁 3，二、本重要濕地計畫目標，請先敘明東、

西二區生態系的不同，分區定位的差異；兩

區生態系不同應有不一樣的計畫目標。 

 

頁 3，二、1.「而歷經約 10 年時間，濕地西

區內之紅樹林分部面積廣大」建議修改為「生

長良好的的紅樹林」，或請敘明紅樹林是原

本生長於濕地？還是經過人為復育的成果？

本段最後 1 行「……亦可提供林下生物有效

利用」，請具體列出有哪些林下生物。 

 

頁 3，二、2.本段文字請以撰寫保育利用計畫

書用詞修正之，非以寫報告書的角色口吻呈

現。 

 

頁 4，3.請釐清確認濕地東區發現水雉的時

間，建議修改為「民國 102 年起濕地東區有

觀察紀錄到二級保育鳥類-水雉」。本段第 4

行「族群數量有潛在持續成長」，請詳述調查

年份及提供資料及提供數據作佐證。「需優

先保留作為生態保育之用」中請刪除「保留」

二字。 

 

 

 

 

 

已於開端補充說明，並針對兩區進行區分註

記 (P.3-4)。 

 

 

已修改並補充說明。 

 

 

 

 

 

 

已調整角色用語。 

 

 

 

已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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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參、一、兩段請對調順序，另表 3-1 有

提到的計畫請於內文敘明。 

 

頁 5，「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之計畫內容請參

考已公告之保育利用計畫修正。 

 

頁 10，表 3-2 年份表示方法請統一，標點符

號請正確修正。 

 

頁 11，針對「參、上位及相關計畫」章節，

宜增加小結段落，始知該章節之意義。 

 

頁 13，圖 3-2 圖內文字太小又模糊，請調整

以利閱讀。 

 

頁 13，肆、一、第 1 行「其早期整體開闢工

程……密切結合」請刪除。第 2 行「北高雄」

已非目前分區位置，請修正。第 4 行「海軍

軍區」請詳述其正確名稱，另援中港為已開

闢的濕地公園，此段文字敘述請修正並符合

現況。 

 

頁 14，二、（一）「南側仍為魚塭」請修正

為「南側為軍港」、（二）第 4 行「及高雄

市政府於援中港濕地附近其他開發計畫之地

質鑽探資料顯示」，請將該文出處列於參考

文獻。 

已修正內文。 

 

 

已調整修正。 

 

 

已修正。 

 

 

已新增小結段落。 

 

 

已刪除圖片。 

 

 

已修正文字內容。 

 

 

 

 

 

 

已修正並刪除該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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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5，圖 4-1 圖中濕地範圍標記有誤，請修

正。 

 

頁 19，第 1 段第 3 行所述之水流方向與圖 20

不符，請修正；第 2 段標點符號有誤，請修

正。本頁第 1 段及第 3 段內容多有重複，宜

調整後重新繕寫。 

 

頁 20，圖 4-4 進水口與出水口圖示顏色過於

相近不易辨識，W2 箭頭標示建議延伸至典寶

溪，以利閱讀。 

 

頁 21，第 4 行「可見東區入水量高於西區」、

「假若中水不再進入東區……最廣大而完整

的繁殖棲地」，請刪除。 

 

頁 22，（二）第 1 行「援中港濕地緊鄰……

影響」前文已提過，「依據最近 105 年」請

修改為「依據 105 年」，第 2 行所提統計數

據請具體敘明。 

 

頁 23，圖 4-5 建議可標示感潮段。第 1 段第

3 行「目前污水處理廠……尤以在氮、磷等污

染物質的去除較為顯著」，請提出科學數據

佐證此段論述，若無顯著差異，則修正內容。

第 2 段第 3 行「統計數據請見表 4-5」宜修正

為「請見表 4-5」。 

已修正圖示。 

 

 

已重新調整繕寫。 

 

 

 

 

已修正圖示，請見 P.20。 

 

 

 

已刪除文字。 

 

 

 

已重新編排內文及段落，並補充相關資料。 

 

 

 

 

已標示於圖中，請見 P.23。並刪減及修正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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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4，表 4-5 表題宜修正為「援中港濕地 105-

107 年之水質監測資料」，表中「否」不用特

別底色呈現。 

 

頁 26，1983 年報告資料過於久遠，建議新增

近年資料。 

 

頁 27，圖 4-7 標題「援中地下位」似有漏字，

宜修改為「援中地下水位」。 

 

頁 28，圖 4-8 資料建議更新至 107 年。 

 

頁 29，五、東西區生態物種不同，宜分段描

述。第 1 段第 7 行「詳見附錄七……」，請

確認引用內容是否正確。第 2 段建議刪除。 

 

頁 29、30，表 4-6 及表 4-7 表欄位應標示清

楚，且兩個表格內容排列宜一致。 

 

頁 30，（一）宜註明位置為西區，第 5 行「紅

樹林下有機會發現兇狠圓軸蟹」，請修正為

「紅樹林下發現兇狠圓軸蟹」。 

 

頁 31，第 1 段第 1 行，臺灣目前紀錄在案的

招潮蟹共有 12 種，請釐清數據的正確性。第

3 行文字似是而非，請釐清修正。第 2 段第 3

已遵照修正。 

 

 

 

經查此為最新資料。 

 

 

已修改。 

 

 

經查此為最新資料。 

 

已重整敘述並修正內容 (請查 P.29)。 

 

 

 

考量該表格非為保育利用計畫之呈現重點，

故已刪除。 

 

蟹類資源東西兩區皆有分布，且內文已敘明

「大部分螃蟹族群分布於西區」，因此不建

議補述而造成誤解。後續文字已修正。 

 

已重新確認臺灣現有紀錄物種數(14 種)及生

物學名，並修正後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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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從政策面來看……援中港濕地的保育將

更顯重要。」等文字刪除之。 

 

頁 31，（二）東西區請分別撰寫，且調查紀

錄應加註紀錄調查時間、地點等資訊，第 1 段

第 6 行「週邊」錯別字請修正，第 2 段第 3

行「高蹺鴴也從軍區……躲避與覓食場所」

等文字請刪除之。 

 

頁 32，前 3 段內容多有矛盾及重覆，請釐清

修正並精簡明確。 

 

頁 32，（三）第 1 段第 1 行，「魚類調查紀

錄已累積……」請註記時間。第 2 段建議刪

除，宜列課題與對策。 

 

 

頁 33，（四）第 4 行語句表達應中性，請再

調整。（五）第 4 行「卻可見數以百計的彩

裳蜻蜓」，建議以科學數據呈現數量。（六）

第 3 行「植物分部反應出此差異」、第 6 行

「隨著棲地營造工作……哺乳類活動與日俱

增」等刪除之。 

 

頁 34，伍、「當地社會、經濟之調查及分析」，

建議更切題撰寫內容，例如楠梓工業區、蚵

寮聚落、蚵仔寮海鮮節等。 

 

 

 

已重新調整、修正該段內容。 

 

 

 

 

 

已整併內文敘述。 

 

 

已於 P.29 說明資料查找位置，後方段落不再

重複說明。因外來種魚類問題尚無解決方案

且未有急迫需求，在此不認列入課題與對策，

並已修改該段敘述。 

 

因各年度調查方法及分區紀錄不同，而難以

參照相同標準進行說明，故已將類似文句刪

除。 

 

 

 

 

已新增該章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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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4，伍、一、第 1 段第 4 行「兩行政區人

口數……主要客群來源」與頁 36 之人口描述

有所矛盾，建議刪除此段文字。第 2 段文字

及表 5-2 建議以近年來的統計資料說明，以

提供較完整資訊。 

 

頁 35，表 5-2 性質欄位建議調整。二、第 6

行請增加說明因新台 17 線開闢將面積調整

為 27.6 公頃，同行「從圖 8 可瞭解」，惟此

章節並無此圖，請釐清修正。 

 

頁 38、39、40，三、教育與社區資源，應以

保育利用計畫書的觀點來撰寫，請重新修正

內容。表 5-3、5-4、5-5 恐有個資問題，另請

考量表格呈現的必要性，請再修正。 

 

頁 41，陸、土地建築使用現況，建議修改段

落順序如本意見 8。 

 

頁 41，伍、一、第 5 行「位於通港路」請修

正為「位於梓官區通港路」。圖 6-1 東區入口

不要標「禁止進入之圖示」（與計畫無關），

請修正。 

 

頁 42，二、第 1 段第 1 行，「引入附近海水

魚蝦蟹貝類」刪除文字，同段第 3 行，詳述

「東區濕地保留原有水路引進方法」為何？

已刪除文字，並補增 106 年度資料進行統合

說明。 

 

 

 

 

已調整併同修正圖示。已修正後段文字。 

 

 

 

 

已調整並刪減不必要之內容。 

 

 

 

 

已修改順序。 

 

 

已修正內容。 

 

 

 

 

已重新確認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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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段第 1 行，北高雄非現行分區方式，請

修正，第 6 行援中港濕地面積請正確載明，

第 3 段請依現況修正文字內容，以符合計畫

書。 

 

頁 43，三、（一）土地權屬，請詳述濕地範

圍調整原因及時程。 

 

頁 44，圖 6-3，圖中範圍劃分不清楚及圖示

所用顏色難以辨識，資料來源請釐清，建議

參考頁 2（圖 1-1）繪製。（二）土地使用分

區，第 1 行「（高雄市都市計劃定位之使用

分區）」請修正為「（高雄市都市計劃使用分

區）」。 

 

頁 45，圖 6-4 圖例顏色和圖所示有色差，備

註於頁 2 已提過，宜刪除（於第 1 次說明即

可）。 

 

頁 46，表 6-1 編號 3 文字修正為「目前園區

最高點之瞭望台」，其餘文字則刪除。 

 

