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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濕地日 活動須知 

「悠遊濕地新藍海」 
全球性倡議聯合國「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 (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TEEB)曾評量生態經濟價值，而濕地所提供的生態

功能係可直接換算為實際經濟價值。濕地透過「明智利用」可使農業、漁業、旅

遊、美學及文創等皆能創造出相關產業及經濟，使濕地相關產業跳脫紅海，開創

經濟學所說的新“藍海”，達到與周邊社區共生共榮，相關理念期藉由濕地日活

動推廣給民眾，爰此本次活動主題訂為「悠遊濕地新藍海」。 

為呼應國際濕地日、推動濕地保育理念，及推廣濕地標章，落實各地民眾響

應參與(由北部擴展至中、南、東部地區)，協助地方發展特色產業，本活動邀集

各部會、縣市政府分享濕地共生之成功案例，規劃 1 日的濕地推廣活動，將臺灣

濕地環境、生態特色，推廣行銷至國人。在配合中央 COVID-19 防疫指引下，本

活動假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遊客中心(戶外廣場)舉辦。 

主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協辦單位：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會 

活動時間：110 年 1 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15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全天) 

活動地點：台江國家公園遊客中心－戶外廣場(臺南市安南區四草大道 118 號) 

邀請對象：濕地保育相關部會機關、各地方政府、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執行單位

（含民間 NGO/NPO 團體）、大專院校等相關科系及在地民眾。 

 

 

  

 

 

 

 

 

 

 

 

 

 

 

「2021 濕地日」活動空間配置及遊客動線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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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濕地日活動總議程 

表 1.活動議程表 

主題 主場活動 環教百匯 台江小市集 濕地電影院 

地點 主舞台 環境教育攤位 家園守護圈攤位 第一放映室 

開幕式記者會流程 10:00-16:30 

1. 集章活動 
200 份濕地紀念

品 （地點：各攤

位） 

 

2.臉書專頁按

讚 

送濕地紀念貼紙

1 張，限量 500

張 

（地點：服務台） 

 

10:00-16:30 

【滿額抽獎】 

1. 消費可向攤位

索取收據，憑收

據可至服務台

換取抽獎卷。 

2. 滿 200 元可獲得

1 次抽獎機會，

以此類推。 

3. 於主舞台分三

梯次抽出獎項 

09:30-16:30 

詳節目表 

宣導各部會對

於濕地保育成

果展現，以輕

鬆、貼近自然

的紀錄片作

品，提供民眾

能夠了解濕地

的多元管道，

為濕地保育持

續發聲。 

10:15-10:30 
(15 分鐘) 

貴賓媒體報到入場 

10:30-10:40 
(10 分鐘) 

主持人開場 

10:40-10:50 
(10 分鐘) 

【開場表演】《鮡跳眺》 
七股區光復生態實驗小學 

10:50-11:10 
(20 分鐘) 

主辦單位及貴賓致詞 

11:10-11:40 
(30 分鐘) 

【濕地表揚大會】 
頒發「濕地標章」、「108 年

度重要濕地經營管理執行成

效」及「108 年度濕地保育補

助執行成效」等獎項 

(請詳閱表 2.) 

11:40-11:45 
(5 分鐘) 

【貴賓大合照】 
長官貴賓及受獎單位代表一

同合照 

11:45-12:00 
(15 分鐘) 

【活動體驗 & 媒體聯訪】 

工作人員引領貴賓至展示區

及濕地體驗攤位並進行介紹 

12:00 
【滿額抽獎活動 1】 
內政部營建署長官抽出獎項 
下午主場活動 

14:20 

【滿額抽獎活動 2】 
由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長官

抽出獎項 

14:30 

【濕地知識王 1】 
進行有獎徵答，並贈送濕地相

關小禮物 

16:15 

【濕地知識王 2】 
進行有獎徵答，並贈送濕地相

關小禮物 

16:20 

【滿額抽獎活動 3】 
由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長官

抽出獎項 

16:30 【活動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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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揚大會議程 
表 2.表揚大會議程表(預定 11:10開始頒獎) 

濕地標章 

(3 件)請縣市政府及管處代表領獎 

1. 台江國家公園
管理處 

國際遷移物種保育生態友善棲地營造計畫 
標章取得日期

109年 8月 10日 

2. 台江國家公園
管理處 

台江濕地學校之濕地環境教育推廣 
標章取得日期

109年 8月 10日 

3.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營造官田及下營地區水雉
友善環境棲地保育及輔導採用稻田、菱田二期
輪作及全期種植菱田之農田農民施行友善耕
作所生產之稻米、菱角(含加工品) 

