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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生水生植物保育及生態營造 

－以宜蘭縣為例 

邱錦和 

台灣濕地保護聯盟宜蘭分會長 

摘   要 

宜蘭縣境內的雙連埤是台灣原生水生植物種類最多的天然湖泊，根據宜蘭

大學陳子英教授調查雙連埤有 112 種是水生植物，幾乎占台灣原生水生種類之

1/3 強，且形態多元，有挺水、沈水、浮水、浮葉及濕生等五種類型，堪稱台灣

原生水生植物之天堂。近年來台灣經濟快速成長，對宜蘭縣境內自然環境及資

源開發利用也產生負面影響，使得相當多的台灣原生水生植物生育地逐漸式微

甚至消失，但因此也引起宜蘭民間一股在地草根行動，開始關懷台灣原生水生

植物的保育行動。 

壹、前 言 

宜蘭人對台灣原生水生植物保育起自 2001 年 11 月雙連埤的整地行為，當時

地主任意整地損害到大部分雙連埤特有或稀有的水生植物，引起民間組織結盟

搶救水生植物，當時南台灣的台灣溼地保護聯盟吳仁邦和應凱仁先生在颱風天

冒著生命危險北上參與搶救，將部分原生水生植物種源運回台南官田水雉保護

區收容復育。宜蘭社區大學在雙連埤事件中，整合民間力量，為了搶救雙連埤

水生植物生育地，舉辦三場公共論壇，促使地主、政府與環境保育團體三方對

話，以爭取雙連埤三贏策略，但經二年努力仍無共識，雙連埤生態環境持續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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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但環境保護的汗水並沒有白流，2003 年 10 月 23 日，行政院農委會順應民

意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將雙連埤公告為重要野生動植物棲息環境，宜蘭縣政府

也編列五千六百萬元將雙連埤徵收為保護區的經費。在此事件中我們意識到國

家對濕地保護尚未有具體政策和法規，造成濕地一一被開發時，原生水生植物

卻成為無辜的受害者，這也是造成水生植物稀少的原因之一。宜蘭人除了上述

的搶救行動之外，在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指導下，進一步希望在民

間營造出更多原生水生植物的生長空間，筆者為此而嘗試一步一腳印的實作工

作，茲分述於下文。 

貳、雙連埤水生植物消失過程 

2003 年 3 月宜蘭社區大學湖泊班深入調查雙連埤生態環境變化過程分述如下：  

一、 野菱－野菱為宜蘭稀有原生浮葉植物，是雙連埤特有水生植物之一，主要

分布於水域範圍，盛產期湖面幾乎為野菱覆蓋，後因地主利用機械整地，

雖然剷除原本威脅野菱生存的白花穗蓴，但野菱仍是無法回復，原因有三，

一是野菱的種子被怪手深埋入土堤中，無法發芽；二是湖底腐植質被攪動

並發酵，使得水域混濁，不利野菱成長；三是回復的野菱幼苗被放養的草

魚咬食。野菱族群本來就少，經此傷害情況更慘，其伴生的稀有食蟲性沈

水植物如黃花狸藻、絲葉狸藻，因缺乏野菱共生的情況下，也成為地主放

養之鵝與綠頭鴨的佳餚，隨之消失。  

二、 石龍尾－石龍尾也是宜蘭稀有沈水植物，是雙連埤代表性物種，亦被強勢

的白花穗蓴所壓迫，整地後雖回復，但卻被挖土機送到堤頂，演替成挺水

植物，除非人為干預，否則不知怎樣才可回到水域裡！  

三、 日月潭藺－如果學者先在雙連埤發現，這種台灣特有水生植物會被稱為「雙

連埤藺」，本種在雙連埤浮島棲地被剷除四分之三，現存族群亦遭受其它強

勢物種之競爭威脅。  

四、 田蔥－田蔥是宜蘭稀有的挺水植物，整地後復原的數量驚人，但還來不及

展開嬌顏搏得地主歡心，就被地主視為雜草，僱工拔除，甚至用除草劑噴

灑處理，族群量迅速銳減。  

五、 華克拉莎－華克拉莎是台灣產莎草科植物形態最高大的，原分布於浮島

上，花莖高達 2 至 3 公尺，高大挺美，會長出奇特的無性繁殖苗，但卻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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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芒草，被無知管理者推沒入泥土中後，不見其回復跡象，僅少數植株

