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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電視新聞報導 
 

 
 
    本次大會經有線電視、無線電視及平面媒體為密集宣傳曝光，並準備新聞稿，藉由

媒體報導大會資訊使本次活動辦理成果透過媒體傳播予大眾，增加地教育宣傳效益，10

月 23 日、24 日電視新聞(八大、民視)播出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相關報導，採訪相關成

果所示： 

    在廣告部分，從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23 日，於八大有電視臺密集播放，廣告內容首

先幾個人拿著望遠鏡在地賞鳥，此地點為臺北縣八里左岸的無尾港地，畫面中的拿著望

遠鏡尋找鳥兒畫面並配上輕鬆的音樂，轉場效果為地中，鳥兒覓食及振翅飛起的畫面，

此時配上字幕「當鳥兒遇上濕地，自在飛翔」，轉場效果是螃蟹從沙子裡探出頭，爬出

來，然後堆螃蟹在沙灘上橫著走，此時配上字幕「當螃蟹遇上濕地，來去自如」，接著

畫面出現一對男女生沿著地旁騎著單車，表現非常輕鬆的樣子，畫面上出現字幕「當我

們遇上濕地，無限美好」，在以上畫面介紹濕地的美好後，出現轉場效果，利用影片特

效快速將國際級濕地、國家級濕地、地方級濕地的相片相互交疊呈現的畫面，並在下方

出現「亞洲濕地，連結全球」及「Asian  Wetlands, Global Position」的文字，最後

畫面特效轉場出現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WS)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的時間與地點並在下

方有內政部營建署 LOGO，並配合文字「邀請您共同參與」結束畫面。 

    在新聞報導部分，10 月 22 日與 10 月 23 日中午及晚間的新聞播放約 2 分鐘的新聞

採訪畫面，主播為八大電視臺石怡潔主播及許淳茗主播，新聞內容首先說明現在正是候

鳥來臺期間，最好的觀賞鳥類地點為濕地，但臺灣的地面臨人為破壞及陸化的危機，讓

生態失衡，接著介紹濕地保育現況，畫面下方出現「臺灣 75 濕地，吸引候鳥落角」的

文字，隨後報導亞洲濕地大會的相關訊息，並對營建署葉署長作一段簡短訪問，葉署長

表示：「濕地有一定的定義，比如說不管它是永久的或臨時的；自然的或是人工的；不

管是鹽水或是淡水；泥沼地或泥灘地；在低潮線 6 公尺以下的，全部都是濕地」。上開

電視新聞媒體執行全國性濕地報導對於濕地宣導，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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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播電臺報導 
   臺北市野鳥學會公關官美慈小姐於 10 月 03 日至教育廣播電臺『寶島綠野仙蹤』節

目宣傳濕地大會活動事宜。且於 10 月 14 日與中央廣播電臺『活力臺灣』節目對劉新白

理事長進行 20 分鐘專訪。而警廣電臺也於節目中場住持人口述方式宣傳大會活動，在

濕地大會舉辦前，連續宣傳五天。 

    錄音口稿初稿：濕地是水域與陸域環境的過渡地帶，卻孕多樣化的生物，是魚類、

鳥類、植物、水棲昆蟲之棲息場所。目前在生態保育議題上，濕地議題頗受重視與關注，

生態意義上具有重要功能，不再認為是荒廢無用之地。由內政部營建署主辦 2008 國際

濕地科學家學會「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將於 10 月 23、24 日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

心舉辦。期間將針對濕地文化、濕地復育、濕地經營與社區參與等議題，邀請國內外相

關學者進行座談。大會現場將有臺灣濕地相關資料、影片的展現，歡迎您的參與。活動

報名請上內政部營建署網站查詢，或來電臺北市野鳥學會 02-23259190 洽詢。 

    濕地大會舉辦完畢後，中央廣播電臺(By RTI Radio Station)也對大會以英文口語

方式報導本次活動，敘述在臺北舉辦亞洲第一屆濕地大會，並提到臺灣目前設置 75 處

濕地，及臺灣希望成為國際拉姆薩公約組織的成員，詳細英文口語如下： 

 

