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Asian  Wetland  Convention    279 

 
 
 
 
 
   
 
 
 
 
 
 
 
 
 
 
 
 
 

出版品

publication
 



280  ▎2008 Asian Wetland Convention 

 

 (一)大會手冊  

1.內    容：前言、大會議程、長官致詞、內政部廖部長開幕致詞、

內部賴次長開幕致詞、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前會長致

詞、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會長致詞、貴賓簡介、介紹

亞洲委員會常務委員、大會邀請論文摘要、內政部廖

部長致謝詞、國家重要濕地參訪與工作坊議程、Prof. 

Isidro T. Savillo 專題演講議程、城市參訪議程、

附錄為亞洲濕地臺北宣言草案、工作人員及與會人員

名冊。 

2.印製成果：700 本。 

 

(二)中文論文集  

1.說    明：本次大會論文投稿踴躍，經國內外論文審查委員會進

行實質論文審查後，共計收錄 68 篇，成為本論文集

最重要之濕地文化資產與科學經驗傳承。 

2.內    容：包含前言、濕地文化與價值共計 11 篇、濕地科學與

研究共計 6 篇、濕地社區參與及教育共計 4篇、濕地

經營與管理共計 8篇，中文論文總計 29 篇。 

3.印製成果：800 本。 

 

(三)英文論文集  

1.內    容：包含 Prof. Isidro T. Savillo 序，及濕地文化與價

值共計２篇、濕地復育與技術共計４篇、濕地科學與

研究(1)共計 8 篇、濕地社區參與及教育共計 4 篇、

濕地經營與管理共計 5 篇、濕地科學與研究(2)共計 5

篇、海岸濕地經營與管理共計 5 篇、其他共計 6 篇，

英文論文總計 39 篇。 

2. 印製成果：400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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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前會實錄  

1.內    容：會前會共 4場，總計 452 人參加，討論主軸為「濕地

銀行」，各場次並加入主題：「全球氣候變遷與濕地保

育」、「濕地環境與生態補償」、「濕地環境與社區營

造」、「都會區濕地營造與民眾參與」。會前會內容為

成果摘要，各場次成果概述、與會人員發言內容、提

問與回應、會議結語，並附論文簡報及精彩照片花

絮，詳實記錄與會人員活動，極具參考價值。 

2.印製成果：50 本。 

 

(五)成果報告  

1.內    容：成果報告內容包含序，整理校對後之各貴賓致詞，包

含總統書面賀詞、部長及 SWS 會長等致詞，及本次大

會發表之「亞洲濕地台北宣言」及雙方合作備忘錄，

在國際經驗部分，詳述 11 位學者專家濕地保育、復

育、教育或管理等各項成果，並附簡報提供參考。在

系列活動紀事部分詳述會前會、亞洲濕地大會、國家

重要濕地工作坊、專題演講、城市參訪等各項活動之

紀事，並附活動照片。 

2.印製成果：500 本。 

 

(六)2008 臺灣濕地年系列活動年報  

1.內    容：序部分包含營建署署長序及分署長序共計２篇，並以

大事紀之時間軸方式陳述 2008 年臺灣濕地的簡要歷

史，其後在綜述部分以圖文並茂方式，將系列活動生

動活潑詳實記錄在年報中，讓閱讀者感受臺灣濕地保

育成果及重要性。 

2. 印製成果：500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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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濕地攝影集 

　 1.主    旨：希望擴大民眾參與，重現濕地於文化、美感的價值，

讓更多民眾不再將濕地視為一種邊際土地，而是一種

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重要自然資產，特辦理本次生

態影像創作徵稿，藉此引發各界愛鄉、愛土的共鳴與

意識。 

　 2.參與資格：愛好攝影創作之人士。 

3.徵求方式：由本工作小組團隊之編輯組負責此項工作，向各專業

與業餘生態攝影工作者徵求濕地生態影像照片。 

4.濕地生態影像編輯說明： 

 

項目 說明 

版面尺寸 25x25 公分 

印刷 全彩，封面加霧披 

頁數 封面封底 2、內頁 36，加厚明信片

編輯方向 濕地生物、生態景觀、人文 

張數需求 70~80 張 

文字說明 攝影心情，生態圖說 100 字之內 

照片規格 數位檔 350dpi，原始檔案提供 

 