殘存。  

六、 開卡蘆－開卡蘆植株高達 4 公尺以上，分布於湖域週邊，是天然的綠籬，

也是水鳥活動的緩衝區與避敵環境，但也全數遭怪手剷除，換上鋼絲網圍

欄，水鳥一回來，覺得沒有安全感又飛跑了。  

七、 水社柳－台灣特有木本溼地植物，分布於湖域週邊，又稱「金柳」，每年元

月新年時節，花苞吐出金黃色花穗，後轉變成銀白色花絮迎風飛舞，但百

年的水社柳尚未被列入宜蘭老樹自治條例保護，即被挖土機推毀，只剩下

南側數十棵。 

參、宜蘭水生植物保育行動 

一、風箱樹（Cephalanthus naucleoides DC.）在「台灣珍稀水生植物」一書中被

列為「極危級」物種，風箱樹是台灣稀有濕生喬木，高可到 5 公尺，葉對

生，長 5~12 公分，似芭樂葉，故五十二甲農民俗稱「水芭樂」。花白色，

頭狀花序，又稱「珠仔花」，端午節前後開花，徑約 3 公分，開花時常吸引

金龜子和蛾類前來覓食，授粉後轉呈淺褐色,球狀果實，授粉成功後果囊凸

出如流星錘。風箱樹喜歡生長在沼澤泥岸或田埂溝渠，五十二甲先民種植

它，是保護土堤防止崩塌的最佳物種，本種是大自然留給台灣珍稀的遺產，

值得開發為水土保持生態價值，應鼓勵地方政府發展成為宜蘭縣濕地生態

的景觀植物，配合綠博和童玩節等活動，吸引遊客至五十二甲沼澤原生地

觀察風箱樹開花, 將風箱樹推向世界舞台。 
  宜蘭風箱樹的消失，主要是水利管理單位因應水泥化槽溝而損及台灣

原生水生植物生育地，先民以風箱樹做為固堤樹種，也為多元野生動植物

創造棲息環境，但水利單位為給灌水之便利而建構水泥化槽溝，使得宜蘭

縣內老風箱樹幾乎全數消失，2005 年經協商現在只剩冬山鄉三奇、蘇澳隆

恩二小段，被縣府依老樹自治條例就地保謢，2006 年 9 月頭城鎮二圍段農

田灌溉工程，水利會頭城站長勘查時發現土溝旁生長數百株的風箱樹，通

知荒野宜蘭分會與鄰近社區，得以搶救 420 棵小風箱樹，暫時收容在二城社

區總幹事林世裕休耕水田，並移植 50 株於林家養鴨休閒農場。2007 年 8 月

宜蘭社區大學有機農園人工濕地營造， 真理大學自然資源應用系學生到宜

蘭噶瑪蘭站實習, 採集冬山鄉三奇、蘇澳隆恩二小段風箱樹種子進行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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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復育風箱樹種子苗，目前成株已近 2 公尺，分別移植至羅東林管處教學