International wetlands conservation convention kicks off 
(國際濕地大會在臺舉行) 

 

A major wetlands conservation meeting is 
underway in Taipei. It's the first Asian chapter 
meeting for the 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首次在臺北舉行的
首屆亞洲濕地大會。 

 
So far, Taiwan has designated 75 national 

wetland areas. Together they make up more 
than one percent of Taiwan's topography. 
President Ma Ying-jeou said in a 
congratulatory message that he hopes Taiwan 
can soon become a signatory of the Ramsar 
Convention.  

臺灣目前共劃設了 75 處國家重要濕
地，總佔地超過臺灣國土的 1﹪。馬英九總
統在賀詞中表示，希望臺灣能夠成為國際濕
地公約（Ramsar Convention）成員之一。 

 
The convention is a treaty signed in Iran in 

1971, in which countries pledge to work toward 
conserving wetlands. The convention covers more than 1,700 wetland sites around the world 
that total about 1.5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in area.  
濕地公約是 1971 年在伊朗簽署，會中的成員以濕地保育為宗旨。公約中所涵蓋的全球

重要濕地超過 1700 處，總佔地超過 150 萬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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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站報導 

(1)國際濕地科學家網站報導 
國際濕地科學家將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的訊息公布於首頁，並將亞洲濕地大會所發

表之「亞洲濕地臺北宣言」全文提供閱覽，網頁內並將濕地大會訊息摘要論述，藉此宣

達亞洲濕地大會之成果，此舉預計全球將有 7000 人次點閱，藉由國際網路轉載曝光，

將讓全世界知悉我國在濕地復育、保育及教育研究上已臻至國際水準。 

 

(2)國際濕地科學家亞洲分會網站報導 
國際濕地科學家亞洲分會也將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的訊息公布於新聞頁，並將亞洲

濕地大會所發表之「亞洲濕地臺北宣言」全文提供閱覽並下載，網頁內並將地大會訊息

摘要論述，宣達亞洲濕地大會之成果於亞洲各濕地濕地科學家會員知悉，亞洲分會會長

Prof.Isidro T.Savillo 也以告知亞洲各會員登錄亞洲分會網站瀏覽本次大會成果，並

藉由國際網路轉載曝光，將讓亞洲國家了解臺灣本次濕地大會的成果。 

 

(3) 濕地之友網站報導 
國際享譽盛名命的濕地之友網站，也詳述本次大會，除了列舉本次參與之重要人

物外，並將大會所發表之「亞洲濕地臺北宣言」全文提供閱覽並下載，並檢要訊息摘

要論述，其內容如下： 
New 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 Asia Chapter: Latest News 
First SWS Asia Chapter Asian Wetland Convention and Workshop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t 

NTUHICC, Taipei, Taiwan on Oct 23- 26, 2008. Taipei Declaration on Asian Wetlands is a major output of the 
Convention, which can be downloaded from here. 

Awardees Announcement in the Convention: During the 2008 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 (SWS) Asia 
Chapter's First Asian Wetland Convention and Workshop in Taipei, Taiwan, there were Seven recipients for 
the National Important Wetland Awards for Certificate of Honorable Advisors as follows: Dr. Peter 
Bridgewater - 2003- 2007 Secretary- General, RAMSAR; Mr. Mamunul Hoque Khan- Program Officer,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P Bangladesh; Ms. Reiko Nakamura- Secretary- General, 
Ramsar Center Japan; Ms. Rosa Montanez- Executive Director, Ramsar Regional Center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on Wetland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CREHO); Dr. Patrick Megonigal- SWS President 
2007-2008 and Signatory for the MoU between SWS and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Interior, Taiwan; Dr. Christopher Craft- SWS President 2008-2009 and Prof. Isidro T. Savillo, Regional 
President, SWS Asia Chapter, 2005 - present. 