5.印製成果：1000 本。 

6.封    面：內容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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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家重要濕地彙編 

   1.主   旨：為宣傳及推廣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將彙整相關生態

資源及特色，出版一系列相關書籍刊物與摺頁。例

如；國家重要濕地彙編、濕地導覽手冊，作為生態

教育宣導最佳教材及推廣濕地生態旅遊之用。 

   2.工作內容：以 2007 年 5 月 18 日召開內政部以「國家重要濕地」

評選作業之初選推薦參考資料為基礎，利用衛星影

像圖片及照片介紹濕地範圍、特色、重要生態資源

及面臨課題即建議經營管理方式。其中增列序言，

介紹「國家重要濕地」評選過程及成果，編成「國

家重要濕地彙編」一書及網路資料。 

   3.委辦狀況：該彙編由臺灣濕地保護聯盟編輯製作，並辦理彩色

美編製版，本計畫由臺北市野鳥學會辦理加印。 

   4.預期效益：「國家重要濕地彙編」為我國第一次全面濕地基礎

調查成果，建構我國重要濕地知識庫，以提供相關

學術研究參考。 

   5.印製成果：1000 本。 

   6.封    面：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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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濕地導覽手冊 

　 1.主   旨：以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資料為基礎，結合週邊重要交

通地圖、社區及景點等資料，搭配鄉土文化、特產、

民宿、濕地影像成果等，編成實用旅遊書，作為民眾

自助導覽、親近濕地使用。 

   2. 編輯說明： 
 

項目 說明 

版面 

尺寸 
14.7x20.8 公分 

頁次 176 頁，封面底，摺口 

印刷 全彩，封面局部上光。 

內頁 

章節 

書名頁 1、序 4、目錄 2、前言 13、 

全圖 1、76 處濕地簡介 152、資訊 2 

   3.委辦狀況：該濕地導覽手冊以彩色美編製作，各濕地導覽資料

撰寫工作業已完成，相關照片業已蒐集齊全，濕地地

圖以電腦繪圖製作，已完成排版及美編工作，並核備

後送印完成。 

   4.印製成果：1000 本。 

   5.封    面：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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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濕地地圖中文、英文版 

1.主    旨：為介紹國際級、國家級和地方級濕地的位置及概況，

期盼透過「生態旅遊」地圖導覽方式，共同為濕地生

態環境奉獻心力，提昇珍貴濕地資源多元價值。 

2.緣    起：臺灣和所屬島嶼位於亞熱帶，氣候溫暖，雨水充沛，

全島山巒綿延，串連成綿密的濕地網路，是生物棲息

繁衍的家，也孕育出豐富生物多樣性的「濕地銀行」。

國家重要濕地評選是本部營建署 95 年開始推動的重

要計畫，這份「國家重要濕地地圖」是展現計畫初步

的重要計畫，如果國家經濟發展成果象徵臺灣的父

親，則哺育我們的這片土地，象徵著我們的母親，因

此內政部營建署評選出國家重要濕地，除了生態價值

以外，還具備知識經濟和市鄉美學的新意，希望透過

濕地地圖，讓我們共同關心與愛護臺灣這塊美麗的土

地。 

3.評選過程：內政部國家重要濕地評選小組於 95 年 11 月召開第 1

次會議，函請全國各界推薦濕地，經複選作業的辦理

會勘、地方協商及確認評定等級，於 96 年 12 月完成

國家重要濕地的評選，評定出「國際級濕地」2處、「國

家級濕地」41 處、「地方級濕地」32 處，共計 75 處

國家重要濕地。 

4.委辦狀況：中文版國家重要濕地地圖於 2007 年由內政部營建署

委託新自然主義公司辦理編輯製版完竣；英文版部分

臺北市野鳥學會由英文編輯顧問 Mr. Dannis 

Chamberlin 進行英文翻譯，並進行英文版彩色美編，

由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網站及 SWS 亞洲網站進行上

傳，推動國際媒體宣傳作業。目前中英文版版樣均已

修正完成，並於核備後送印，如圖所示。 

5.印製份數：中英文版各 10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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