池、松露民宿人工濕地、員山鄉雷公埤浮島。風箱樹以種子苗復育繁殖是

一項新發現，因風箱樹原棲地環境從未發現有種子苗存活。 

二、水社柳（Salix kusanoi (Hayata) Schneider）是台灣特有種，雌雄異株。雙連

埤浮島、南澳神秘湖與蘇澳聖湖是宜蘭縣境內較大族群的生育地，而草埤、

雷公埤、湳埤各有一棵雌株。水社柳又稱「金柳」，在新年時節，雄株的花

苞吐出金黃色花穗，雌株成熟後轉變成銀白色花絮迎風飛舞，雙連埤湖域

週邊百年以上的水社柳尚未被列入宜蘭老樹自治條例保護，即被挖土機推

毀，殊為可惜。2007 年 2 月宜蘭縣政府、台灣濕地保護聯盟宜蘭分會、中

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宜蘭分會、宜蘭社大水生植物管理社團及雙連埤地區

餐廳協辦三梯次雙連埤『金柳復育』，包括扦插苗及種子苗復育，於雙連埤

湖岸栽植原族群之苗木，將原生的水社柳移回原棲地。2009 年 1 月宜蘭縣

三星鄉行建村有意建構有機村，於台北大學詹士樑教授肯定三星鄉適合發

展為永續有機村，在詹士樑教授協助下推動國科會農村生態地景永續社區

營造，應用水社柳營造三星鄉農村生態新地景，建構行建村有機田隔離帶

棲地，於 10×500 公尺隔離帶復育水社柳 60 株，增加有機田園棲地活潑性

及多元性，以落實自然生態環境永續利用與保育台灣原生水生植物生態之

目標。 
三、宜蘭水蓑衣（Hygrophila spp.）－原生育地位於頭城大坑罟溼地，因 2008

年烏石港區的發展觀光被開發，宜蘭水蓑衣原生育地就此填造而消失。宜

蘭水蓑衣無法祖擋港區發展，幸而自 2005 年起宜蘭社區大學水生植物班進

行宜蘭水蓑衣原棲地採收種子及保存工作，分別移植至人文、龍潭、學進、

慈心華德褔、岳明等地移地收容。宜蘭市黎明社區禾風竹露人工濕地營造，

特將宜蘭水蓑衣列為宜蘭指標性水生植物物種。2007 年利澤工業區內復岡

有限公司營造人工淨化生態溝栽植宜蘭水蓑衣，2009 年 4 月一隻雌水鴨子

在宜蘭水蓑衣生態溝裡孵出了 4 隻小水鴨（圖一）讓工廠員工雀躍不已，

顯見其庇護野生動物的角色。 

四、蓴菜（Brasenia  schreberi  Gmel.），雙連埤耆老稱它「水凍」。日治時

代，雙連埤之蓴菜，曾被送至日本皇室做為御膳菜餚。蓴菜是多年生浮葉

水生植物，具有橫走根狀莖，叢生之圓柱狀莖，葉互生，葉表面具綠色光

澤，葉下表面暗紫色，葉橢圓形如盾牌，葉柄細長有氣室，淡紫至灰綠色，

組織細胞間隙大而多，可增加水中的浮力，根及莖導管不發達，故水份可

由植物體之體表攝取，不必靠導管輸送水分，所以導管部的中心大多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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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隙。植物體隨著原棲地水深可伸長到 3 公尺，莖頂端與新葉的背面（幼

