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前言

• 大漢溪古稱「大嵙崁溪」，
遭其稱為大姑崁河，全長135
公里，源頭來自新竹縣尖石
鄉品田山，主流經曲折山林
後流進入石門水庫，出水庫
後在經過大溪、三峽、鶯歌、
樹林、土城、新莊，最後從
板橋華江與新店溪合流進入
淡水河。

• 民國91年開始，新北市政府陸
續針對境內淡水河沿岸區域，
規劃人工溼地型之現地處理
設施，並在行政院環保署補
助之下，挑選境內適當場址，
陸續興建具有污染去除效益
以及生態保育功能之人工溼
地，至99年為止工興建八處人
工溼地，包括華江、新海一
期、新海二期、新海三期、
浮洲、打鳥埤、城林及鹿角
溪等溼地，另外包含二重疏
洪道五股溼地一處天然場址，
合計面積約達128公頃。

• 藉由大漢溪人工溼地在公部
門營造下的現況，並且透過
環境活動讓更多民眾願意親
近及認識大漢溪河岸與人工
溼地。



• 環境教育法於2010年6月5日公布，並
於2011年6月5日正式實施。

• 第1條：為推動環境教育，促進國民
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
關係，增進全民環境認知、環境倫
理與責任，進而維護環境生態平衡、
尊重生命、促進社會正義，培養環
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以達到永
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 第3條第一項之定義

環境教育：指運用教育方法，培育
國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增進
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
及價值觀，促使國民重視環境，採
取行動，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
過程。

• 第19條：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
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每
年應訂定環境教育計畫，推展環境
教育，所有員工、教師、學生均應
參加四小時以上環境教育。

第一項環境教育，應以環境保護相
關之課程、演講、討論、網路學習、
體驗、實驗（習）、戶外學習、影
片觀賞、實作及其他活動為之。前
項戶外學習應選擇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辦理。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應鼓勵、協助民營事
業對其員工、社區居民、參訪者及
消費者等進行環境教育。



• 濕地保育法於2013年7月3日公布，
2015年2月2日正式實施。

• 第1條：為確保濕地天然滯洪等
功能，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濕
地生態保育及明智利用，特制定
本法。

• 第4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濕地：指天然或人為、永久
或暫時、靜止或流動、淡水
或鹹水或半鹹水之沼澤、潟
湖、泥煤地、潮間帶、水域
等區域，包括水深在最低低
潮時不超過六公尺之海域。

二、人工濕地：指為生態、滯洪、
景觀、遊憩或污水處理等目
的，所模擬自然而建造之濕
地。

三、重要濕地：指具有生態多樣
性、重要物種保育、水土保
持、水資源涵養、水產資源
繁育、防洪、滯洪、文化資
產、景觀美質、科學研究及
環境教育等重要價值，經依
第八條、第十條評定及第十
一條公告之濕地。

四、明智利用：指在濕地生態承
載範圍內，以兼容並蓄方式
使用濕地資源，維持質及量
於穩定狀態下，對其生物資
源、水資源與土地予以適時、
適地、適量、適性之永續利
用。



• 濕地保育法

• 第七章 罰則

• 第35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
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停止使用行為、限期改正或
恢復原狀；屆期未停止使用行為、
改正或恢復原狀者，按次處罰：

• 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八款重
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所定允許明智
利用項目或管理規定。

•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第
16條第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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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至第四
款規定之一。

• 第25條第一款至第四款：

•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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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
更濕地地形地貌。

• 三、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
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

•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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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環境教育起源

• 「環境」一詞包含自然環境
和人為環境，兩大範疇內相
關的主題都是環境教育學習
的內容。

• 相關主題如全球氣候變遷、
地球增溫、防災議題、外來
種、生物多樣性、森林自然
資源、水資源、沙漠化、海
洋議題、永續發展議題、都
市化、社區發展、弱勢族群、
人口與健康、食物安全營養、
能源問題、節能減碳、污染
控制、自然與文化遺產保護
等等。



• 斯德哥爾摩宣言：1972年6月05-16
日，聯合國於斯德哥爾摩舉行
「人類環境會議」，發表《聯合
國人類環境宣言》也稱斯德哥爾
摩宣言，促使人類注意環境的問
題，試圖開啟人類與自然環境良
好互動的紀元，並提出教育對環
境保護的重要性。該文件由7項宣
言和26項原則組成，宗旨為「激
勵與指導世界各國人民保護和改
善環境」。透過教育德利成喚起
人們對大自然的官還與重視，重
新建立人與環境的和諧關係。