標章取得日期
108年 8月 8日 

108 年度重要濕地經營管理執行成效 

特優(9 件)請縣市政府及管處代表領獎 

1. 陽明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 

(1) 夢幻湖重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

100% 

2. 雪霸國家公園
管理處 

(2) 七家灣溪重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

100% 

3. 連江縣政府 (3) 清水重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

100% 

4. 桃園市政府 (4) 許厝港重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

100% 

5. 苗栗縣政府 (5) 西湖重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

100% 

6. 臺南市政府 (6) 八掌溪口、嘉南埤圳、北門、官田重要濕
地 

預算執行率
100% 

7. 高雄市政府 (7) 洲仔重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

100% 

8. 臺東縣政府 (8) 新武呂溪重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

100% 

9. 澎湖縣政府 (9) 青螺重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

100% 

優等(9 件)請縣市政府及管處代表領獎 

1.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1) 南仁湖及龍鑾潭重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達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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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門國家公園
管理處 

(2) 慈湖重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達
90% 

3. 新竹市政府 (3) 香山重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達

90% 

4. 臺中市政府 (4) 高美與大肚溪口重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達

90% 

5. 花蓮縣政府 (5) 花蓮溪口及馬太鞍重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達

90% 

6. 臺東縣政府 (6) 大坡池重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達

90% 

(7) 卑南溪口重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達

90% 

7. 宜蘭縣政府 (8) 雙連埤、蘭陽溪口、五十二甲、無尾港重
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達
90% 

8. 嘉義縣政府 (9) 鰲鼓、好美寮、布袋鹽田、朴子溪河口、
八掌溪口重要濕地 

預算執行率達
90% 

108 年度濕地保育補助執行成效 

特優(2 件)請縣市政府代表領獎 

1. 基隆市政府 (1) 108 年寶貝內寮濕地推廣計畫 次年 1月份結案 

2. 南投縣政府 (2) 草坔濕地環境與生態資源調查與解說資源
之建置 

次年 1月份結案 

優等(5 件)請縣市政府代表領獎 

1. 新北市政府 (1) 清水濕地地景維繫與產業深根計畫 次年 2月份結案 

(2) 廣興濕地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推廣計畫 次年 2月份結案 

2. 臺中市政府 (3) 食水嵙溪雙翠水壩濕地保育行動計畫 次年 2月份結案 

3. 高雄市政府 (4) 都市生機水水鳥松-鳥松濕地經營管理計畫 次年 2月份結案 

4. 臺東縣政府 (5) 關山人工濕地操作維護管理計畫 次年 2月份結案 

備註 1.「108 年度重要濕地經營管理執行成效」及「108 年度濕地保育補助執行成效」獲獎之
縣市機關及管處，係依當年度案件之預算執行率及結案日期統計結果辦理授獎事宜，
以茲鼓勵。 

備註 2.本議程頒獎時間視現場實際流程調整，請授獎代表提前於活動報到期間入席，以利流
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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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節目內容 

1. 開場表演《鮡跳眺》 

時間：10:40-10:50  

地點：主舞台 

由臺南市七股區光復生態實驗小學進行開場表演，改編自臺南市光復生態實

驗小學繪本《鮡跳眺》，故事內容以彈塗魚為主角，一段看似簡單卻又充滿著危

機的冒險之旅，主要訴說自然環境多變，時而友善時而殘酷，唯有勇敢的面對挑

戰自我精進，方能立於不敗之地。 

  

2. 濕地表揚大會 

時間：11:10~11:40  

地點：主舞台 

將頒發「濕地標章」及「108 年度重要濕地經營管理執行成效」及「108 年

度濕地保育補助執行成效」等三個獎項，透過本次活動進行公開表揚並授證儀式，

以感謝長期對重要濕地保育的貢獻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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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濕地知識王：答題送濕地宣導品 