Taiwan's Wetland Conservation Honorable Advisor Citation: This Majestic Title of the Taiwan's Wetland 
Conservation Honorable Advisor is given to Prof. Isidro T. Savillo for his exemplary achievements in 
wetlands as the Regional President of the 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 Asia Chapter since the year 2005. Prof. 
Savillo leads th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of wetlands with the beauty of innovative craftsmanship and 
concept as well as helps Taiwan's wetland flourish. 

  

圖 1 圖 2 圖 3 

圖 1 國際濕地科學家 

    學會網站 

圖 2國際濕地科學家 

    學會亞洲分會網站 

圖 3濕地之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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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視新聞網站報導 
10 月 23 日民視新聞報導，並於網站

刊登新聞內容：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 23 日

正式登場，總共 11 個國家參加，光是國內

就有 580 多位學者專家一起為濕地的復育

和維護把關，根據統計，濕地不但有多樣

的生態，每年更創造 15 兆美金的產值。火

車在鐵橋上慢慢推進，一大面濕地上有潺

潺流水，還有滿滿的水生動植物，不過您

知道嗎?濕地不但美麗，還大有功能。為了

保護濕地，營建署一口氣宣布 75 塊國家級

濕地，還把今年訂為濕地年。下次經過濕

地，可別以為只是塊爛泥巴，蹲下來仔細

看，裡面可是有滿滿的生態資源。 

 

(5)臺灣環境資訊中心網站 
第一屆亞洲地大會 各國專家齊聚臺灣 「亞洲濕地連結全球 跨界合作採取行動」 
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今(23)明兩日於臺北舉辦，邀請全球知名學者專家及聯合國官

員，以「Asian Wetlands，Global Position」(亞洲濕地、連結全球)為主題共同探討

全球濕地保育議題，吸引近 500 人報名參加。受邀貴賓之一，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前會

長 Patrick Megonigal 博士指出，相信本次和亞洲其他國家研商管理議題可供世界納入

參考，並透過亞洲國家彼此和其他地區的合作方式，將有助於持續了解濕地價值，並研

擬管理對策。 

目前臺灣擁有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公部門與非政府組織近年來在地管理上均累積

許多經驗，因此大會以濕地生態與經濟、濕地復育與技術、濕地經營與管理、全球及地

方社區參與及教育等主題進行研討。主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署長葉世文強調，今年為國

際濕地年，期待藉由本次大會連結全球，讓世界了解臺灣的努力，並學習國際的經驗。 

此次為首度於亞洲舉辦的濕地大會，籌備之初即獲各界期盼。主辦單位預計於第二

天大會尾聲提出「亞洲濕地保育宣言」，強調「亞洲濕地、連結全球、共同危機、立即

行動」，跨越國與國間的界線，以「健康濕地、健康經濟」、「良好之濕地管理係建立在

健全濕地科學研究上」、「濕地保護需要國際合作」、「地方行動涉及所有相關人士之利益」

等四項行動，扭轉亞洲濕地在面臨人類開發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包括入侵種、工業排放

之污染物、與氣候變遷。 

此外，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與內政部營建署亦將簽署「2008-2009 年區域行動計畫

(RSPA)備忘錄」，以「亞洲濕地宣言」為基礎，短期目標計畫將透過研討講習、安排人

員互訪訓練，並推動成立臺灣濕地學會、同時建立及整合全國地資源之平臺基礎，發展

臺灣濕地保育及教育環境；長期則以建立亞洲濕地保育之區域性行動計畫聯盟為目標，

建立亞洲濕地發展中心之軟硬體設施及管理機制，加強跨領域之科學合作長期平臺，以

持續推動亞太地區濕地相關活動之合作。 

本次大會除兩天研討會、論壇外，並分至臺北關渡自然公園及臺南七股潟湖，安排

國家重要濕地參訪及工作坊，與城市導覽。26 日上午祐生基金會亦辦理一場由濕地科學

家學會亞洲分會主席 Prof. Isidro T. Savillo 主講的「Asian Wetlands Global 

Position」專題演講。此為 2005 年國際地科學家學會亞洲委員會成立後，在臺舉辦第

一屆亞洲地大會，因此備受國內地保育與教育之各領域相關人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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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永續公共工程網站專題報導 