頁 47，表 6-1 編號 5 文字與照片似有不符（照

片內無木桌），請釐清修正。 

 

頁 48、49，編號 7 至 11 賞鳥牆，請註明所屬

位置於東區或西區。 

 

 

 

 

 

已於內文補充說明。 

 

 

已修改圖示(P.55)及文字。 

 

 

 

 

 

 

本圖為供觀看者得透視至後方土地衛星圖進

行比對，圖示顏色有調整透明度，建議於本

處維持原樣。後方備註文字已刪除。 

 

已更正。 

 

 

經確認照片中有木桌(摺疊鐵椅後方，和鐵椅

高度相近)。 

 

已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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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51，圖 6-5 建議以彩色圖表示。 

 

頁 52，柒、一、第 3 行「從最初 4 年不到 10

隻水雉之族群」請具體指出時間點，「民國

104 年已擴大至 52 隻的階段」宜修正為「民

國 104 年族群數量已增加至 52 隻」，備註 5

（非執行團隊種植，推測為隨放流水進入濕

地）修改為（非人為栽植，推測為隨放流水進

入濕地）。 

 

頁 53，第 3 行「特別在開闢公園……有其鄉

土歷史意義」，建議修正為「開闢公園時，保

留既有溝渠旁之紅樹林，具有鄉土歷史意

義」。 

 

頁 53，圖 7-1 範圍區分應考量園區內既有硬

體設施、步道等維護管理之需求，若此圖所

要表示的是水雉及蟹類等物種之繁殖區域，

文字建議不要使用「核心區」、「保護區」等

用語，避免混淆，另備註於第 1 次說明即可。 

 

頁 54，捌、課題一、（一）、第 1 行「援中

港濕地……教育場域」修正為「援中港濕地

生態豐富是高雄市重要的濕地教育場域」。 

 

頁 55，課題二、請修正為「水雉與陸蟹保育

課題」，其內容亦請一併修正。 

謹遵照辦理。 

 

已修正文字。 

 

 

 

 

 

 

 

已調整修正。 

 

 

 

 

謹遵照修正。 

 

 

 

 

 

已修改。 

 

 

 

因陸蟹與水雉之保育概況不同，本案將兩者

區分進行撰寫，請見 P.78-79 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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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56，課題四、修正為「新台 17 線省道之影

響評估及未來左營軍港闢建」，其內文亦請

一併修正。 

 

頁 56，課題五、（一）、第 5 行「衍生濕地

日趨的樹、鳥爭地問題」修正為「衍生濕地的

樹、鳥爭地問題」。 

 

頁 59，二、（一）、2、「因應濕地保育法規

範及管理架構，確立本濕地的功能分區及明

智利用內容」修正為「遵循濕地保育法及管

理架構，確立本濕地的功能及明智利用內

容」，3、句尾增加「……推廣濕地環境教育

及生態旅遊活動」。 

 

頁 59、60，二、（二）「保育利用構想」建

議審慎考量並修正為「分區功能」，此外，濕

地分區應重新規劃並分清楚各區定位，本節

請重新撰寫，建議可修改為「生態復育區」、

「環境教育區」及「管理服務區」，以符實

務，並繪製圖示以利圖文對照。另建議於本

節加註「可採總量管制，預約方式辦理」。 

 

頁 61，壹拾、一、（二）、加註地籍資料如

附錄三（土地地籍清冊）。 

 

 

已修正整體敘述。 

 

 

 

已刪除文字。 

 

 

 

已修改。 

 

 

 

 

 

 

已重新調整本節擬定之內容。 

 

 

 

 

 

 

 

已加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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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61、62、63，二、濕地系統功能分區，此

節請重新調整修正，建議可規劃分區為「生

態復育區」、「環境教育區」及「管理服務

區」，規劃分區時請視現況考量園區維護管

理、硬體設備修繕、生態觀察活動、環境教育

活動等需求，另分區應避免重複，文中宜註

記對應圖示。請一併修正頁 64，表 10-1。 

 

頁 65，圖 10-1，依照「濕地系統功能分區」

重新繪製，且應依營建署規定各分區製圖所

屬色號繪製。 

 

頁 66、67，表 10-2 請依照「濕地系統功能分

區」重新修正內容。 

 

頁 69，圖 11-1 請修正濕地範圍，應扣除道路

部分。二、第 2 段第 1 行「兩區水域狀況從

淡水至鹹水的過度差別」刪除之。 

 

頁 72、73，二、分區管制事項，依照「濕地

系統功能分區」重新修正內容。 

 

頁 74、75，應變層級災害事項建議加入周邊

樹林起火項目，本頁二、（一）、5 重要指標

物種的死亡數，宜具體寫出哪些物種及其死

亡數量（應可量水雉數量與蟹的數量不對

等）。 

已重新調整以利閱讀。 

 

 

 

 

 

 

 

謹遵照辦理。 

 

 

 

已重新修正。 

 

 

已於圖示標明濕地範圍並刪除文字。 

 

 

 

已重新考量並調整內容。 

 

 

已重擬定撰寫，請見『章節壹拾貳、緊急應變

及恢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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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76、77，三、（三）應變層級請釐清並修

正，建議可參考已公告之保育利用計畫書，

頁 79，圖 13-1 一併修正。 

 

頁 81，（三）2.（1）修改為「依使用者付費

原則進行導覽解說等活動」。 

 

頁 83，參考文獻非屬附錄，請修正。 

 

頁 86、87，二、重要濕地明智利用檢核表請

刪除。 

 

頁 88，三、土地地籍清冊第 11-14 筆請再確

認其正確性。 

 

謹遵照要求修正。 

 

 

 

已修改。 

 

 

已調整段落階層。 

 

已刪除。 

 

 

經查資料無誤(依據援中港暫定重要濕地分

析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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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中港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複審會議

委員意見修正對照表 

⚫ 民國 108 年 9 月 20 日 

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許皓捷 

委員 

p.29 保育類 I 級、II 級、III 級是保育等級符

號，請勿用在本文中，文中請使用野生動物

保育法第 3 條之用詞。 

 

p.70 107 年臺南的水雉數量為 1284 隻，援中

港濕地 107 年數量為 42 隻，僅約臺南的 3%，

是否值得積極保育，有待商榷。 

 

 

 

 

 

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之應變層級分類標準請

審慎考慮，以期合理及可行。 

 

已調整修正。 

 

 

 

水雉常見於有浮水植物之水域環境，雖本濕

地觀察個體數少於臺南，密度也可能較低，

但該鳥種棲息地受到人為開發、污染等影響，

能夠生活的空間區位有限 (沒有臺南大面積

的菱角田，且區位較分散)；援中港濕地作為

高雄最大水雉棲地，現階段仍具有保育價值

及功能。 

 

謹遵照辦理，執行單位將慎重審視訂立之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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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郁文 

委員 

指標生物數量變化，須以科學方法為依據訂

立數量。 

 

計畫書寫作請符合報告書撰寫格式。 

 

報告中水質資料單位請補進。 

 

部份表格請加註年份資料。 

 

謹遵照辦理，將參考歷年調查資料訂立合宜

標準。 

 

已調整撰寫格式。 

 

已增補。 

 

已加註於表格內。 

 

內政部 

營建署 

有關濕地系統功能分區規劃，劃設原則分區

可將顏色說明刪除。 

 

計畫內「台灣」一詞請統一修正為「臺灣」；

「海茄冬」名詞請統一修正為「海茄苳」。 

 

 

請標明圖 7-2 之英文數字意義。 

 

計劃書中圖 9-1 建議修改如下： 

將圖等比例放大並將圖中分區文字放大以利

閱讀。圖例與分區圖標示不一致，且不易區

分分區範圍，可參考內政部核定保育利用計

畫書修正。分區範圍框線建議採內縮方式呈

現，避免與重要濕地或保育利用計畫範圍框

線重疊。 

 

 

已刪除。 

 

 

「台灣」一詞已統一修正；而「海茄冬」詞彙

寫法參照：2017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

為正式名稱，請再確認是否需要修正。 

 

已加註文字說明，請見 P.68。 

 

已修正圖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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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相關法規彙整提及「高雄市公園管理

自治條例」及「高雄市公園委託經營管理及

認養辦法」，請釐清與本濕地之關聯。如確有

關係，請於適當章節補充說明。 

 

計畫書第 28 頁有關潮汐分析部分，建請補充

潮汐對本濕地水文之影響。 

 

 

有關第伍章產業分析部分，建請以濕地範圍

所在位置為主，說明濕地範圍內是否有一二

級生產活動。 

 

第陸章，請附表說明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非都市土地使用地類別等各分區或用地別之

面積與比例。 

 

計劃書第 57 頁圖 6-3 重要濕地範圍標記顏色

請以營建署城鄉分署保育利用計畫製圖規定

表示。 

 

圖 4-5 請標示圖例及指南針。 

 

計劃書第玖章有關濕地功能分區規劃之劃設

範圍或區域建議能明確說明分區邊界，以利

現場管理時易於辨識。 

 

已刪除內容。 

 

 

 

 

考量該段落內容非保育利用計畫重點，僅為

呈現基礎收集數據(非分析)，因而刪除本章

節。 

 

已調整。 

 

 

 

濕地全域皆為「都市土地」，無法計算非都市

土地相關資料。 

 

 

已調整。 

 

 

 

已標示。 

 

已各自放大濕地東、西區圖示比例，並明述

分區界線之參考依據，請參見圖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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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書中第壹拾章，有關相關法令規定部分

如高雄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請敘明與濕地相

關性，建議其法規內容移至計畫書中第 12 頁

法規彙整表中。 

 

本案請確認緊急應變各層級主要統籌機關及

對應層級之權責機關，建議可參考「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再予

調整。 

 