時間：14:30、16:15（2 場次）  

地點：主舞台 

主持人現場提問，透過有獎徵答方式讓民眾共同認識濕地生態，並提供現場

濕地紀念品作為獎勵。將蒐整列出 10 個濕地問答題，其內容包含：什麼是濕地？

水田是濕地？濕地食材有哪些？等，並輸出答案板於現場，提供給民眾參考，透

過現場將搶答題，贈送濕地宣導品作為獎勵。 

4. 環教百匯集章趣：濕地環境教育體驗攤位 

時間：10:00~16:30 

地點：各活動攤位 

邀集與濕地保育相關部會機關、地方政府，以及臺南地區在地 NGO 組織等，

共同參與攤位設置，推廣保育理念與環境教育宣傳，透過豐富的環境教育體驗，

讓民眾更能瞭解濕地多元價值與珍貴性，同時協助推廣濕地保育等相關成果，目

前設單位共計 12 個。民眾可至服務台索取集點卡，並至各攤位參觀學習後，請

各攤位工作人員蓋上印章，收集全部環境教育攤位的印章後，可至櫃台兌換「濕

地紀念品」一份。 

參展單位 

(1)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台江濕地學校－一個五感體驗的學習平臺 

(2)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台江生態友善棲地營造—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3)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保育海洋與濕地、孕育永續生命力 

(4)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年年有餘／節水宣導 

(5) 【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濕地鳥類介紹 

(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中心環境教育教案為主軸，

主題涵蓋黑面琵鷺、海濱植物、公民科學等面向 

(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海漂種實多樣性與國家植物園方舟計畫 

(8) 【交通部觀光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紫斑蝶飛呀飛 



「2021濕地日」活動. 

7 

(9)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龍鑾潭常見的水鳥認識 

 (10)【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火山與濕地之歌 

 (11)【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金門慈湖解說站 

(12)【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學會】編織濕地動

物—動手 DIY 環教活動 

 

 

 

 

 

 

 

濕地環境教育體驗攤位位置示意圖 

5. 台江小市集：家園守護圈攤位 

時間：10:00~16:30  

地點：各活動攤位 

邀集臺南市在地社區擺攤，銷售社區農漁產品、加工品及社區體驗活動，讓

民眾一次買齊台江國家公園周邊社區農漁產品，如當地盛產的魚乾、紅蔥酥及天

日鹽等，民眾透過購買與農漁民進行濕地保育理念交流，達到濕地與人共生永續

傳承之概念。活動設定：民眾消費滿 200 元可獲得 1 次抽獎機會（以此類推），

向攤位索取收據，憑收據可至服務台換取抽獎卷，主舞台將分三梯次進行抽獎，

每次抽出 2 組「黑琵牌虱目魚罐頭」，民眾需當場上台領取，不另外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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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單位 

(1) 【臺南市安南區城西社區發展協會】西瓜綿等特色農產及港仔西生態輕旅半

日遊程。 

(2) 【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社區發展協會】芝麻酥等特色農產及安南輕旅行遊

程。 

(3) 【臺南市安南區鹿耳社區發展協會】虱目魚鬆、果醬等特色農漁產（依現場

為準）及布包、祈福香包等文創品。 

(4) 【臺南市安南區塩田社區發展協會】粗鹽、細鹽及高級料理所用之鹽花。 

(5) 【臺南市鹿耳門生態旅遊發展協會】虱目魚一夜干及虱目魚手工皂。 
 

 

 

 

 

 

 

 

台江小市集攤位位置示意圖 

6. 濕地電影院 

時間：09:30-16:30  

地點：第一放映室 

透過濕地電影院，宣導各部會對於濕地保育成果展現，主要播放國際交流相

關影片、國家重要濕地攝影集（走向繁華水畔）、濕地標章成果影片及重要濕地

相關成果影片，內容為濕地環境教育、濕地產業共生等相關影片，以輕鬆、貼近

自然的紀錄片作品，提供民眾能夠了解濕地的多元管道，為濕地保育持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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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報名對象：各縣市政府及國家公園管理處授獎者、陪同授獎者及觀禮貴賓。 

如為表揚大會授獎機關單位(請詳閱前表 2.表揚大會議程表)，請務必線上報

名，俾利相關行政安排。民間 NGO/NPO 團體、大專院校師生及民眾自由

參加。 

(二) 報名方式：一律採取線上報名，即日起至 110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前，請

至「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網站（https://wetland-tw.tcd.gov.tw/）主頁面

點選2021 濕地日活動報名，或於本活動官網（https://wdtw.weebly.com/）

線上報名。 

(三) 聯絡方式：2021 濕地日籌備小組-黃亦華 電話:(02)2543-1505(分機.16)      