  展現濕地「荒蕪經濟力」的新視野──2008 第一屆亞洲濕地大會報導  

作者：廖靜蕙、周肇萱   

漢人文化中，一向視濕地為荒地，總認為要填土造陸才有使用價值；事實上，濕

地具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以及防洪疏濬、提供生物多樣性棲地環境等功能，不僅自來受

到 生態學界的推崇，近來許多業界也開始發現並發展濕地的多項功能，以提昇人力、

物力與經濟上的效益。2008 年 10 月「2008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第一屆 亞洲濕地

大會」在台灣舉行，此次大會邀請來自全球包括日本、香港、印度、孟加拉、菲律賓、

英國及美國在內等 11 國專家學者，亦出席分享諸多寶貴的案例經 驗；本次大會主題

為「亞洲濕地，連結全球（Asian Wetlands, Global Position）」，點出亞洲濕地處

於工業與農耕夾縫中的艱困處境，也提供濕地於現代社會中的新價值，作為重新檢視

人與濕地關係的開端，這對於尚未加入 拉姆薩公約（Ramsar Convention）簽約國的

台灣，得因此增加與國際濕地科學家交流的機會，著實難能可貴。 

大會除了於 23、24 日舉辦研討會，也另安排參訪台北關渡自然公園和台南七股

潟湖，及進行工作坊。研討會共有聯合國 4位官員、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s, SWS）12 個國家參與，以及 68 篇論文發表。研討會結束前，所

有與會人士共同發表「亞洲濕地台北宣言（草案）」，針對亞洲濕地面臨的共同危機呼

籲立即行動。 

有別於以往單一物種保育的觀念，濕地被視為一個網絡，將水資源、鳥類、紅樹

林保育等，一併思考。濕地帶來物種多樣性以及豐富的水資源， 此外，除了生態性

的功能，濕地更具有生態旅遊、環境教育、洪氾管制、降低二氧化碳及溫室效應氣體

等功能。然而，人類過去由於經濟開發而喪失許多天然濕地， 如今世界各國多已積

極著手復育自然濕地或建造維繫「人工濕地」；廣義的人工濕地甚至包括生活中常見

的魚池、埤塘、水稻田等。德國「氣候、環境與能源研究中 心」主席 Ernst Ulrich von 

Weizsacker 在《四倍數》一書中提到：有效運用自然資源，能使資源有機會產生四倍

的效應；同樣的，生活產業中的濕地，除了提供經濟功能外，若能善 用其特性達於

淨化水質、蓄水防洪等功能，不僅可大幅降低國家治水預算，也可省下另闢人工濕地

的費用。 

 

為節能減碳 復育一方濕地  

著眼於此，不僅國際間，台灣近年來也不斷精進人工濕地的施作與技術。一手促

成此次大會在台舉辦的中華大學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學系教授方偉達，在其論文中針

對 桃園多埤塘地區 100 年來的溫度紀錄加以分析，研究顯示，此地溫度有往下降的

趨勢；反觀台北、新竹等都會城市氣溫表現，則接近世界主要城市變化趨勢。在其 他

相關研究報告中，也都顯示「濕地在減少暖化的功能與角色上，其重要性日益受到重

視」；顯見濕地在改善微氣候、熱環境的價值上，尚待更多的研究發現。 

方偉達認為，人工方式運用在濕地上，可以達到相當重要的功能。脆弱的濕地復

育需要人為力量加入，以永續生態的工程營造濕地，並且不單是為了淨化水源，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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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染問題，人工濕地兼具生態、休閒、環境教育解說等功能不容輕忽。台灣水稻田