• 貝爾格勒憲章：1975年10月13-22日，
聯合國於前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
勒舉行有關環境教育的國際工作
坊，並將此工作坊的成果彙整為
《貝爾格勒憲章》成為全球性的
環境教育框架文件，仔明環境教
育的框架、內涵、目標與操作策
略。該憲章以斯德哥爾摩宣言為
基礎，增加環境教育方案的宗旨、
目標和指導原則，並定義環教教
育的受眾就是一般公眾的所有人。

• 同時界定環境教育的總目標：
「培養全人類瞭解與關切人類環
境及相關問題，並且教會人們相
關的知識、技能、態度、意願和
恆心，以解決當前和預防未來的
環境問題。」



• 伯利西宣言

• 10月14-26日，聯合國在前蘇聯喬治
亞共和國的伯利西舉行國際環境
教育會議，並提出《伯利西宣言》
對於環境教育的角色、目標與特
性有了更為完整的論述。該宣言
確立環境教育在保護和改善世界
環境、改善世界各地社區的良好
和均衡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同
時設定環境教育新的目標、特點
和指導原則，同時針對斯德哥爾
摩宣言和貝爾格勒憲章進行一些
澄清。並定義環境教育是一種教
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人
和社會認識他們的環境，以及組
成環境的生物、物理和文化間的
交互作用，得到知識、技能和價
值觀，並能個別或集體地解決現
在和將來的環境問題。

• 美國環境教育法

• 美國國會通過《國家環境教育法》
（Nation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
並在美國環境保護局下設置環境
教育辦公室，並允許環保局在制
定聯邦級的環境教育倡議。通過
環保局的環境教育資助計畫，美
國的公立學校、社區機構和非政
府組織獲得聯邦資助，並用於環
保局列為優先事項的當地教育項
目，例如：空氣品質、水質，化
學安全和社區公眾參與等。



• 聯合國21世紀議程

• 聯合國提出二十一世紀議程
(Agenda21)，強調教育在永續發
展的關鍵性。

• 永續發展教育：

• 2005年聯合國啟動「永續發展
教育十年」鼓勵各國在學校
教育與社會教育的各種學習
機制與策略中納入永續發展
教育計畫，以提升人民的環
境覺知與行動參與。

• 環境教育法立法：

• 2010年中華民國完成「環教教
育法」立法，環境教育法第
一章第三條，明定環教教育
為「運用教育方法，培育國
民瞭解與環境知倫理關係，
增進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
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
國民重視環境，採取行動，
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過
程。」



環境教育能力指標

• 九年一貫訂定的環境教育能力指標

1. 情意：對環境議題的敏感度與態
度，參與環境改善與保護的動機，
道德推論與價值澄清。

2. 生態學知識：生態概念的認識，
如生態系統、能量傳遞等。以及
自然系統運作與限制的知識。

3. 社會政治知識：對經濟、社會、
政治與生態之間的交互關係產生
覺知，欣賞與感激文化對環境的
影響，瞭解不同文化對信念、政
治結構、環境價值之間的關係。

4. 環境議題的知識：瞭解環境相關
的問題和議題，包括水質與水量、
水污染、資源的使用與管理。

5. 技能：有能力去定義問題，或分
析、綜合、評估資訊，有能力去
規劃、執行和評估行動。

6. 負責任環境行為的決定因素：在
地控制與承擔個人的責任。在地
控制指的是當改變的機會來臨時，
以富有權力的方式去行動產生結
果，而非僅止於思考。

7. 負責任的環境行為：積極的參與
以解決問題，消弭議題。對環境
議題的敏感度與態度，參與環境
改善與保護的動機，道德推論與
價值澄清。



溼地故事館館內環境教育
活動介紹

• 【環境教育活動】

• 藉由溼地環境教育活動參訪
及體驗，使長期忙於工作的
人們在假日時能有個心情放
鬆的時光，也能讓學童在課
餘時，有個學習自然生態的
場域，讓終日使用的眼睛得
到紓解，並透過零距離接觸
溼地植物，親眼觀察、親手
觸摸，以培養對溼地保育及
環境保護的觀念與熱情。



溼地故事館館內環境教育
活動介紹

• 【DIY活動】

• DIY活動規劃以溼地為主題，
讓民眾自行構思生態環境中
的樣貌，發揮巧思，製作專
屬、獨特的作品。

• 同時也引導民眾思考資源再
利用及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每個物種都有牠門存在的必
要性，而環境保護觀念是大
家可以從日常生活中一點一
滴慢慢養成，期望能夠激起
民眾愛護綠地、大自然的意
願。