電子郵件:wetland@ecopia.org.tw 

(四) 備註：本活動內容如有異動，請以「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網站

（https://wetland-tw.tcd.gov.tw/）最新消息區公告，或本活動官網

（https://wdtw.weebly.com/）為準。本活動參與人員並請依「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官方網站(https://www.cdc.gov.tw/)COVID-19 防疫宣導事項辦

理。 

五、交通資訊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遊客中心暨行政中心園區 

(一) 地址：臺南市安南區四草大道 118 號 

(二) 交通方式： 

【自行開車】 

〔國道南下〕 

國道一號/國道三號→轉國道 8 號臺南支線→接安吉路（17 甲）→右轉台

江大道（17 乙）→左轉北汕尾三路→左轉鹿耳門大道一段直走→四草大

道→台江國家公園遊客中心（位於左側） 

國道一號永康交流道下→中正北路→中正南路： 

（1）中華路→中華北路（二段、一段）→右轉台 17 線→左轉本田路二段

→左轉四草大道→台江國家公園遊客中心（位於左側）。 

（2）中華路→中華北路（二段、一段）→左轉台 17 線→右轉和緯路五段

→左轉華平路→右轉民權路四段→右接安北路→右轉上四草大橋→

四草大道→台江國家公園遊客中心。 

（3）西門路四段→右轉民生路→接安平路→右轉安北路→右轉上四草大

mailto:電話:(02)2543-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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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四草大道→台江國家公園遊客中心。 

〔國道北上〕 

國道一號/國道三號→轉快速道路台 86 線→右轉接台 17 線： 

（1） 左轉安平路→右轉安北路→右轉上四草大橋→四草大道→台江國家

公園遊客中心。 

（2） 左轉健康路二段→右轉平豐路後過安億橋→左轉運河路接湖內街→

左轉上水景橋（限小客車）→下橋後左轉大平路直走接城平路→左

轉安北路→右轉上四草大橋→四草大道→台江國家公園遊客中心。 

國道一號仁德交流道下→左轉中山路→東門路三段（二段、一段）至東

門圓環→接府前路（一段、二段）→右轉中華西路→左轉安平路→右轉

安北路→右轉上四草大橋→四草大道→台江國家公園遊客中心。 

 【搭乘高鐵】 

請至高鐵臺南站下車 

轉乘高鐵接駁車高鐵臺南站－臺南市政府線： 

（1）至興南客運台南站（大億麗緻酒店）下車，轉乘臺灣好行 99 台江線

至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下車。 

（2）至臺南市政府站下車，轉搭計程車至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轉乘臺鐵沙崙線至臺南火車站，轉乘臺灣好行 99 台江線至台江國家公園

管理處下車。  

 【搭乘臺鐵】 

請至臺南站下車 

轉乘臺灣好行 99 台江線至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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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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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因應「COVID-19」防疫注意事項 

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COVID-19 因

應指引：公眾集會」內容，本活動防疫措施如下： 

(一) 近期若有相關流行地區旅遊史及確診病例接觸史應避免出席活動。 

(二) 對於有慢性肺病（含氣喘）、心血管疾病、腎臟、肝臟、神經、血液或

代謝疾病者（含糖尿病）、血紅素病變、免疫不全需長期治療者、孕婦

等，於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流行期間，儘量避免參加集會活

動。 

(三) 有呼吸道症狀者，應儘速就醫後在家休養，避免參加集會活動。有發燒

者，直至未使用解熱劑/退燒藥且不再發燒 24 小時後，才可參加集會活

動，如集會活動辦理當日未達此標準，應避免參加。 

(四) 維持手部清潔，保持經常洗手習慣，原則上可以使用肥皂和清水或酒精

性乾洗手液進行手部清潔。 

(五) 本次活動範圍主要為台江國家公園遊客中心室外場域，依據規定應保持

至少 1 公尺之安全社交距離，如未能保持安全社交距離時，應全程配戴

口罩；另濕地電影院輪播場地為室內空間，應保持至少 1.5 公尺之安全

社交距離，如未能保持安全社交距離時，應全程配戴口罩，入場前進行

體温量測，若體溫超過 37.5℃將婉拒入內觀賞。 

(六) 本活動之工作人員，包含與會貴賓、參展單位同仁等，將於活動前進行

體溫量測，並提供以酒精或乾洗手液進行消毒，活動期間出現呼吸道症

狀時，應確實戴上口罩，並通知工作人員，暫時留置預設之隔離或安置

空間(或非人潮必經處且空氣流通之空間)，直至其返家或就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