被視為最重要的濕地資源，在全球溫室效應緊張時，它反向地具有溫度下降的效果。 

輔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助理教授鄒佩珊，則進一步針對濕地在淨化水質

的功效上說明，人工濕地可以作為一種低成本、省能源、容易操作、且兼具生態保育

及 景觀價值的廢水處理程序，因此在國內及全球的數目及廢水處理量，預期會逐年

增加。雖然重金屬不易被生物降解，但透過濕地植物、土壤、微生物等共同作用，可 

有效吸收或穩定重金屬，降低其毒性。於是他便調查高屏溪口的濕地植物，發現不同

重金屬會附著在不同的濕地植物根部、葉部，甚至是濕地土壤中。 

 

當人們撿起被遺忘的寶物  

擁有多重功能的濕地，如何真正應用在人類生活中？研討會中，和台灣有相似環

境背景的香港提供的案例格外引起我們的好奇。隔著一片海洋，令人難以想像人煙雜 

沓、高樓林立的香港竟有近 40%的土地屬於保育區或郊野公園，SWS 香港暨中國分會

會長劉信信表示，這些曾被遺忘的寶物，如今卻為社會帶來不少商機。例如 專營生

態旅遊的公司，或是從事環境保育的人才，譬如生態調查員、生態導賞員、環境評審

員等，均機會處處，大受市場歡迎。 

而日本海岸復育的成 功案例，或可為人工濕地復育海岸的功能下註腳。日本國

土研究所古川惠太博士（Dr. Keita Furukawa）帶來令人驚豔的案例，為開發所苦，

日本沿海的濕地漸漸凋零，但海底下仍有豐沛生命在流動，古川惠太希望為人類提供

一種明智開發的方案， 「如果這些能為海岸帶來生機，人們能在這裡釣魚，營造一

些生活樂趣」。 

於是，古川惠太運用將潮間帶加以緩坡化的方式，營造一個貝蟹魚蝦水草 的棲

地，連帶地也成為環境教育與遊憩的場所。他們先在海中建設一個斜的堤防，將一些

比較乾淨的沙子慢慢地從高到低平鋪覆蓋在堤防與海岸之間。「雖然我們做 出的人工

潟湖，跟實際的潟湖相比，人工造的潟湖實在是不太好看，但透過人工潟湖的方式是

能夠使海底生物增加的。」研究人員發現，減緩海岸潮間帶土地坡度 後，環境衝擊

也因此獲得控制，使得海草得以增生，生物種類增加，也形成了人類得以休憩期間的

好環境；濕地看似一汪池水，但對古川來說卻具有多重意義，他表 示，日本的孩子

很愛和水中的生物親近，倘若在城市中建築一方濕地，就會對更多人有好處。 

 

初露曙光 卻仍危機重重的濕地復育工程  

不過，看似遠景大好的濕地，卻在從「開發」的新生與摧毀中載浮載沉。以台灣

為例，台灣西岸積極開發之後，天然濕地幾乎已不復見，2007 年雖評選出 75 處國 家

重要濕地資產，仍有濕地囿於地方以發展經濟為由而強行阻擋，在台灣漸趨嚴峻的環

境下，更添雪霜。對此，學者提出不少解決方案，強調不斷地溝通討論，加強 環境

教育，都能避免因為衝突造成濕地議題的邊緣化。 

例如香港，便發展完善的補償機制。香港開發速度與需求緊迫，環境改變相形劇

烈。在逐漸覺 察自然資源的重要性之下，香港政府便建構「濕地永續經營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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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濕地零損失」及「復育補償」機制下，所有造成保育物種及棲地（包括濕地）破