嫩部份）會分泌一種黏液，嫩葉可加冰糖做成果凍布丁，為雙連埤地方菜

餚中之珍品。花梗長，自葉腋生出，３枚萼片、３枚花瓣，開花時花梗能

伸長露出水面上，種子綠色米粒大，有胚乳。可扦插復育，目前雙連埤附

近已復育二分地。 

  李時珍在本草綱目記載「蓴生南方湖澤中，為吳越人善食之。春夏嫩

莖末葉者名稚蓴；葉稍舒長者名絲蓴；至秋老則名葵蓴。採鮮葉搗爛，敷

治疔瘡有奇效」。2006 年松山工農園藝科學生陳暉凱為了研究蓴菜，專程至

宜蘭蓴菜棲地實地觀察，後與台北醫學院研究分析蓴菜藥性。由於本草綱

目記載蓴菜具消炎效果，於是進行蓴菜的抑菌研究，其成果作品「台灣稀

有水生植物蓴菜生長及成分分析研究」獲全國第 46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第

一名。此成果也鼓勵宜蘭社區大學雙連埤生態保育暨特色產業社區培力推

廣班學員於 2008 年 12 月在台灣濕地保護聨盟的蓴菜復育基地復育蓴菜，此

乃 NGO 結盟為台灣原生水生植物保育之成功案例。 

肆、宜蘭生態池營造案例 

宜蘭社區大學與荒野保護協會長期建立夥伴關係，對宜蘭縣內社區的公共

空間、社區人工濕地及自然生態棲地環境的關懷，長期合力推動生態教育的推

廣。荒野保護協會噶瑪蘭水生植物庇護站順安種源場無償提供種源，讓宜蘭水

生植物尋奇班學員，以工作假期社團課程運作模式引導進行復育宜蘭原生指標

性水生植物行動。 

    從 2005 年起到 2008 年已協助建構宜蘭市進士社區鑑湖堂人工濕地、黎明社

區禾和竹露生態池、員山鄉蓁巷自然農場、蓁巷浮島湧泉池、林家養鴨場、彩

燕蓴菜池、羅東林管處教學池、冬山鄉大興社區鴨母埤、清溝社區宜蘭社大教

育農園、順安社區種源場、礁溪鄕林美社區林美生態農場及壯圍鄕廍後社區加

留沙埔監測池等十二處。 

    宜蘭水生植物尋奇班每學期主動協尋可開放的人工濕地，並共同認養營造

及維護社區型生態池，為雙連埤珍稀的水生植物爭取收容空間，同時對縣內的

天然濕地及湖泊進行季節性監測記錄與巡守，即時發表在PeoPo公民新聞平台蘭

陽山川生態關懷http://www.peopo.org/jh954836網站，是全國社區大學很有草根性

的環境公民行動案例。 

http://www.peopo.org/jh954836


 60 水生植物多樣性開發與利用研討會專刊 

一、2008 年 3 月 23 日宜蘭水生植物尋奇班在冬山鄉大興社區支援宜蘭社區大學

97 年開學活動，準備三百二十份宜蘭指標性水生植物種，由學員分組引導

社大師生以水生植物開花或種子顏色，依易經五行五方五色的方位復育於

大興社區鴨母埤湧泉濕地，北方種植蘇澳聖湖的黒株蒿，南方則是梅花湖

的紅辣蓼，西方是小埤的三白草，東邊為雙溪的燈心草，埤中浮島則用雙

連埤田蔥種子。 

  2008 年 11 月冬山鄉大興社區和東興國小校園服務進階維護管理鴨母埤

生態池，首先到冬山小埤貝舌薹棲地與八寶石龍尾棲地進行生態巡守及植

物採集，然後將原生水生植物帶往鴨母埤生態池復育；分組維護管理宜蘭

冬山鴨母埤生態池包括修剪老化枝葉、以拋植法種植沉水植物、解說牌製

作及影像記錄（圖二），除了改善植物的生長，使植物生長盎然，並提供東

興國小師生更好的學習生態池環境，讓學生可直接接觸到水生植物，老師

教學愉快，學生學習順利。  

二、2007 年 7 月暑假期間，宜蘭社區大學林崑陵學員提供三分農地由筆者協助

規劃建構人工濕地，真理大學自然資源應用學系兩名學生到荒野噶瑪蘭站

來實習，共同協助建構宜蘭社區大學教學農園人工濕地。營造期間分別至

宜蘭縣的自然棲地採集宜蘭指標性水生植物種子，並設置入滲溝及草溝，

以原生植物吸收汙染源，吸取水中的氮及磷，以減輕社區水質優養化程度，

然後將淨化過之水樣，澆灌有機農園之果菜。將水質源永續利用，營造生

物多樣性社區休閒農園，開放給宜蘭社區大學、社區居民，NGO 團體體驗

有機無毒果菜，種植自採的休閒活動空間。本農場人工溼地亦成為收容宜

蘭指標性水生植物之基因銀行，協助縣內各國中小學，推動自然生態教育，

提供水生植物給需要的學校，以最健康與天然的方式來改善並呈現環境保

育，深具體驗教學意義。建構完成後在 2008 年 4 月 5 日邀請校長為宜蘭社

區大學教學農園揭牌（圖三）。 

三、2006 年 10 月礁溪中冠飯店無償提供林美乾埤，讓荒野宜蘭分會噶瑪蘭站和

宜蘭水生植物尋奇班學員，以工作假期進行認養管理與維護林美生態農場

乾埤，成功復育 30 種宜蘭指標性水生植物，建構完成一公頃面積的社區型

生態池，是產學 NGO 合作成功的案例（圖四）。 

四、2007 至 2008 年 6 月荒野宜蘭分會噶瑪蘭站與宜蘭水生植物尋奇班認養羅東

林管處教學池，清除外來種植物，並對本土水生植物進行生態管理，學員

分組以打枝、矮化、修剪老化枝葉、製作自導式解說牌，使得教學池環境

更具教育內涵，植物生長井然有序，自然教育中心可讓學員直接接觸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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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圖五）。 