溼地故事館館內環境教育
活動介紹

• 【對外推廣活動】

• 主要服務對象為新北市各
級學校師生，針對學校團
體規劃一系列體驗式課程，
以互動之推廣課程，透過
說故事方式，講述溼地生
態環境，從溼地的水、種
植的水生植物、停棲的生
態，以及維持生態平衡，
創造與土地、水源、動植
物共存共榮的環境，並從
環境學習中產生省思，將
環境保育觀念教育傳承給
後代。



溼地故事館館內環境教育
活動介紹

• 【溼地故事堡活動】

• 主要服務對象為幼兒園至
小學三年級的孩童，藉由
遊戲、簡報說明、繪本說
故事等活動，讓孩童在輕
鬆自在過程中認識溼地生
態環境，透過視覺的觀察、
手動的體驗，將愛護環境
生態的概念，從小扎根、
萌芽。



溼地故事館館內環境教育
活動介紹

• 【寶貝探險家活動】

• 主要服務對象為學齡前的孩
童，活動將帶領孩童到戶外
溼地，藉由視覺、聽覺、嗅
覺、觸覺等體驗，讓孩童認
識溼地生態環境，此外也藉
由親子間的互動，增進加彼
此的情感。

• 讓尊重自然、保護環境的觀
念，從家庭成員中發展到社
會上的每一個人。



• 鹿角溪人工溼地介紹

• 鹿角溪人工溼地為新北市首座通
過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的污水現地處理設施，其功能除
了淨化生活污水、減輕河川污染
壓力外，更能提供民眾休閒遊憩、
生物良好的棲息復育環境。

• 鹿角溪人工溼地位於大漢溪河畔
樹林區城林橋下，主要是為了淨
化樹林地區排放至鹿角溪的水質。

• 鹿角溪人工溼地為什麼取名「鹿
角」？

• 該溼地的水源主要是由樹林「鹿
角溪」所注入的，而鹿角溪則是
因溪流主支流匯聚而成的樣貌長
得很像鹿角而得名喔！

• 97年榮獲第九屆行政院公共工程
金質獎「永續及節能減碳類」設
計品質優等獎，得獎原因是利用
原本沒有功能的河川高灘地來削
減區域排水的污染負荷。

• 全場域以重力取水設計創造節能
減碳的附加價值而深獲肯定，97
年11月更吸引國際保育專家珍古
德來訪，肯定新北市對環境保護
工作推動的努力。



• 鹿角溪濕地功能

• 環境教育場域

• 鹿角溪人工溼地以「我愛

鹿角溪溼地」為主軸，提

供完整環境教育專業服務，

期望社會大眾落實建立永

續家園的正確觀念，使環

境教育推廣更臻完善。

•

• 生態復育

• 鹿角溪人工溼地自然生態
豐富多采；鳥類、昆蟲、
魚類、植物及兩棲類等生
物種類達數百種之多，是
最好的戶外自然生態教室。



鹿角溪人工溼地水質淨化
單元流程

• 鹿角溪 → 沉砂池 → 漫地流
區 → 近自然式溪流淨化區
→ 草澤溼地 →生態池 → 出

流



鹿角溪人工溼地生態介紹

• 自然的環境更就近提供民
眾親近自然、學習珍惜水
資源、減少水污染的最佳
學習場所。

• 荷：挺水性水生植物，睡
蓮科，多年生植物，葉盾
形，葉柄位於葉片中央，
直立突出於水面，地下莖
俗稱蓮藕。開花植物，可
作為景觀物種。

• 龍骨瓣莕菜：浮葉性水植
物，睡菜科多年生草本植
物，莖細長，且長度會隨
水位而改變，莖與葉會吸
引藻類附著生長，促進水
質淨化。



鹿角溪人工溼地生態介紹

• 因為保留完整的河岸次生林，
而兼具涵養生態多樣性的自然
環境，吸引了數十種鳥類棲息，
以及蜻蜓等昆蟲、兩生類、爬
蟲類等動物前來進駐。

• 霜白蜻蜓：蜻蜓科，體常41-35mm；
雄重複眼墨綠色或褐綠色，胸
部灰藍色或褐灰色，腹部紅色，
翅膀透明，後翅基具藍色白粉
脈紋，翅痣黑色；雌蟲合胸黃
褐色，側視無斑紋但愚忠胸側
縫有一條不明顯的細黑線，翅
膀透明，前後翅基無褐斑，腹
背有一條黑色中線，腹末節有
一對短尾毛。