碎之工 程，都需依規定進行「復育補償」，也就是必須在其他地方，額外創造出「可

以同樣提供生物多樣性棲地功能」的人工濕地。雖然，工程人員多認為其工程規劃已

具 備對生態的善意，不過顯然現況仍不足夠，劉信信表示，縱使只有 5%的濕地發展

為住宅區，但生態環境將無可避免受到破壞，因為香港規劃署只有規劃建案面積， 沒

有規定樓高，「樓高二十多層的住宅可能對風向造成影響，影響雀鳥的飛行路線。此

外，雀鳥也可能因看不到玻璃，迎頭撞上而送命。」劉信信說。 

就是因為寸土寸金的現實，土地彷彿只有蓋上了建築物才有價值，中山大學景觀

系教授陸曉筠，便針對捷運紅樹林一帶，建商以紅樹林保育區為廣告訴求的房價增值

空 間進行研究，發現面向濕地景觀的住戶，價錢確實較為昂貴。只不過這原屬於全

民的濕地景觀，經建商開發後，只能由住戶獨攬，且房子蓋在水源上游或生物棲地 

上，還會阻斷水源流入淡水河、造成棲地破碎以及光害等生態損傷，也預料了水淹土

崩的未來。陸曉筠認為濕地是公有財產，對於類似的開發應訂定法規管轄，也許 可

效法香港的「補償機制」。 

 

濕地復育 需要民眾參與  

不過，不論是台灣或是香港，在重大工程中，總是缺少了生態專家的意 見。每

當有重大開發案，似乎總是立即形成工程人員與當地環保人士的對立，因為欠缺對話

的基礎，在非是即非的二元立場下，往往錯失良性溝通的機會。因此，若 能在工程

規劃之始即有更積極的機制，加入民眾、學者的意見，也許能夠避免許多因缺乏溝通

的缺憾，台灣宜蘭無尾港保護區也許會是個不錯民眾參與的案例。 

1990 年劃設的無尾港保護區，當初因當地民眾反對火力發電廠入駐而獲得保

留，又因其面積小、與在地社區互動密切，因此「民眾參與」在無尾港保護區的維護

上，便佔 了相當重要的成份。由台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助理教授盧道杰，與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森林資源學院博士王牧寧在研討會中發表共同主持的「無尾港

經營管 理計畫」，研究發現由於無尾港各社區組織間，及其與縣政府間立場的歧異多

元，於是無尾港保護區透過組成工作坊（成員包括相關主管政府機關、學術團體、鄰

里 長與 NGO 組織），每年舉辦 1至 2次工作坊的模式，逐步整合保護區的權益關係人

彼此間的想法。 

近年來，全球因氣候暖化效應急速擴大，舉凡地 球環境保護、生態復育等相關

環境議題的探討已成為國際間重要的焦點，濕地在治水防洪、淨化水質、生態教育，

甚至是節能減碳方面的貢獻早已成為國際學界共 識，台灣地區也受到國際潮流的影

響，開始重視台灣地區濕地環境保育與復育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國內專家學者也開始

積極投入台灣地區濕地相關領域的研究，期望 濕地能為台灣環境永續發展發揮最大

的功效。 

「轉載自：永續公共工程入口網 http://eem.pcc.gov.tw/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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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中華大學網站專題報導 

 

 

 

 

 

 

 

 

 

 

中華大學觀光學院學生與聯合國貴賓有約 

「國際地科學家學會第一屆亞洲地大會」於 97 年 10 月 26 日圓滿閉幕，馬總統英

九先生親贈書面賀詞。本次大會由本校觀光學院遴選優秀學生擔任會場英語接待人員，

負責聯合國發展署、拉姆薩地公約及國際地科學家學會等單位貴賓接待事務，獲得與會

國外嘉賓高度褒揚。 

本次大會為我國爭取之第一屆主辦權，共計有內政部營建署等 9處中央部會署局單

位擔任共同主辦，中華大學觀光學院協辦。大會除邀請聯合國拉姆薩地公約前秘書長 Dr. 