計劃書第 97 頁分區管理規定中生態復育區

中第 3 項，建議明確界定受理申請之機關，

以利管理。 

 

計劃書中第壹拾章二、管理規定中內容，「得

為經主管機關」改為，「為經主管機關同意

得」；另一共同管理規定中第 3 點建議修正

為 依據濕地保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已刪除。 

 

 

 

 

已調整內容，請參見 P.103。 

 

 

 

 

已更改為「土地管理機關」，請參見 P.93-95。 

 

 

 

已修正措辭。 

 

 

 

 

高雄市政府 

水利局 

圖 6-1 已標示本計畫範圍土地權屬，惟圖面

比例太小，難以比對計畫範圍圖線與地籍套

疊之相對關係。 

 

已針對濕地東、西區各別將圖面比例放大，

以利判別邊界區劃。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 

107 頁緊急應變措施之各層級主要統籌機關

及對應層級之權責機關可參考已公告知保育

利用計畫，概述如下： 

已增加說明，請見 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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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經營管理單位→養護工程處→

相關權責單位→逕行處理 

第二級：經營管理單位→養護工程處→

相關權責單位→高雄市政府→逕行處理 

第三級：經營管理單位→養護工程處→

相關權責單位→高雄市政府→通報營建

署（緊急應變小組為各級應變單位組成） 

 

本計畫於公告及說明會後，再送高雄市政府

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審議委員

會審議。 

 

 

 

 

 

 

 

 

 

謹遵照辦理。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養護 

工程處 

本計畫書之內容及用語仍有部分需調整為

「市府角度」，請再修正。 

 

本計畫書請統一各章節文字敘述編碼階層型

式，中文為：壹、一、（一）、1、（1），英

文為：I、(I)、A、(A)、a、(a)。內文段落間文

字敘述之數字，敬請利用阿拉伯數字

(1);(2);(3)…表示。 

 

本計畫書內文請刪除文字底線、框線及底色。 

 

頁 1，一、第 1 段第 1 行「台內營字第

1080804530 號函」請修改為「（台內營字第

1080804530 號函）」；第 2 行「臨典寶溪旁

已修正。 

 

 

已重新調整。 

 

 

 

 

 

已刪除相關標示。 

 

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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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與梓官區交接」請修改為「臨典寶溪與梓官

區交界」。 

 

頁 1，一、第 2 段第 1 行「援中港重要濕地被

污水處理廠隔成東、西兩區」請修改為「援中

港重要濕地分為東、西二區，中間有座楠梓

污水處理廠」，「北邊隔著產業道路與典寶溪

南岸比鄰，其中」請刪除之；另文中「比」鄰

請修正為「毗」鄰；第 3 行「交通繁忙的」

字詞請刪除之。 

 

頁 1，二、第 2 段，請詳加說明納入濕地西區

東北、東南側計 2.2 公頃之道路預定地為保

育利用計畫範圍之考量及其必要性之理由。 

 

頁 2，圖 1-1 請刪除右方臺灣全圖，並修改排

版，放大援中港濕地範圍圖。 

 

頁 3，一、第 2 行「在環保團體協助高雄市政

府共同爭取下，將其中 30 公頃為劃設營造

為…」請修改為「環保團體建議高雄市政府

將其中 30 公頃劃設為…」；第 5 行「水生生

物資源之場域，另因園區開放，可作為…」修

改為「水生生物資源之場域及作為…」；第 6

行「濕地東區水源則來自於楠梓污水廠」修

改為「濕地東區水源則來自楠梓污水廠」。 

 

 

 

 

已修正。 

 

 

 

 

 

 

 

考量該用地原劃設依據及功能性，後經討論

已劃出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外。 

 

 

已更換圖示。 

 

 

已修正。 

 

 

 

 

 

 

 

 



援中港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民國 110 年 

168 

 

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頁 3，二、第 1 行「目前濕地東、西區…」請

刪除「目前」2 字。1.西區、2.西區、3.東區請

刪除框線。二、1.第 1 段內容與備註 1 不符，

請釐清。 

 

頁 4，第 1 段第 5 行「形成生物的廣大食場」

請刪除「廣大」2 字。2、第 2 行「龐大數量

凸顯於保育上的重要性，需確保長期之族群

數量維持穩定」請修改為「龐大數量凸顯保

育的重要性」。3、第 2 行「並於 102 年發現

族群量」請刪除「並於」2 字，「而自後續 104

至 107 年」請刪除「而自後續」；第 5 行「族

群數量有潛在持續生長（或維持穩定）的可

能性」請刪除之。 

 

頁 14，一、第 1 段第 2 行「軍方才向漁民…」

修改為「軍方向漁民…」。第 2 段第 1 行「濕

地範圍僅約 30 公頃」請明確寫出濕地面積；

第 2 行「預計規劃之海軍二代艦基地也保持

自然樣貌，其管制嚴密不易受干擾，現今更

成為鳥類（尤為水鳥）聚集地」請修改為「預

計規劃之海軍二代艦基地目前仍保持自然樣

貌，管制嚴密不易受干擾，是鳥類的聚集地」；

第 4 行「高雄市重要的『濕地生態綠廊』之

一」請修改為「高雄市濕地生態廊道之一環」；

第 5 行「周邊仍有後勁溪」刪除「仍」字。

已修正並確認內容。 

 

 

 

 

已修正。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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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二、（一）第 3 行「遇大雨有積水之情形」

請修改為「遇大雨偶有積水之情形」。 

 

頁 15，圖 4-1 圖例的三種黃色過於相近無法

區別，請修正。 

 

頁 16，（二）第 3 行「測站於資料期間」請

修改為「測站於 99 至 107 年」。 

 

頁 19，（一）第 1 段第 1 行「援中港重要濕

地整體位於…」刪除「整體」2 字。第 2 段第

4 行「加上西區早期本為魚塭養殖使用」此句

文字請刪除之。第 4 段第 3 行「西區則為

5000CMD」請修改為「西區則約 5000CMD」。 

 

頁 21，表 4-3 水口名稱欄位，排放口與出水

口請說明兩者之差異，若兩者同義，請統一

用詞，並於頁 25、26 一併修改。（二）第 1

段第 3 行「河口部分為感潮河段，感潮段長

約 7 公里」請修改為「河口上溯 7 公里為感

潮河段」，另此數據與頁 23 備註 2 有所出

入，請再釐清。 

 

頁 22，第 2 行「107 年固定每月對水質進行

監測結果，1-12 月典寶橋測站多屬於中度至

嚴重污染」請修改為「107 年每月水質監測結

果，全年度介於中度至嚴重污染」。 

 

 

 

資料來源(原圖層)呈現之顏色相近，尚無法進

行調整。 

 

已修改。 

 

 

已修正。 

 

 

 

 

 

已統一用詞並修改。 

 

 

 

 

 

 

 

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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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頁 23，圖 4-5，圖內援中港重要濕地位置有

誤請修正；圖標題請修改為「典寶溪流域水

系圖」；備註 2 之數據與頁 21 所表示有出

入，請再釐清。 

 

頁 24，第 1 段第 1 行「而援中港重要濕地東、

西兩區之間為高雄市楠梓污水處理廠，經過

協調規劃，目前是將處理過後的…」請修改

為「援中港重要濕地東、西兩區之間為高雄

市楠梓污水處理廠，其處理過後的…」；第 5

行「跟高雄市的自來水相比」請說明與自來

水相比之原因。第 2 段「在環境監測方面，

目前濕地每年皆測計共 12 個項目」請註明調

查的計畫名稱。 

 

頁 27，（三）地下水，此節請再評估是否有

其必要性，若無參考性，建議刪除。 

 

頁 29，第 4 行「其因為環境狀況不同，東區

淡水以水雉及鳥類為主，西區半鹹水則為紅

樹林及螃蟹（招潮蟹、陸蟹），亦成為高雄地

區獨特之濕地類型」請修改為「因為環境狀

況不同，東區淡水主要觀察到水雉及鳥類，

西區半鹹水則為紅樹林及螃蟹（招潮蟹、陸

蟹），使其成為高雄市獨特之濕地類型」。 

 

 

已修正調整。 

 

 

 

 

已調整內容。 

 

 

 

 

 

 

 

 

 

經評估後已刪除。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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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頁 32，（一）第 2 段第 1 行「臺灣紀錄在案

的招潮蟹共有 14 種」請確認是否目前已增加

為 15 種。（二）第 2 段第 4 行「其種類及數

量除顯示對各類鳥種之重要性」文字似有疑

義，請釐清。 

 

頁 33，第 1 段第 1 行「（水岸及水面上）」

請刪除之；第 5 行「主要提供中、小體型鳥

類陸域及水岸之使用空間」請修改為「主要

提供中、小體型鳥類使用」。第 2 段第 2 行

「棲息使用」請刪除「使用」2 字，「除在食

場的功能性…亞成鳥」請刪除之；第 3、4 行

請明確寫出年份及隻數。第 3 段第 4 行「影

響值得深究」請刪除之。 

 

頁 33，（三）、第 1 段第 2 行「可見近海…

仔稚魚」請修改為「可見近海魚類或海洋類

的仔稚魚隨潮汐水流進入濕地中，如花身鯻、

尖吻鱸、虱目魚等」。第 2 段第 4 行「但尚

可…長期追蹤」用詞請刪除之。 

 

頁 35，一、第 2 段第 1 行至第 3 行請修改為

「濕地其中一項明智利用項目可提供市民遊

憩功能。依統計數據顯示，106 及 107 年入園

人次分別為 15430 及 8932 人次，其中預約團

體人次約占總人次之 20-30%；其屬性以自由

參訪及導覽解說之比例最高（表 5-2）」，另

已修正。 

 

 

 

 

 

已調整修正。 

 

 

 

 

 

 

 

 

已修正。 

 