• 大白鷺：經常出現在人工溼地
的冬候鳥，常與小白鷺、蒼鷺
一起覓食。大白鷺嘴為黃色，
全身雪白，是體型最大的白色
鷺，常呈線「S」型的頸部為多
數人最深印象的特徵。以魚類
為主食，能攝食中型魚類，因
此大白鷺前來，代表溼地食物
鏈組成穩定。



• 新海二期人工溼地介紹

• (原)臺北縣政府(現為新北市政
府)94年隔著新海抽水站放流渠
道另一側(新海橋上游右岸)之
高灘地辦理新海二期人工溼
地工程。

• 改場址於95年11月完工，場址
面積為5公頃，水域面積3.37公
頃，每日可處理新海排水4,000
噸的晴天污水，水力停留時
間為4.42日。

• 透過水、土地、植物的組成，
藉由污水與自然環境中的氧
氣、土壤、微生物和植物交
互作用，達到水質淨化的目
的。

• 新海二期污水來源與取水方
式與新海三期相同，各單元
透過種植多種水生植物、水
域營造，吸引各式生物棲息。

• 新海溼地微三段式表面流人
工溼地，表面流人工溼地為
最接近大自然的一種淨化過
程，有著「最美麗的污水處
理廠」的美稱。



• 新海二期人工溼地功能

• 環境教育場域

• 依據溼地特色，共分為四
大功能園區，包括「生態
教育」、「水質淨化」、
「溼地文化體驗」及「生
態觀察」等，每年度持續
進行生態環境教育推廣創
造造出豐富的生態環境及
環境教育能量。

•

• 生態復育

• 透過水質及生態等各方面
持續的監測與管理及分析，
進行分區經營管理、保留
生態復育區、微棲地營造
(枯木、深淵淺瀨、多樣性
植栽、卵礫石設施等)，增
加新海二期溼地生態多樣
性、景觀豐富度。



• 溼地水質淨化單元

• 新海二期人工溼地污水來
源與取水方式，與新海三
期人工溼地相同，當新海
排水水路之污水流出後引
入初沉池，在經由楊水泵
浦依序將污水送至第一密
植區、開放水域、第二密
植區、生態池，營造人與
自然共存共榮的環境。



新海二期人工溼地
主要處理流程

• 新海抽水站 → 初沉池 → 馬
達區 → 沉沙池 → 第一密植
區 → 開放性水域 → 第二密
植區 → 生態池 → 匯入大漢

溪



• 新海二期人工溼地生態介紹

• 溼地大幅改善河川水質及成功進行
水環境活化，並提供居住於河川兩
岸的居民及生物一個友善的空間及
良好的自然棲地環境。

• 蘆葦

• 挺水性水生植物

• 禾本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普世
人工地最常栽種的水生植物之一，
生長能力非常旺盛，主要藉由地下
根莖行無性繁殖，生長密度可達每
平方公尺200株以上。根莖深達3公尺，
族群在變動的環境中極為穩定。莖
葉向下輸氧，可增加底泥曝氣性，
是蘆葦可以減低水中生化需氧量
(BOD)的主要原因。

• 臺灣水龍

• 挺水性水生植物

• 柳葉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莖部
具有浮水囊，使其能浮於水面，在
水面上匍匐延伸，可達5公尺。臺
灣水龍浮水囊的功用是呼吸，亦可
供微生物吸附生長，促進水質淨化。
臺灣水龍生長時植株茂密，經用於
水面遮光，以防藻類過度滋生。



• 新海二期人工溼地生態介紹

• 溼地大幅改善河川水質及成功進
行水環境活化，並提供居住於河
川兩岸的居民及生物一個友善的
空間及良好的自然棲地環境。

• 青紋細蟌

• 細蟌科，雄蟲胸部青綠色，腹部
長約25mm，雌蟲因成熟度的差異而
呈現橙色、褐色及綠色不同變化，
甚至有「似雄型」個體。廣泛分
布於臺灣全島及各離島，常出現
在各類靜止水域以及邊岸有密生
草岸的流動水域，為臺灣最常見
且適應力最強的靜水性豆娘。

• 紅冠水雞

• 秧雞科，紅冠水雞具黑褐色的身
體，紅色的額板為主要特徵；藉
著長腳趾能在布袋蓮或大萍上移
動，覓食葉部下的昆蟲、線蟲、
吸蟲、螺類，也植物的腐葉、腐
根為食物。