Peter Bridgewater 及聯合國發展署資深研究員 Mr. Mamunul Khan 等 600 多名國內外貴

賓與會，發表 11 篇邀請論文及 68 篇中英文投稿論文之外，主辦單位並以大會名義通過

「亞洲地臺北宣言」，並發表至聯合國拉姆薩地公約第十次締約國會議。本次大會全球

知名專家學者及聯合國資深官員齊聚一堂，以「亞洲地，連結全球」為主題，探討全球

地保育議題。 

本校觀光學院學生於97年 10月 23日至 24日自上午8時至下午8時全程在會場內

擔任國外貴賓及國內重要嘉賓之接待工作，會前經過多次英語集會訓練及講評，鍛鍊出

迎接國際嘉賓的優雅氣質及口語。在會場上，充分展現出觀光學院學生應有的專業知識

與服務精神，頗受各界與會者好評。此外，在 10 月 23 日晚間，主辦單位特別邀請到中

華大學管樂社演出音樂晚會，晚會中演奏臺灣及世界管樂名曲，充分表現出中華大學學

生傑出音樂才情，獲得國外嘉賓的一致好評（中華大學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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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聞資料 

▓10 月 23 日新聞資料： 

 

 
由內政部營建署所舉辦的第一屆亞洲地大會，於今(23)日

在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成立於

1980 年，是地保育最重要的組織，首度於亞洲地區舉辦其大會

便選定臺灣，顯示國內致力於地保育的成效，已為國際知曉。 

馬英九總統透過信函表達他對於本次會議的重視，其中特

別強調未來國內將持續推動地復育、保育及教育的理念，以提

升國人對於環境及土地管理的公共意識。 

內政部廖了以部長也在百忙中特地前來為大會開幕致

詞，特別提到雖然臺灣雖未能以會員國身分參與事務，但仍積

極參與國際會議並遵守國際公約。 

大會上午議程分別針對亞洲各國對於濕地的觀念轉變以

及濕地生態遺產所帶來的價值進行分享，也提出了拉姆薩

Ramsar 公約對於濕地的復育與重建以及濕地的永續管理理念。 

下午的議程則開放國內外地相關論文進行發表，共分為地

文化與價值、濕地復育與技術、濕地科學與研究等。來自各國

的 SWS 會員會藉由此次聚會，進行 Ramsar 圓桌會議討論相關

事宜。 

由於大會免費參加，吸引超過七百名關心濕地的政府單位

相關部門、致力於保育濕地的 NGO 組織以及相關系所教授與學

生參加，現場座無虛席。也顯示國內對於濕地議題的重視。 

 

▓10 月 24 日新聞資料： 

 

 
由內政部營建署所舉辦的第一屆亞洲地大會，於今(24)

日在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完滿閉幕。內政部廖了以部長親

自致贈來臺的七位貴賓「國家重要地保育榮譽顧問證書」，代

表著亞洲地、連結全球，國際交流、復育生態的象徵以及此

次大會的重要性。 

兩天大會共邀請來自十一國的學者分別針對亞洲地環境

復育與經營管理提出各國經驗，也提出拉姆薩 Ramsar 公約對

於地重建以及地的永續營造之理念。會議中亦由國內外專家

針對 NGO 組織及社區與居民參與保育行動進行交流分享。 

本次會議，透過國內外所組成的論文審查小組，徵選出

62 篇地相關論文進行發表，共分為地文化與價值、地復育與

技術、地科學與研究等議題，堪稱為國內最大規模之地研究

匯集。 

第一屆亞洲地大會 10 月 23 日盛大開幕 

第一屆亞洲地大會 10 月 24 日隆重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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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各國的 SWS 會員也藉由此次相聚，進行 Ramsar 圓桌