 

 

 

 

已修正內容。107 年參訪人次因夏季「降雨日

數增加」，影響遊客參訪意願而出現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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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請說明 107 年人數減少的理由；第 5 行「而

107 年…參訪的意願」此段文字敘述宜採市

府角度撰述，建議再修正，以符合保育利用

計畫之用。 

 

頁 37，表 5-3 請增加楠梓、梓官區的欄位，

並將各校依區域及校別排列；梓官國小地址

請刪除「位於」2 字。 

 

頁 37，二、（一）土地利用小節可詳細參考

其他保育利用計畫撰寫；第 6 行「近年則因

應…27.6 公頃」請修改為「近年因應新台 17

線開闢工程，濕地東區東北角劃出濕地範圍，

經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 3 月 20 日公告面積

為 27.6 公頃」。 

 

頁 38，（二）第 1 行「本濕地範圍所處之行

政區為高雄市楠梓區」請修改為「本濕地位

於高雄市楠梓區」。 

 

頁 39，II、第 1 段第 3 行「集散絕大部分蔬

果產品」請刪除之。 

 

頁 40-42，表 5-4 至表 5-8，表中數據資料請

依照年份從早至晚，由左至右排列。 

 

 

 

 

 

 

 

已調整。 

 

 

 

已參考修改。 

 

 

 

 

 

 

已修改。 

 

 

 

已刪除。 

 

 

已重新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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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頁 43，（三）第 1 段第 6 行「日治時期因『灣』

字筆劃繁複」請修改為「援中港灣日治時期

因『灣』字筆劃繁複」。第 2 段第 2 行「因

此居民便於…」請刪除「因此」2 字。 

 

頁 44-47，表 5-9 公告日期欄位請與本計畫書

表示方法統一。 

 

頁 49，表 5-10 行政區欄位「高雄市」請刪除

之。 

 

頁 54，一、（一）第 2 段，請詳加說明增加

濕地保育利用範圍之考量及其必要性之理

由。 

 

頁 55，圖 6-1 請調整版面使各地號及其範圍

清晰，以利閱讀。 

 

頁 56，圖 6-2 濕地位置不正確，請修正；資

料來源請修改為「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查

詢系統」。 

 

頁 58，表 6-1，（編號 1）第 4 行「並存放部

分棲地材料和工具」請修改為「並放置部分

棲地材料和工具」；（編號 3、4 及 5）第 2

行「並栓有鎖鍊」請修改為「並設有鎖鍊」；

（編號 6）請與其他欄位統一字體。 

已刪除。 

 

 

 

 

已統一格式。 

 

 

已刪除。 

 

 

考量該用地原劃設依據及功能性，後經討論

已劃出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外。 

 

 

已調整。 

 

 

已修改。 

 

 

 

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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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頁 66，圖 6-4，圖例請修改為「援中港重要濕

地範圍」。 

 

頁 67，第 1 段第 3 行「（預計）」及第 4 行

「（放流水）」請刪除之。第 2 段第 1 行「東

側鄰近高雄大學濕地（生態池）」請釐清此處

是否仍為濕地；第 4 行「而左楠區周邊」請

釐清正確名稱。第 3 段第 2 行「（用地）」

請刪除之。 

 

頁 69，一、第 4 行「（人工濕地）」請刪除

之；第 6 行「透過進水量調節營造不同類型

的生態樣貌（東區：淡水；西區：半鹹水）」

請修正為「透過進水量調節營造東區淡水，

西區半鹹水之不同類型生態樣貌」；第 7 行

「適合做為濕地規劃及生物科學之研究經營

場域」請說明具體可規劃及經營項目。二、文

字統一表示，請移除底色標記。 

 

頁 70，第 1 段第 2 行「水雉起源於 1865 年」

請修改為「1865 年」；第 3 行「在高雄大水

塘發現」請修改為「在高雄大水塘發現水雉」。

第 2 段第 4 行「但該鳥種生活習性…重要案

例。而」請刪除之；第 6 行「歷年調查數據」

修改為「歷年保育行動計畫調查數據」；「最

初 4 年（98-101 年）」修正為「98-101 年間

每年」；第 7 行「而 106 年調查」請刪除「而」

已修正。 

 

 

已修正。 

 

 

 

 

 

 

已修正說明。 

 

 

 

 

 

 

 

 

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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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字；第 8 行「則為歷年最高紀錄」請刪除「則」

字；「並成為目前」刪除「並成」2 字。 

 

頁 71，第 3、4 行括號內之「主要為」刪除

之；第 4 行「每年築巢…個體」修正為「每

年平均築巢數量有 6-9 巢之紀錄，並成長為

亞成鳥」；「若以孵化…維持穩定之可能性」

請刪除之。 

 

頁 72，表 7-1 請說明計算方式有平均及加總

的用意。 

 

頁 73，圖 7-2「援中港溼地公園」修改為「援

中港重要濕地公園」；圖例請重新安排位置，

避免混淆。第 1 行「水生植物：大萍」修改

為「水生植物如大萍」；第 2 行「數量多之

特性（隱密且分隔明顯）」修改為「數量多且

隱密，分隔明顯」；第 3、4 行括號內文字請

刪除之；第 5 行「且東區的…進行築巢」修

改為「且水雉目前僅能依賴大萍進行築巢」；

第 7 行「並需搭配…研究之價值」請刪除之。 

 

頁 74，第 1 段 2 行「推測受自然…資源，且」

刪除之；第 3 行「而東區部分…進行論述」

請刪除之。第 2 段第 1 行請確認目前臺灣紀

錄在案的招潮蟹種數；第 2 行「顯示其…較

高」請刪除之；「又以弧邊管招潮蟹」修改為

 

 

 

已修正。 

 

 

 

 

 

已增加說明文字於圖表下方。 

 

 

已修正。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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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其中以弧邊管招潮蟹」；第 3 行「而陸蟹…

其他蟹種之紀錄」請修改為「陸蟹則以兇狠

圓軸蟹（Cardisoma carnifex）為濕地主要棲息

物種（表 15-2）」；第 6 行「雖全台…調查

紀錄」請刪除之。 

 

頁 74，第 3 段第 1 行請寫出調查數據之計畫

名稱；第 2 行括號內「一洞穴一隻個體，」

請刪除之；第 4 行請說明兇狠圓軸蟹出現之

月份；第 5 行括弧內文字請刪除之；「若分

析歷年…整體規劃管理」請修改為「若分析

歷年紀錄，早期捉放各體數多，但 107 年相

較於 103 年之平均捉放各體數近乎下降一

半，應持續關注。」 

 

頁 75，表 7-2 請說明區域欄位，西區（320m）

及東區（284m）所代表意義。表 7-3 與頁 74

所提之主繁殖高峰時間，請再釐清；101 及

102 年納入次繁殖高峰及非繁殖高峰數據，

是否影響平均數及比較結果，請說明之。 

 

頁 77，課題一、1、第 1 行「重要的濕地教育

場域」修改為「重要的濕地教育場域之一」；

第 4 行「濕地位置…相對困難」請修改為「濕

地位置地處偏遠濱海地區，氣候夏季炎熱而

冬季冷冽，且園區硬體設施簡易，可提供休

憩、參觀及舉辦活動的空間有限，加上維護

 

 

 

 

 

 

已修正。 

 

 

 

 

 

 

 

 

已補充說明，請參考表格下方備註。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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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工作繁重，種種因素都不易招募志工長期駐

守，人力招募方面相對其他濕地園區較困

難」。2、(1)、第 3 行「雜林區可放任其自然

演替後成為部分鳥類」修改為「雜林區採自

然演替策略使其成為部分鳥類」；(2)、第 2

行「專案的操作」請刪除「的操作」3 字；(3)、

第 2 行「推廣課程」修改為「推廣活動」。 

 

頁 78，課題三、1、第 1 行「水雉作為…利用

之行為」修改為「水雉棲息與繁殖」；頁 79，

(3)、第 1 行「使其得維持…生長」修改為「維

持淡水生態環境，提供大萍等淡水性水生植

物生長」；第 4 行「後再依研究報告結果進

行調整」修改為「必要時將建議主管機關行

文楠梓污水處理廠維持放流水排入濕地東

區，以利水雉保育」。課題四、2、(1)、句尾

請增加「並通知本府農業局動物保護處進行

誘捕工作」。 

 

頁 80，課題五、1、第 1 行「由高雄市工務

局」修改為「本府工務局」。2、(5)、請說明

增加濕地保育利用範圍之考量及其必要性之

理由。 

 

頁 81，課題七、1、第 1 行「因長期受管制…，

加上」修改為「地處偏遠」；第 2 行括號內

 

 

 

 

 

 

 

 

已修改。 

 

 

 

 

 

 

 

 

 

 

已重新調整。 

 

 

 

 

已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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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文字刪除之；第 3 行「未來建議…社區參與」

此段較適宜於對策說明。 

 

頁 84，（二）、該內容應詳細說明具體作為。 

 

 

頁 85，本頁請刪除文字底線、東西區框線；

I、第 2 段、第 1 行「目前…生育使用」修改

為「目前為水雉之繁殖棲息地，提供作為覓

食、生育使用」；第 3 行「其環境隱蔽」刪

除「其」字，「未來將主要」刪除「未來將」；

第 4 行「而考量」刪除「而」字。第 3 段、

第 2 行「其生態」刪除「其」字、「且通道

狹窄使人類不易進入」請刪除之。II、第 1 段

括號內文字請刪除之。 

 

頁 86，第 3 段、第 4 行「得並行並重」修改

為「得雙管齊下」。III、西區請刪除之。 

 

頁 87，2、請確認「生復東」的範圍，土地地

籍請以「援中段地號 OOO 號」表示。 

 

頁 88，2、請確認「環教東」文字敘述之正確

性。 

 