• 紅冠水雞對水質的要求不高，在
較清澈的水中，經常潛泳覓食水
底藻類或沉水性的植物；在較污
黑的水中，則多常在水面上活動。



• 新海三期人工溼地介紹

• 新海三期人工溼地位於新海二期
人工溼地上游右岸低灘地，並採
淺水域型態的設計，以本土的水
田溼地為生態模擬意象。

• 除了利用水田型態的溼地進行水
質淨化外，同時也呈現水田裡常
見的水生經濟作物與特有的生態
系，以提供民眾體驗溼地文化的
優質空間，並兼具鄉土教育的功
能。

• 新海溼地為三段式表面流人工溼
地，表面流人工溼地為最接近大
自然的一種淨化過程有著「最美
麗的污水處理廠」的美稱。

• 該地點位於新海二期人工溼地上
游右岸低灘地，並採淺水域型態
的設計，以本土的水田溼地為生
態模擬意象。

• 為生態模擬意象。

• 新海三期人工溼地提供潔淨的水
源，也保留了部份水田供農事體
驗之用，重新建立密切的人地關
係。



新海三期人工溼地
功能

環境教育場域

• 透過沿岸景觀營造（新月橋
建設）結合自行車道吸引鄰
近民眾自主性接近之外，透
過多元方式，讓民眾自主前
往溼地參觀使用，包括寫生、
攝影及微電影等比賽活動方
式，鼓勵民眾多親近人工溼
地。

生態復育

• 新海三期人工溼地有效削減
淡水河流域內生活污水產生
的污染量，提升大漢溪水體
水質外，透過刻意營造之自
然擬態環境，讓人工溼地更
有效地增加大台北地區於淡
水河系沿岸的自然生態豐富
性。



溼地水質淨化單元

• 運用表面流人工溼地，並分
作四種區域處理，第一池為
密植區I，第二池為開放水域，
第三池為密植區II，第四池為
生態池，以達到區域污廢排
水之水質淨化功效，與降低
污染負荷。

• 透過作後一池(生態池)的設計
處理，可以展示當地生態生
長環境兼具教育解說功能，
以及展示整個人工溼地水質
淨化的效果。



新海三期人工溼地的主要
處理流程

• 新海抽水站 → 初沉池 → 馬
達區 → 草澤溼地 → 水生經
濟作物 → 匯入大漢溪



• 新海三期人工濕地生態介紹

• 溼地大幅改善河川水質及成功
進行水環境活化，並提供居住
於河川兩岸的居民及生物一個
友善的空間及良好的自然棲地
環境。

• 黑脈樺斑蝶

• 蛺蝶科，展翅70 - 80 mm，翅膀橙
色，翅端黑色具白色斜帶，外
觀近似樺斑蝶但本種翅膀上具
黑色線條較粗，雄蝶於後翅腹
面中央多一枚鑲黑邊的白色斑
點。停棲時只見中後足，前足
退化縮於前胸背板下，後翅不
具尾突。

• 翠鳥

• 翠鳥科，翠鳥因有一身翠綠的
飛羽而得名，經常出現在人工
溼地水邊的蘆葦枝條，或是水
邊的灌木上，選擇水較乾淨與
排水良好的水域覓食。翠鳥的
食物是小魚與小蝦，覓食的方
式是自空中快速俯衝水中以嘴
攫食，又有「魚狗」的別稱。



• 新海三期人工濕地生態介紹

• 溼地因為本身土質特性的關係，
水流過或滲透此地速度都會減緩，
可以留住水中養分並過濾化學有
機污染物質而保持水質乾淨，這
也是溼地被稱為大地之腎的原
因。

• 香蒲：挺水性水生植物

• 香蒲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水
質淨化型人工溼地最常推薦的植
物之一，因其是單位面積有最快
與最高的產量，且能自空氣傳輸
氧氣到水與泥底中，又耐鹽、耐
酸、耐鹼，在各種質地的土壤中
皆能生長，並吸引野生動息。香
蒲的繁殖可藉種子和匍匐的地下
根莖，分別進行有性與無性繁殖。

• 臺灣萍蓬草：浮葉性水生植物

• 睡蓮科，臺灣特有種，浮水葉為
主，近圓形葉片葉背有細毛，浮
於水基部有V型深裂。果實壺形，
五枚黃色萼片顯目。繁殖方式可
用地下走莖進行營養繁殖。臺灣
萍蓬草分布在臺灣中、北部低海
拔沼澤或水池中，在臺北木柵動
物園及宜蘭縣員山鄉的福山植物
園可發現臺灣萍蓬草，在桃園一
帶的少數池塘中也能發現。



• 結語

• 環境「三育」

• 分年齡、分區域、分特色，

進行環境「教育」。

• 稀少性、瀕危性、特色性，

進行物種「保育」。

• 城市邊緣綠帶、原始生態

區域、生態受干擾地，進

行「復育」。

•

• ─用教育改變人心，用保
育延續物種，用復育營造
生態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