會議討論相關事宜，訂定「亞洲地臺北宣言」，廖了以部長並

商請 SWS 會長將此宣言內容，於韓國召開之聯合國拉姆薩公

約第十次締約國會議中提出，傳達臺灣雖非聯合國拉姆薩組

織一員，但仍遵守公約規定並積極推動地明智利用與保護。 

大會兩天活動皆吸引超過七百名關心地的政府單位相關

部門、致力於保育地的 NGO 組織，以及相關系所教授與學生

參加，現場座無虛席，顯示國內各界對於地議題的重視。SWS

國際地科學家學會 2007-2008 年會長 Dr. Patrick Megonigal

表示，看到大會兩天熱情參與的人潮，踴躍表達意見，每到

休息時間總有來賓前來與他交換意見，他對於臺灣民眾這樣

的關心地，感到興奮，同時也非常肯定政府單位對地保育的

用心與努力。 

會場大廳地展示，也邀請多個參與地經營的 NGO 團體，

如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臺北市野鳥學會、荒野保護協會、生

態工法發展基金會等民間組織來此，與現場民眾及外賓進行

互動交流。 

會後，來自國外的貴賓將於明(25)日分別前往臺北關渡

自然公園及臺南七股地進行參訪，透過實地的參訪與當地經

營團隊交流討論，更進一步了解國內地經營與保育的努力。 

 

▓10 月 25 日新聞資料： 

 

 
由內政部營建署所舉辦的第一屆亞洲地大會，邀請來自

國內外的貴賓於今(25)日分別前往臺北關渡自然公園及臺南

七股濕地進行參訪。 

體驗大自然，由欣賞開始。一早即有 43 位國內外人士，

前往關渡自然公園生態進行地參訪，來訪貴賓進入復育中的

濕地，並體驗地之美。經由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的專業解說

員，解說關渡地的爭取過程，讓各位來訪貴賓了解，關渡自

然公園在自然環境的持續陸域化，及歷經十多年的土地取得

後，開始進行漫長的復育之路。 

午後則由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王銘正分署長、臺北縣政

府李鴻源副縣長共同主持座談會，針對濕地的管理、營造與

如何攜手合作推動濕地的保育，進行座談討論，彼此經驗分

享，笑談地經營與管理上的苦與樂。 

國家重要地參訪與工作訪(臺北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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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新聞資料： 

 

 
 

由內政部營建署所舉辦的第一屆亞洲地大會，來自國外

的貴賓於今(25)日分別前往臺北關渡自然公園及臺南七股濕

地進行參訪。 

臺南場部份，有 46 位國內外人士，搭乘高鐵前往臺南七

股濕地。在臺南縣政府的安排與協助下，乘坐漁民駕駛的膠

筏，體驗當地七股潟湖的自然之美，欣賞及觀察國際知名候

鳥「黑面琵鷺」的生態，經由在地社團解說員的提醒，透過

高倍望遠鏡中，大家才能看出成鳥及幼鳥的差異，直呼不虛

此行。 

午後，前往七股黑面琵鷺保育中心，與當地經營地的 NGO

團體進行座談討論，了解在地居民的生活型態，與地保育上

如何取得雙贏的局面，討論如何推展棲地復育與劃設生態保

護區。 

經過了一整天的參訪與工作坊形式的與談之後，SWS 與

Ramsar 的代表們，對於臺南縣政府政府的長期投入地保育，

及民間團體管理的成效表示肯定與支持之意。 

 

▓10 月 26 日新聞資料： 

 

 
第一屆亞洲地大會最後一天共有二項活動同時進行，第

一項活動為專題演講，參與人員共約 80 人，演講地點位於臺

北市晶華酒店的三樓貴賓聽，邀請國際地科學家亞洲分會主

席 Isidro T. Savillo 教 授 演 講 ， 題 目 為 “ Asian 

Wetlands,Global Position”，演講前不但邀請外賓合唱臺

灣民謠等歌曲，並舉辦「問與答」活動，邀請與會人員參與，

會議氣氛活絡，隨後 Isidro T. Savillo 教授演講「亞洲地、

連結全球」，介紹臺灣、日本、東南亞…等國家地的特色與發

展的策略定位，演講內容精闢，深受與會人員好評。第二項

活動為城市參訪，與會人會參訪有臺北市後花園之稱的「陽

明山國家公園」及淡水的八里十三行博物館和木柵動物園，

本次多元化的活動讓與會外賓深刻體會臺北城市獨特的魅力

與文化。 

 

國家重要地參訪與工作訪(臺南場次) 

Savillo 專題演講與城市參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