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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是我國最重要的環境資產之一。

這部「走向繁華水畔」、16 分鐘的影像，是內政部營建署專為濕地

製作的影片，而且這將是後續一系列濕地環境教育的開始。也希望

藉由這部影片打動您對濕地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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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人保留對本影片依法所享有之所有著作權利。欲重製、改作、編輯或

公開口述本影片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先徵得著作財產權管理機關之同意或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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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其實，在我們的文化裡有一個古字「坔」（發音同地），指得就是濕地。會有這個文字，即

代表濕地在古代的生活裡確實佔有一定重要性。

經過近代科學的驗證，確認濕地是地球生態系中生產力最高者之一，其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使

之成為重要生物基因庫，在臺灣地區擁有廣袤的濕地環境，從沿海、河川、湖泊窪地、埤圳、

自然湧泉、高山湖沼等構成綿密的「濕地網絡」，提供經濟生產、保水抑洪、淨化水質、穩

定海岸、觀光遊憩與研究教育等功能，可說兼具生態與經濟價值，亦是秋冬季過境鳥類南遷

的重要中繼站。

無疑地，濕地是我國最重要的環境資產之一。

內政部營建署於 96 年開始推動濕地保育，依循拉姆薩公約（國際濕地公約）精神，至今已

公告 82 處國家重要濕地，面積達 56,865 公頃。但是，在這些硬梆梆的公文背後，其實是

一個個充滿生命力的樂園，每一個都有不同面孔，或熱切、或靦腆的想與您一起分享不同的

故事與奇遇。

為了讓您瞭解濕地的重要性，進而愛護我們的環境資產，我們不同於以往從科學物種的角

度，而以大的地理角度、文學的眼睛來觀察濕地。這次挑選了幾個國內具有生態、流域、地

景與人文等代表性特色的國家重要濕地，由攝影師梁皆得先生從空中至水底獨特的觀察以及

作家范欽慧小姐的吟唱，讓這一切都鮮活了起來。原來我們的大地以及我們濕地是如此多采

多姿。

這部「走向繁華水畔」、16 分鐘的影像，是內政部營建署專為濕地製作的影片，而且這將

是後續一系列濕地環境教育的開始。也希望藉由這部影片打動您對濕地的關懷。

請您準備好一張舒適的座椅，調整好最輕鬆的姿勢，跟我們一起開始這趟繁華的水畔之旅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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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act, there is an old word       in Chinese culture that pronounced as “di” ( literally meaning ‘water 
above the dirt’). It means wetland. The existence of this word represents that wetland indeed occupi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ncient life.
 
It is proven by modern science that wetlands are one of the most productive ecosystems on
Earth. Their biodiversity make them a crucial gene pool. Taiwan is blessed with a vast area of wetland 
environments, such as coasts, rivers, lakes and depressions, man-made ponds and channels, natural springs, 
high altitude lakes and bogs... etc. They form a dense ‘wetland network’ that supports economy, tourism,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They retain water thereby preventing flooding, purify the water and stabilize the 
coast. Apart from their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value, our wetlands also serve as critical relay stations 
for southward migratory birds in fall and winter.
 
Without a doubt, wetlands are one of our most valuable national assets.
 
In 2007,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began to promote wetland 
conservation.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the Ramsar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Wetlands Treaty), 82 
important wetlands have been announced with a total area of 56,865 acres . However, behind the rigid 
official articles, each wetland is really a unique and thriving paradise in its own right. Be it eager or 
timid, all these different faces of wetland would like to share their unusual stories and adventures with 
you.
 
In order to help you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wetlands, and further to treasure our environmental 
assets, we veer off the usual scientific and biological viewpoint this time and try looking at wetlands 
from a broader geological and literary angle. We have selected a few national wetlands that are exemplary 
from an ecological, river basin, topographical or cultural standpoint. Through the lenses and eyes of Mr. 
Liang JieDe in the air or beneath the water, and accompanied by melodic prose written by author Ms. Fan 
QinHui, the wetlands are brought to alive and we came to realize that our land and wetlands are in reality 
that full of diversity.
 
‘Walking towards Prosperous Water Edges’ is a 16-minute documentary produced by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It is also the beginning of a series of wetl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s. We hope that this film will awaken your love and care for the wetlands.
 
Now, please pull up a comfortable chair, settle down and relax. Let’s begin the tour to the prosperous 
water edges!

Foreword
水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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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出現物種名稱

小燕鷗  Sterna albifrons

東方環頸行鳥鴴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小環頸行鳥鴴 Charadrius dubius

黑尾鷗  Larus crassirostris 

水雉  Hydrophasianus chirurgus

鴛鴦  Aix galericulata

黑尾鷸  Limosa limosa

蠣鷸  Haematopus  ostralegus

黑面琵鷺  Platalea minor

中杓鷸  Numenius phaeopus

反嘴行鳥鴴 Recurvirostra avosetta

鸕鶿鷀 Phalacrocorax car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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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嘴行鳥鴴 Recurvirostra avosetta

鸕鶿鷀 Phalacrocorax carbo

彩鷸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紫鷺  Ardea purpurea

水獺  Lutra lutra chinensis

灰黑蜻蜓  Orthetrum melania

弧邊招潮蟹  Uca arcuata

台灣石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彈塗魚  Periophthaimus canto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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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沼枝額蟲（豐年蝦）Branchinella kugenuma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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