頁 89，（三）請說明「作為濕地西區發展、

延伸之中心」的涵義。 

 

 

 

已說明於章節玖、二、(四)區段，請再確認內

容。 

 

已修正。 

 

 

 

 

 

 

 

 

 

已修正。 

 

 

已調整文字。 

 

 

已修正。 

 

 

已調整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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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頁 90，請新增各區「編號」欄位，「劃設區

域」欄位內容修改為該區所屬地號。管理目

標欄位「垃圾防範」請修改為「環境清潔維

護」；環境教育區、管理目標、第 7 行修改

為「發展親水休憩活動」；管理服務區、管理

目標請增加「建物之維護及修繕工作」項目。 

 

頁 92，表 9-2「編制代號」欄位請修改為「編

號」，「劃設區域」欄位請整欄刪除，另請重

新撰寫「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時間」，具體描

述可利用之設施、活動及行為等，請參考已

公告之保育利用計畫。 

 

頁 101，第 5 行「以深入…淨化能力」請修改

為「以調查本濕地水質之變化」。 

 

頁 116，請詳細說明經費概估表較初稿編列

多 2 倍以上的原因。 

 

已修改。 

 

 

 

 

 

 

已重新擬定表格內容。已重新調整明智利用

項目內容。 

 

 

 

 

已修改。 

 

 

經討論後已重新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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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中港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公開展覽

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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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高雄市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審議小

組」第 1 次會議 委員意見修正對照表 

⚫ 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 

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薛美莉 

委員 

 保育利用計畫範園可以只撰寫等同濕地

範圍即可，不需提列 106 年的報告。 

 Pl 保育利用計畫期程應獨立計畫年期。 

 P3-4 計畫目標應與對應課題相呼應。 

 

 

 文中敘述應盡量簡潔與本濕地相關，不

宜擴大範園。 

 本濕地東區與西區之水質不同，造成其

生態特色的差異，應為本案之執行目標。

建議計畫目標與課題相扣合，以利後續

推動。 

 計畫書中的圖表大都超過版面應再精

簡。 

 謹遵照辦理。 

 

 已修正章節段落，請見內文 P1。 

 感謝委員建議。已重新檢視計畫目標與

對應課題，請見內文 P3「章節貳、計畫

目標」、P62「章節捌、課題與對策」。 

 謹遵照辦理，已精簡相關段落描述。 

 

 感謝委員建議。濕地東區與西區水體差

異形成的獨特生態系確為本濕地重要價

值，已重新檢視研擬計畫目標、對應課

題及實施計畫，並於內文著重相關描述。 

 謹遵照辦理，已調整圖表版面。 

楊磊 

委員 

1. 援中港濕地也是極為特殊之人造濕地公

園，兼具許多功能，東西二區園區各有

特色，目前僅開放西區半鹹淡濕地給民

眾做為環境教育，建議也開放東區做有

限度的開放民眾做環境教育，水雉復育

成效之展示。 

2. 對於東區未來改善，建議應以如何強化

水雉之復育為主，例如楠梓污水處理廠

1. 感謝委員建議。目前僅於水雉繁殖季辦

理生態探索活動，未來將致力推動濕地

東區之水雉生態展示及環境教育。另計

畫結合污水處理廠申請環境教育場域認

證，納入水雉生態及水資源處理作為特

色之環境教育課程。 

2. 感謝委員建議。未來將持續專注濕地東

區之水雉族群概況，並與污水廠研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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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二級放流水再淨化改善措施（建構人工

濕地），以再去除水中重金屬，並改種植

菱角，以利於水雉之棲息。 

作相關復育措施之施行，於 5 年通盤檢

討時納入相關施行計畫。 

丁澈士 

委員 

1. 濕地水文研究調查是了解濕地生物多樣

性非常重要因子，建議編列或爭取預算

來做基礎資料建置，俾利生物多樣性之

依賴生存之研判。 

 

2. 在緊急應變措施中對氣候變遷議題或陣

雨或暴潮事件產生本濕地相互影響，要

提出更多之應變處理措施。 

1. 感謝委員建議。目前將致力持續監測濕

地水文變化，彙整建置基礎資料庫。相

關監測設備建置，如有適宜且符合未來

現況條件及保育目標之項目將納入實

施。 

2. 感謝委員建議。極端氣候對於濕地生態

之影響，將致力持續監測相關變化，因

應課題研擬對策，納入未來相關施行計

畫。 

王讚豐 

委員 

1. 本濕地對於課題一、七的探討，建議可

以參考台江國家公園用家園守護圈的概

念，結合附近社區與大學以中長程計畫

概念，建立家園守護圈，更能強化未來

保育利用計畫原則及明智利用的推動。 

1. 感謝委員建議。已重新審視濕地周邊社

區資源，研擬結合社區及教育單位納入

未來濕地經營管理之施行計畫，請見內

文 P62「章節捌、課題與對策」及有關章

節。 

內政部營建署 

城鄉發展分署 

1. 計劃書的摘要表建請補充公開展覽及公

展說明會之起迄時間。 

2. 計劃書第 15 頁圖 4-1 資料來源建議標示

至經濟部中央地質調質所即可。 

3. 有關第玖章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允許明

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一節， 

(1) 共通性意見如下： 

I. 有關：「維持援中港濕地從來使用

之行為」，建議明確規範允許從來

之使用行為，以利後續執法。 

1. 謹遵照辦理，已增補相關資料，請見「審

核摘要表」。 

2.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資料註記，請見

P15「圖 4-1」。 

3. 謹遵照辦理，已修正有關段落描述、標

題、圖表呈現及補充相關圖例與標誌說

明，請見內文 P79「表 10 2、援中港重要

濕地各功能分區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P72-74「圖 10-1、圖 10-2 及圖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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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II. 有關「其他經向中央或濕地主管機

關申請同意核准後，得施作生態、

水域環境相關之設備項目」，查濕

地保育法第 3 條規定地方級重要濕

地使用之許可為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權責，請修正相關文字。 

III. 表 9-1 之名稱宜修改為：濕地系統

功能分區劃設區域及管理目標。 

(2) 計劃書中圖 9-2、9-3，建議修改意

見如下： 

I. 圖 9-2 及 9-3，請標明圖例，並將指

南針縮小比例即可。 

II. 圖 9-2 中 A-F 點如要特別標示參考

界限，請標明座標或可參考之地標。 

III. 圖 9-2 中環境教育區分隔線標示方

式可參考內政部核定保育利用計畫

書修正。 

4. 有關第壹拾章濕地保育、復育、限制或

禁止行為、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一節，

（二）分區管理規定建議如下： 

(1) 環境教育區： 

I. 第 4 點：「除濕地主管機關及管理

或認養單位基於環境改善及生物棲

地營造所需外，任何對本區造成破

壞或有危害之虞的行為，應依法處

分。」前開文字為宣示性文字，請考

量是否適合放入濕地保育、復育、

 

 

 

 

 

 

 

 

 

 

 

 

 

 

 

 

 

4. 感謝委員建議，已重新審視並修正規定

內文，請見 P82-82「分區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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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理之規定

或措施之章節。 

II. 第 7 點：「園區周邊圍牆保持綠籬。」

應說明與濕地保育之相關連結性。 

(2) 管理服務區： 

I. 第 4 點：「為維護人身安全，禁

止……行為。」請確認本條規定與濕

地保育相關性。 

5. 有關第壹拾貳章，建議如下： 

(1) 緊急應變層級分類標準應有具體數

據，不宜以「小/大面積」、「少數」

或「大量」等模糊文字說明，將造成

後續應變層級難以判斷之情形。 

(2) 本案請確認緊急應變各層級主要統

籌機關及對應層級之權責機闕，建

議可參考「永安重要濕地（地方級）

保育利用計畫」再予調整。 

6. 公展說明會之會議紀錄應納入本案附錄

中。 

 

 

 

 

 

     

5. 感謝委員建議。已就 P91「第壹拾參章、

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內文規定，參考

「永安重要濕地 (地方級 )保育利用計

畫」，配合濕地現況予以重新修訂。 

 

 

 

 

6. 謹遵照辦理。已補充有關文件紀錄，請

見 P172「附錄七、援中港重要濕地(地方

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公開展覽地方

說明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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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高雄市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審議小

組」第 1 次會議 園藝工程科意見修正對照表 

⚫ 民國 109 年 8 月 11 日 

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養護工

程處園藝工程

科 

 本計畫書之文字內容排版請左右對齊。 

 本計畫書內文提及表格編號與附錄不相

符，請全冊檢視修正。 

 本計畫書內各圖表資料請更新至最新資

料。 

 本計畫書內文提及之污水廠排放水請統

一用詞「放流水」，另請統一修改用詞：

放流水「排放入」援中港濕地，並非承接

或引入。 

 動植物名錄學名應以斜體表示，請全文

檢視並修正。 

 頁 1，一、第 3 行「座標地理中心位置

為」修改為「地理中心位置座標為」。 

 頁 3，一、第 1 段第 3 行「經將其中 30

公頃」將經字刪除；第 7 行「濕地東區

水源來自…棲息環境」修改為「濕地東

區水源來自楠梓污水處理廠的放流水，

不受溪水感潮影響。」 

 頁 3，二、本小節撰寫方式宜調整，每一

點目標建議訂定標題，而後加以敘明；

一、（一）第 1 行「確保援中港濕地…」

修改為「維持援中港濕地…」；第 2 行

 已調整修正文字內容排版。 

 已重新檢視修正內文及相應表格、附錄

編號。 

 已更新內文敘述及各圖表資料至最新資

料。 

 已修正並統一用詞。 

 

 

 

 已修正學名表示格式。 

 

 已修正。 

 

 已修正。 

 

 

 

 