五、2005 年 5 月宜蘭市黎明社區禾風竹露的主人林英機先生無償提供土地，宜

蘭社大水植物尋奇班營造出社區型生態池，在主人悉心照料之下，植物生

長穩定。2008 年 9 月 6 日宜蘭社大校長張捷隆先生前來揭牌，水生植物班

學員提供後續社區關懷服務，為水生植物製作解說牌，利用合適木板、木

棍，木板以火炭燒處理後雕刻植物名稱，釘上木棍再插到植物前面，提供

認識植物的途徑，製作數十個另類的解說牌（圖六）。 

六、2007 年林家養鴨場（台七線員山深溝淨水場前）林一哲先生提供養鴨池，

宜蘭社大水植物尋奇班協助營造社區型生態園區（圖七）。 

  2008 年 10 月 25 日林家養鴨休閒農場開幕，宜蘭社區大學校長張捷隆

受邀參與剪彩並為生態園區揭牌。宜蘭社區大學社區水生植物尋奇班為擴

大公共性社區參與並配合 2008 鴨鄉鴨香活動，舉辦雙連埤水生植物造紙體

驗 DIY，邀請黃瓊瑤老師指導水生植物造紙技術，摘取華克拉莎、李氏禾、

水毛花、燈心草等富含纖維質的水生植物，裁剪，煮軟，清洗、打汁（連

同纖維質）倒入水中，再用手抄紙的方式將纖維塗抹在薄網上，輕輕取下

之後，陰乾，就可成為一張富有質感的水生植物手抄紙。會後學員分組引

導來賓參觀復育的雙連埤水生植物（圖八）。 

七、2008 年 12 月 14 日宜蘭社區大學結合 NPO 民間力量推動雙連埤公益信託，

建構雙連埤蓴菜場（圖九）。 

八、2008 年 12 月 27 日先於冬山鄉蕭美子松露生態池進階管理，之後前往五十

二甲風箱棲地 修剪渡冬半木質化扦插苗進行復育風箱樹種源（圖十）。 

伍、結語 

宜蘭縣境內有六十多處濕地，這些濕地環境蘊育出相當多的原生水生植

物，該如何保育這些台灣原生水生植物，讓這些弱勢的族群能被善意的保留給

後代子子孫孫，近年來我們在台灣各地社區進行不同型式之濕地營造，累積了

豐富之經驗及專業知識，不僅為溼地環境教育與人工溼地推廣盡一份心力，未

來也可以提供其它單位濕地保育之參考，同時可進一步結合社區及學校力量共

創水生植物的新天堂，希望有更多伙伴參與我們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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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一隻雌水鴨子進駐復岡公司宜蘭水蓑衣生態溝裡孵小水鴨要出去覓食 

 
（圖二）以水生植物開花或種子顏色，依易經五行五方五色的方位復育台灣原生水生植

物於大興社區鴨母埤湧泉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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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收容宜蘭指標性水生植物的宜蘭社區大學教學農園人工濕地揭牌 

 

 
（圖四）林美乾埤復育 30 種宜蘭指標性水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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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荒野宜蘭分會噶瑪蘭站與宜蘭水生植物尋奇班認養羅東林管處教學池 

 

 

（圖六）宜蘭市黎明社區禾風竹露生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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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林家養鴨休閒農場營造社區型生態園區 

 

 

（圖八）林家養鴨休閒農場擴大公共性社區參配合 2008 鴨鄉鴨香活動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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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推動雙連埤公益信託，建構雙連埤蓴菜模場 

 

 
（圖十）冬山鄉開放式松露生態池進階管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