 已調整內文段落格式，並訂定標題，請

見 P3「二、本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目

標」。其餘內文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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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透過監測」修改為逗號；「提

供重要生物…生態功能」修改為「提供

重要生物-陸蟹、招潮蟹及水雉等穩定棲

地，也提供過境候鳥季節遷徙所需，維

持生態系統穩定及多樣性」。（二）第 1

行「強化濕地具備之」刪除「具備之」3

字；第 2 行「場域之定位」刪除之。（三）

第 1 行「串連濕地及周邊機關團體」修

改為「串連濕地及其周邊機關團體」；第

2 行「以結合在地民眾」修改為「並推動

在地民眾」，「促進未來保育利用計畫…」

修改為「讓濕地的利用能與在地社區充

分整合」。 

 頁 4，本頁內容與第柒章第二節多有重

複，建議刪除。 

 頁 14，一、第 1 段第 2 行「規劃為…場

域」修改為「規劃為紅樹林濕地公園，以

自然方式闢建，現作為…場域」；第 2 段

第 3 行「串聯周邊…一環」修改為「未

來可串聯周邊自然棲地，拓展物種棲息

地，肩負起本市生物多樣性之建構指標，

進而維護及保護可能受氣候變遷衝擊的

海岸環境」。 

 頁 15，圖 4-1，圖例的三種黃色過於相

近無法區別，請修正或加強標記本濕地

所屬地質，另圖例說明與頁 14 內文不相

符，請釐清。 

 

 

 

 

 

 

 

 

 

 

 

 

 

 僅遵照辦理，已刪除該段落內文。 

 

 已修正。 

 

 

 

 

 

 

 

 已修正圖例標示及對應內文敘述，請見

P13「圖 4-1」及 P12 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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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19，四、（一）第 1 段第 2 行「兩區。

典寶溪」、修改為逗號；第 3 段第 2 行

「典寶溪。由於」修改為逗號，「每日引

入大量」修改為「每日排入大量」；第 4

段第 2 行「兩區。排放口」修改為逗號。 

 頁 21，圖 4-4，入水口及出水口圖示顏

色太相近，建議使用可區隔之顏色。 

 頁 23，表 4-5，總磷項目是否符合標準

欄位似有誤繕，請釐清；總磷及懸浮固

體兩項請加粗體以凸顯不符標準。 

 

 頁 25，第 2 行「知悉典寶溪流域分佈」

修改為「查典寶溪流域分佈」。 

 頁 26，第 2 段「最高數值於 2 月、8 月

達 6.8」惟與頁 27 表 4-7 數據不符，請

釐清，另表內污染指數 6.8 為嚴重污染

或重度污染，請釐清。 

 頁 28，五、第 7 行「更凸顯出保護價值。」

修改為「更凸顯出保育及功能價值，」。 

 頁 29，本節內文提及表編號與附錄不符，

請修正；（二）第 3 段第 2 行「躍升」

錯別字誤繕，請修正；第 3 行「40 至 60

隻此一區間」修改為「40 至 60 隻區間」。 

 頁 30，（三）第 5 行「處理廠之放流水」

修改為「處理廠排入之放流水」；（五）

「陸域昆蟲資源」修改為「蝴蝶及蜻蜓

資源」。 

 已修正。 

 

 

 

 

 已調整圖示顏色，請見 P19「圖 4-4」。 

 

 經查該欄位標示無誤，已重新調整內文

敘述避免誤解，請見 P20 內文。另已針

對總磷及懸浮固體兩項目，調整文字格

式方便閱讀。 

 已修正。 

 

 正確敘述為「最高數值於 2 月、11 月達

6.8」、「嚴重污染」，已修正內文。 

 

 

 已修正。 

 

 已重新檢視，修正內文及提及表附錄編

號。其餘內文已修正。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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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31，圖 4-6，分布範圍應與濕地範圍

相同才切題。 

 頁 33，（二）「產業產業活動」誤繕的

「產業」刪除之。 

 頁 34，表 5-2 數據請更新到最新資訊，

本計畫其他圖表數據請一併檢視更新；

另表格標示不同項目間之分隔線以利閱

讀。 

 

 頁 37，（三）第 3 段第 5 行「資源匯整」

請全文統一用字「彙整」。 

 頁 38-41，表 5-5，「指定理由」欄位說

明文字排版請修改為靠左對齊。 

 頁 47，圖 6-1、圖中未出現國防部軍備

局土地，請刪除其圖例。 

 頁 53，三、第 1 段第 1 行「濕盟」為本

文第一次出現請表示全銜，第 2 行「定

位為生態公園」刪除之；表 6-4，表題修

改為「鄰近援中港濕地之教育單位」。 

 頁 54，四、第 1 段第 1 行「臺 17 線」修

改為「台 17 線」，請檢視全文並統一用

字；圖 6-4，請加註圖標以顯示各顏色線

條所代表之意義。 

 頁 55，一、第 1 段第 1 行「富涵豐富的

生態資源」修改為「生態資源豐富」；第

3 行「濱海植物做為主要構成」修改為

「濱海植物為主」；第 4 行「生物良好

 已修正圖表標示範圍，請見 P29「圖 4-

6」。 

 已修正。 

 

 僅遵照辦理。經查其最新資料為 108 年

10 月 22 日公告之「107 年度漁業統計年

報」，已更新及修改相關圖表數據，請見

P32-33「表 5-2、表 5-3 及表 5-4」及相

關內文。 

 已修正。 

 

 已修正文字排版。 

 

 已修正，請見 P45「圖 6-1」。 

 

 已修正。 

 

 

 

 已重新檢視全文，修正相關文字。另已

增加圖表圖例，請見 P52「圖 6-4」。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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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隱蔽和生活空間。」修改為「生物有良

好的隱蔽和生活空間，」。 

 頁 57，第 2 行「狀態。而針對」修改為

逗號；第 5 行「約為：5 月初」刪除冒

號；第 8 行「不僅能…據點」修改為「也

提供其他生物於廊道間移動及隱蔽的棲

所，更做為水雉族群復育擴散的據點」。 

 頁 59，第 1 段第 4 行「物種。而陸蟹」

修改為逗號；第 2 段第 5 行「農曆初十

六至初十八」刪除「初」二字；第 3 段

第 1 行「棲地與人類活動範圍高度重疊

等特性」請刪除之，第 3 行「推廣森川

里海」修改為「可作為推廣森川里海」。 

 頁 61，圖 7-3、圖標「水雉重點繁殖區

域」修改為「水雉繁殖區域」。 

 頁 64，課題四、標題刪除「評估」二字，

說明第 4 行「對濕地環境的影響」修改

為「對濕地環境產生影響」，同行「需加

以評估…措施」刪除之；對策、1.整段刪

除，2.第 2 行「並與…人為操作」刪除

之。 

 頁 65，課題五、說明第 2 行「觸及。且

濕地」修改為逗號；第 3 行「鄰近社面

臨」錯漏字請修正。 

 頁 66，課題六、說明第 2 行刪除「趁夜」

2 字；對策、2.第 2 行「野生動物飼養」

刪除之。 

 

 

 已修正。 

 

 

 

 

 已修正。 

 

 

 

 

 

 已修正，請見 P59「圖 7-3」。 

 

 已修正。 

 

 

 

 

 

 已修正。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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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68，一、（二）第 2 行刪除「強化」

二字「明智利用與管制」修改為「明智利

用與妥適管制」；（三）「串聯濕地…資

源」修改為「串聯周邊之自然文史資源

讓濕地的利用能與在地社區、學校及企

業等充分整合」。 

 頁 68，二、（一）、1.第 1 段第 3 行「同

時適合水、陸域昆蟲棲息」修改為「同時

適合水、陸域昆蟲棲息、食物鏈穩定」；

第 2 段第 2 行「水文系統。因此」修改

為逗號。 

 頁 69，2.第 2 行「經濟發展。並發揮」

修改為逗號；「高雄市」修改為「本市」；

第 5 行「全方位濕地功能」刪除「全方

位」3 字；3.整段修改為「遵循明智利用

精神，以援中港重要濕地豐富的環境教

育能量為基底，整合周邊生態熱點、地

方經濟產業及文史資產等資源，促進在

地連結，以此推廣濕地生態保育及復育

理念，進而落實其行為」。 

 頁 70，2、第 1 段第 3 行「容許環境教

育」修改為「容許推動環境教育」；第 2

段第 3 行「容許水域體驗」修改為「容

許推動水域體驗」，第 6 行「兩側施以

維護作業」修改為「兩側施以日常維護

作業」，第 7 行「需搭配」修改為「需

配合」；第 3 段第 3 行「棲地服務及環

 已修正。 

 

 

 

 

 

 已修正。 

 

 

 

 

 已修正。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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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修改為「棲地維護服務及推廣

環境教育」。 

 頁 74，圖 10-3、圖中未出現管理服務區，

請刪除其圖例。 

 頁 75，（一）、1、第 1 行「生態資源豐

富」修改為「生態資源條件」；3、(1)「進

行棲地營造」修改為「妥善棲地營造」。 

 頁 76，（二）、2、環教西（二）「管制

開放民眾參觀」刪除「開放」；3、(3)第

1 行「發展環境教育資源」修改為「運用

環境教育資源」，第 2 行「並設置…設

施」修改為「並設置符合明智利用原則

的環境教育與棲地維護之設施」，此段

文字於計畫書內多次出現，請全文檢視

並修改。 

 頁 77，（三）、第 1 行「輔助推廣濕地

環境教育」修改為「輔助濕地環境教育

推廣工作」，「效能。提供」修改為逗號；

1、第 2 行「生態觀察的教育」修改為「生

態觀察的活動」；3、(3)第 3 行「並設置

必要的」修改為「並設置符合明智利用

原則的」，「棲地維護設施」修改為「棲

地維護之設施」，此段文字於計畫書內

多次出現，請全文檢視並修改。。 

 頁 78，表 10-1、環境教育區及管理服務

區的管理目標欄位「必要的」修改為「符

合明智利用原則」。 

 

 

 已修正，請見 P71「圖 10-3」。 

 

 已修正。 

 

 

 已重新檢視全文，修正相關文字。 

 

 

 

 

 

 

 

 已重新檢視全文，修正相關文字。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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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79，表 10-2、生態復育區項目第 5 點

「用於園區維護管理使用之公物」修改

為「設施」；環境教育區項目第 5 點「防

護圍籬…前述設施」修改為「防護圍籬

等設施」；第 8 點修改為「其他經主管

機關核准之相關設施」。 

 頁 80，管理服務區項目第 5 點「防護圍

籬…前述設施」修改為「防護圍籬等設

施」；第 7 點「經主管機關同意」刪除

之；第 8 點修改為「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相關設施」。 

 頁 83，標題編號請依次為「壹、貳、…；

一、二、…；(一)、(二)…；1、2…；(1)、

(2)…」編排。 

 頁 84，環境教育區第 2 點「防護圍籬…

前述設施」修改為「防護圍籬等設施」；

第 4 點「允許民眾自由進出、攝影」修

改為「允許民眾參觀」。 

 頁 85，管理服務區第 2 點第 2 行「防護

圍籬…公物」修改為「防護圍籬等設施」；

第 4 點第 1 行「允許…休憩」修改為「允

許民眾參觀及遊憩」，第 2 行「騷擾野

生動植物」修改為「干擾野生動植物」，

第 4 行「民眾…不在此限」刪除之。 

 頁 91，一、第 1 段第 3 行「有關機關及

污染者」修改為「相關單位」。 

 已修正。 

 

 

 

 

 

 已修正。 

 

 

 

 

 已調整標題編號。 

 

 

 已修正。 

 

 

 

 已修正。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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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92-93，第一級刪除第 5 點，第二級刪

除第 5 點，第三級刪除第 5 及 6 點。 

 頁 97，刪除「六、採樣蒐證作業」整段。 

 頁 98，工作內容(4)「之異常現象」刪除

之。 

 頁 100，計畫目標第 3 行「串聯…作為本

計畫之目標」移到第 2 段；第 5 行「促

進未來…目標」修改為「促進未來保育

利用計畫方針及明智利用原則的推動，

作為本計畫之目標」。 

 頁 101，二、第 1 行「保育利用計畫為範

圍」刪除「為」字，備註請一併修正。 

 頁 107，表 16-2、「粗腿擬瘦招潮、麗彩

擬瘦招潮」缺漏字請補正。 

 

 

 頁 107-118，表格請標示單位（年度）。 

 頁 112，「鸕鶿、鸕鷀、鷿鷈、鸊鷉」等

中文名請確認正確名稱並統一用字，本

計畫書其餘相似處請一併修改。 

 頁 123，「戟葉菜欒藤」請確認其學名。 

 頁 124，白樹仔與沙盒樹間似有缺漏項

目，請釐清。 

 

 頁 131，水柳與魯花樹間似有缺漏項目，

請釐清。 

 已修正。 

 

 已刪除該段落內文。 

 已修正。 

 

 已修正並調整內文段落。 

 

 

 

 

 已修正。 

 

 經查招潮蟹有多種中文名，包含「蟹」字

的用法標準不一，已參照「林務局」及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線上查詢系

統，統一修正相關用法。 

 已修正。 

 已重新檢視全文，統一修正用字為「鸕

鷀」、「鸊鷉」。 

 

 已重新確認學名。 

 經查該欄位標示無缺漏項目，已重新調

整表格標示方式避免誤解，請見 P116

「表 16-8」。 

 經查該欄位標示無缺漏項目，已重新調

整表格標示方式避免誤解，請見 P116

「表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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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1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委

員意見修正對照表 

⚫ 民國 109 年 10 月 23 日 

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內政部重要濕

地審議小組第

1 次專案小組 

 整體建議 

 確認保育利用計畫內容正確性。 

 應定位污水處理廠於本濕地之角色，並

整合規劃污水處理廠、國防部等相關權

責單位之可利用資源。 

 

 

 

 

 

 

 應就濕地管理經營、環境教育、社區參

與等提出中長程願景。 

 

 一、課題與對策 

 考量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後續涉再生水建

設計畫，濕地水源規劃課題，建議整合

其水文條件、潮汐及水質等提出管理策

略。 

 

 

 

 

 

 

 

 二、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及管理規定、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其保 

     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理 

     之規定或措施 

 整體建議 

 已全文審視保育利用計畫內容正確性。 

 楠梓污水處理廠於本重要濕地之角色，

於生態保育上，為本重要濕地之「淡水

水源供給來源」；於環境教育推廣方面，

可串聯兩者之自然環境及人工場域設

施，此外「水資源處理與再利用於生物

棲地營造」可作為濕地東區環教推廣之

主要標的。相關規劃請參照 P104-P108

「壹拾肆、財務與實施計畫」內文。 

 已補充相關內容規劃。請參照 P104-P108

「壹拾肆、財務與實施計畫」內文。 

 

 一、課題與對策 

 經諮詢楠梓污水處理污水廠，目前及未

來並無相關再生水利用規劃。但為因應

及預防相關情勢若發生時之影響，仍需

加以分析規劃。已補充相關課題說明、

分析與對策內容。請參照 P68「課題五：

濕地水源的水量、水質異常對於生態保

育之影響」內文。相關管理策略規劃請

參照 P89「壹拾貳、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

理計畫」內文。 

 

二、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及管理規定、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其保 

     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理 

     之規定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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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環境教育區之管理目標建議加入濕地標

章及環境教育認證場域等目標，其允許

明智利用項目建議增列相關對應之環境

教育行為。 

 

 

 

 

 應強化「生態復育區」、「管理服務區」

及「環境教育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之

區別。 

 建議提出各功能分區之明確地形與地物

分界，以利後續執法時得以現場判別分

區。 

 

 計畫書第 75 頁，有關「管理服務區」再

細編為「管服西」似無必要，因服務區僅

有一處。 

 

 三、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 

    本濕地東區水源來自楠梓污水處理廠放

流水，西區水源來自典寶溪。 

 

 請確認本濕地之角色定位，如其具放流

水淨化功能，建議應評估其淨化成效，

並與處理廠、環保局合作提出系統性水

量規劃及對照系統具體水質監測計畫。 

 

 

 應評估就放流水水質、水量異常或典寶

溪水質水量不佳對濕地生態之影響，並

與污水處理廠及相關單位合作提出水資

源相關管理計畫及應變機制。 

 

 已補充相關內容。請參照 P74-83「壹拾、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允許明智利用項

目」內文。由於本重要濕地尚未取得環

境教育場域認證，相應環教設施、課程

及活動需逐步配合規劃建置。因此評估

後納入環教場域認證為其目標。濕地標

章認證待相關環教場域施行機制成熟後

再予以評估。 

 已重新審視相關內容。請參照 P82「表

10-2、援中港重要濕地各功能分區之允

許明智利用項目」內文。 

 已補充相關內容。請參照 P76-77「圖 10-

2」與「圖 10-3」備註內文，以及 P51「表

6-3、援中港重要濕地內部建築及設施現

況概述」。 

 已修正全文「管服西」用詞為「管服」。

請參照 P74-83「壹拾、濕地系統功能分

區及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內文。 

 

三、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 

 

 

 

 本重要濕地之角色定位為「具河口生物

多樣性棲地環境」之濕地公園，用以補

償因軍港開發所需之濕地生態棲地復

育，並提供環境教育推廣及休閒遊憩功

能。水資源淨化並非本重要濕地主要功

能及保育利用計畫執行目標範疇。 

 已補充相關內容。請參照 P89「壹拾貳、

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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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四、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各應變層級應提出應變小組召集人。 

 

 本案現為民間團體認養執行管理，第一

級應變措施經營管理單位是否得具公權

力逕行依法查處，請再審視；應變小組

召集單位須協調權責政府機關及公司企

業等，本案由受委辦執行單位擔任第一

級應變小組召集單位，請考量委辦執行

單位是否具有相關公權力。 

 本案濕地範圍小，且為市府公園用地，

濕地性質相對單純，建議應變層級級數

可依實際狀況調整。 

 緊急應變目的流程請參考已核定公告之

保育利用計畫之內容修正。 

 

 五、財務與實施計畫 

 有關營造與維護管理計畫部分： 

(1) 請強化本濕地之營造與維護管理計畫之

實施方式，並建議補充所需之濕地營造

經費說明。 

 

 

(2) 另污水處理廠流入水源鄰近東區濕地之

生態復育區，建議應評估其水質水量變

動對水雉生態復育之影響及相關因應。 

(3) 另建議比較分析歷年紅樹林之面積變

化，擬定相關紅樹林管理準則。 

 

 

 

 

 

 

 

 四、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已補充相關內容。請參照 P99-P101「四、

緊急應變處理措施」。 

 已重新審視，修正相關規劃。請參照 P99-

P101「四、緊急應變處理措施」。 

 

 

 

 

 

 已重新審視相關規劃。請參照 P99-P101

「四、緊急應變處理措施」。 

 

 已修正。請參照 P102-P103「六、緊急應

變及恢復措施流程」內文。 

 

 五、財務與實施計畫 

 已補充相關資料及說明。 

(1) 請參照 P104「(一)、援中港重要濕地營

造與維護管理計畫」內文及 P108「表 14-

1、援中港重要濕地保育利用實施計畫經

費概估表」備註說明。 

 

(2) 請參照 P105「(二)、援中港重要濕地生

態監測計畫」內文。 

 

(3) 已補充相關資料。請參照 P32「圖 4-6、

援中港重要濕地西區紅樹林樹種分布概

況」。由於歷年調查均並未針對各紅樹

林樹種分布進行記錄，故無相關面積變

化可參照。現行濕地西區之紅樹林林相

在歷年維護管理下維持穩定，因此以現

況各紅樹林樹種分布概況，作為後續施

行計畫有關紅樹林管理準則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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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4) 本濕地具淡水埤圳濕地及鹹水河口生態

濕地，目前係以功能分區劃分，後續有

關生態廊道規劃，宜注意其不同生態系

統之物種之互斥或互生關係。 

 

 濕地監測計畫除鳥類、蟹類及水質外，

建議增列具指標意義之水域生物，如藻

類。另表 14-1 建議補充水質監測費用說

明。 

 本濕地後續擬規劃與污水處理廠合作申

請環境教育場域，建議可將濕地淨化功

能納入環境教育素材，結合社區志工及

中小學參與環境教育推廣計畫，使環教

及濕地經營管理能與在地結合，爰建議

環境教育推廣計畫應強化相關說明，以

呼應計畫目標。另表 14-1 可列入相關市

府教育單位，以整合相關資源，共同推

動環境教育計畫。 

 

 六、其他應補充或修正事項 

 此濕地在高雄國土功能分區上屬於何分

區？因本濕地屬都市計畫之公園用地，

然其性質與一般都會公園有相當大之差

異，相關管制亦應有所區隔，不宜直接

採用一般公園用地管理規範。 

 

 

 

 

 

 

 

 

 

 

 

 

(4) 本保育利用計畫目標之一即為確保維持

西區為半鹹水河口生態系、東區為淡水

埤塘生態系之濕地現況。目前並無相關

建置生態廊道連通東、西兩區，改變濕

地水文及生物相現況之規劃。 

 請參照 P105「(二)、援中港重要濕地生

態監測計畫」內文及 P108「表 14-1、援

中港重要濕地保育利用實施計畫經費概

估表」備註說明。 

 已補充相關內容規劃。請參照 P106

「(三)、援中港重要濕地環境教育推廣計

畫」內文及 P108「表 14-1、援中港重要

濕地保育利用實施計畫經費概估表」備

註說明。 

 

 

 

 

 

 六、其他應補充或修正事項 

 經查 109 年「高雄市國土計畫 (草案)」，

本重要濕地範圍在功能分區上屬於「城

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另本濕地雖屬都

市計畫之公園用地，採用公園用地管理

規範，但在現行管制規定上有別於一般

公園，除濕地全區範圍設置圍籬區隔外，

並施行部分時段、分區開放及預約人數

總量管制等措施，兼顧生態保育與休閒

遊憩之濕地服務功能。此外相關管理規

定之變更涉及地方政府法令限制及審議

修正，故審視後仍採維持現況之一般公

園用地管理規範的基礎上，依濕地保育

法及保育利用計畫規範內容進行管制及

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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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重要生態物種凶狠圓軸蟹由 103~107 年

資料顯示族群下降一半，有無特定原

因？可否經由經營管理方式排除？ 

 

 

 

 

 

 

 

 

 

 

 

 

 

 

 

 

 基本資料的正確性及周延性可再強化。

例：部分數據不合理的釐清或說明；適

當補充人口相關資訊，如：組織、變遷

等；重要物種的歷年變遷及可能影響因

子的關係說明。 

 

 

 

 本濕地潮差多大？鹽度分布及變化如

何？ 

 

 

 

 

 

 

 

 重要生物凶狠圓軸蟹族群下降原因，除

因各年度調查天數及日期落點差異導致

平均值偏差外(因陸蟹釋幼有其高峰期，

若調查天數涵蓋非高峰期，易使平均值

下降)，主要為陸蟹降海釋幼期間，離開

濕地範圍後常遭遇人為捕捉，用以作為

魚類餌料或食用，此外雖為數不多，但

亦有路殺現象，詳細說明請參照 P66「課

題二：減少人為對陸蟹族群之危害」內

文。其相關經營管理對策，除於管理規

定章節中所提及，於釋幼期間進行志工

巡護外，辦理相應之調查監測、生態觀

察等環教活動亦可降低人為危害之影

響。但因其並非屬保育類動物，釋幼地

點亦涉及交通要道等非濕地管制範圍，

因此對應民眾時僅能採取勸導方式，並

無絕對強制力杜絕相關行為。 

 已全文審視保育利用計畫內容正確性，

並補充相關內容。人口相關資訊請參照

P34-P47「伍、當地社會、經濟之調查及

分析」章節內文；重要物種歷年變遷及

可能影響因子說明請參照 P57-P64「柒、

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

價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及 P65-P70「捌、

課題與對策」章節內文。 

 已補充相關資料。潮差變化請參照 P22

內文。本濕地僅西區水體與典寶溪有自

然感潮交換，故水位隨潮汐升降的現象

主要見於西區。其潮差最大可達 1 公尺；

鹽度分布及變化歷年僅在本濕地入水

口、出水口進行監測，其數據請參照 P24-

P25「表 4-6、援中港重要濕地之水質監

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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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軍港闢建工程對濕地影響，建議對各項

工程施作情況之影響評估及工程如何減

緩對濕地衝擊之說明。另軍港未來營運

對濕地造成的影響評估，建請補充說明。 

 計畫書第 1 頁，二、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文字，建議修正為「本保育利用計畫範

圍同內政部 108 年 3 月 20 日公告之『援

中港暫定重要濕地』範圍，面積為 27.6

公頃 (圖 1-1)」。 

 計畫書第 8 頁，圖 3-1、上位計畫示意

圖，宜將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列入，並

對高雄市區域計畫與全國區域計畫位階

關係修正更明確，建議適當納入上位計

畫之相關補充說明。 

 計畫書第 10 頁，三、相關法規研析，建

議補充相關法規及計畫示意圖。 

 

 計畫書第 21 頁，表 4-5，「西區入水口」

及第 22 頁，「東區排放口」，建議說詞

一致。 

 計畫書第 23 頁，「備註 3：環保局每月

水質監測結果於次月 25 日公布結果。」

建議可將文字放入內文中。 

 計畫書第 41 頁，表 5-6、援中港重要濕

地周邊廟宇一覽，為楠梓區，計畫書第

42 頁，圖 5-3、援中港重要濕地周邊廟

宇分布，為楠梓區與梓官區，建議圖表

所提及範圍一致。 

 計畫書第 46 頁，表 4-6，「都市土地」

建議修正為「都市計畫區」。 

 

 計畫書第 54 頁，第二段文字最後一行文

字，「全臺大普查中，包括高雄、屏東、

嘉義…」，請補上臺南。 

 已補充相關資料內容。請參照 P67「課題

四：都市發展及軍港闢建對於生態保育

之影響」內文。 

 

 已修正。請參照 P1「二、保育利用計畫

範圍」內文。 

 

 

 

 已修正示意圖並補充相關資料內容。請

參照 P9「圖 3-1、上位計畫示意圍」及

P4「表 3-1、上位計畫綜合整理分析」內

文。 

 

 已補充相關示意圖。請參照 P11「圖 3-

2、相關計畫示意圍」及 P13「圖 3-3、相

關法規示意圖」。 

 已修正，全文「排放口」統一用詞為「入

水口」。 

 

 已調整相關敘述。請參照 P27 內文。 

 

 

 已修正相關圖表提及範圍與內容。請參

照 P45「表 5-6、援中港重要濕地周邊廟

宇一覽」及 P46「圖 5-3、援中港重要濕

地周邊廟宇分布」。 

 

 已修正全文「都市土地」用詞為「都市計

畫區」。請參照 P50「表 6-2、援中港重

要濕地土地使用分區」。 

 已補充相關敘述。請參照 P58 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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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計畫書第 58 頁，表 7-3，請補充 104-106

年及 108 年陸蟹降海繁殖調查紀錄。另

建議補充凶狠圓軸蟹降海移動圖示，以

利後續規劃相關交通管制協調作業或營

造陸蟹降海之生態廊道。 

 

 

 

 

 

 計畫書的附錄二，表 16-2 蟹類資源名錄

共列出蟹類 42 種，從 98 年有資料以來，

每年發現物種各有 20 種以上，但最近的

107 年只有 7 種，是否有相關環境變化

影響或是調查方式改變，請說明。 

 

 簡報第 13 頁，所附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

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以楠梓污水廠

放流水水質檢測數據，僅總磷尚無法滿

足其標準 (＜2mg/l)，其原因為依環保署

放流水標準，尚未管制總磷濃度，爰污

水廠並未設計除磷處理單元，如訂相關

濕地水質標準，是否參考現行放流水標

準相關規定。 

 已補充各年度相關觀測紀錄及示意圖。

觀測紀錄請參照 P62「表 7-3、援中港重

要濕地：陸蟹降海繁殖調查紀錄」內文。

106 年因經費考量，當年度並無執行陸

蟹繁殖調查；104 至 105 及 108 年之中

央補助計畫內並陸蟹調查工作項目，由

執行單位台灣濕地保護聯盟提供相關觀

測資料。陸蟹降海移動示意圖請參照

P63「圖 7-3、援中港重要濕地西區：陸

蟹夜間降海釋幼繁殖路線示意圖」。 

 表 16-2特定年度之物種較往年減少之原

因，乃由於自 107 年起因經費考量，並

未執行招潮蟹及水棲蟹類相關調查，缺

乏紀錄可確認該物種是否仍有棲息，因

此表格中僅呈現當年度有調查到之物

種。 

 已重新審視相關標準訂定。請參照 P95

「表 12-2、援中港重要濕地內水質概況

及建議標準」及備註內文。評估後「總

磷」項目以「近 5 年監測資料現值」作

為其管理標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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