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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互花米草在全球各地的族群擴增速率

文 圖／蔡志忠 台中分會高美濕地組組長，自然名：大頭茶

守護高美溼地的社會參與
～外來植物互花米草的強勢入侵與移除行動

一、互花米草的特性與入侵高美濕地的

危機

台灣的濕地環境，長期被忽視而面臨許多

重大的開 危機，自 年之後，在

台灣西海岸所剩不多的濕地環境，面臨了一種

強勢入侵植物 互花米草的生長，這種植物為

目前全球造成濕地陸化最佳的植物之一，甚至

名列前茅，有鑑於此，自 世紀初期被引進

美洲西部 澳洲 紐西蘭及亞洲的中國大陸沿

岸廣為種植，其中中國大陸更將沿岸一萬多公

里的海岸線廣植互花米草，導致目前中國大陸

的互花米草生長面積已達 萬餘公頃，每年

花費上億元的人民幣經費進行研究與移除，然

效果均不彰，對海岸濕地生態形成幾近毀滅性

的災害 有鑑於此，台灣自 年起陸續已

於新北 的淡水河口 苗栗縣的後龍溪口 台

中 的大 溪口 大安溪口及大肚溪口 彰化

雲林的濁水溪口皆已見分 ，而又以金門地區

的海岸線最為嚴重，目前幾乎北面沙灘濕地均

已淪陷

從圖一可知，在中國大陸的研究了解互花

米草的族群擴展是以指數型的成長再進行族群擴

展，因此於入侵前幾年的擴增速率較慢，是最佳

的移除時間，待過了這段時間後，倍數型的面積

成長， 時就會就會形成當地生態就剩下互花米

草的單一物種生態系，對當地的濕地上的底棲生

物同時會造成生物多樣性的降低

回顧我國互花米草的來源，主要自 年

代中期以後，強勢外來植物互花米草	 S a i a	

al i l a	L i l 因其促淤造陸和消波護堤作用

顯著而被許多國家引入，中國大陸於 年開

始從大西洋引入互花米草，原作為護灘固岸植

物，但因生長快速，從天津至廣西沿海灘地已幾

乎淪陷，面積估計有 餘萬公頃 因為地緣關

係，金門地區首當其衝也遭受互花米草強勢入侵

與迅速擴散，造成大面積的危害，其溼地生態系

統的結構和功能正受到嚴重威脅，近年來更 陸

台灣本島地區 北往南如台北淡水河口 苗栗後

龍溪口 台中塭寮溪口與高美濕地及彰化大城

漢寶濕地等西海岸濕地亦陸續 現互花米草族

群，大致呈零星分 ，惟在高美濕地已形成大量

群聚的族群，目前粗估互花米草危害面積已超過

公頃以上，是為台灣島上生長面積最大的族群，

參閱 圖一 的台灣鄰近地區同為島嶼形式的崇

明島為例，其島上所生長的互花米草族群擴增速

率大約在 年內就會進入臨界點，一旦跨過臨

界點，其族群生長面積的指數型成長 倍數增加

便成為一種嚴重的濕地生態危害的，而高美濕地

目前的互花米草族群擴散面積應已 臨臨界點，

亦即若再繼續忽略不予進行移除的結果，就會像

中國大陸的海岸濕地一樣，就算未來投注 倍

到 倍以上的經費與人力，所能移除的成效亦

相對有限甚至無效 因此目前重要的工作主要是

防範未來互花米草演變成為另一種小花蔓澤蘭如

同綠癌般地侵蝕著台灣自然生態，造成台灣濕地

生態環境的重大生態災害及降低濕地生物多樣性

的危機， 現今每年 月許多	縣 政府謹訂為

小花蔓澤蘭 的移除月即可知這樣的災害一旦

造成，便需要用很長的時間來進行移除與復原，

且其成效目前亦相當有限

故為避免互花米草其族群在台灣濕地擴大而

形成另一種濕地的綠癌外來種，尤其高美濕地目

前是全台生長面積最大且威脅最嚴重的地區，

時不僅台中 唯一的珍貴濕地的消失，高美地區

漁村文化更面臨完全的喪失，尤其高美濕地 後

龍濕地 芳苑濕地等目前均列入國家重要濕地，

而高美濕地更可能列入國際級的重要濕地生態，

故這些地區目前均有互花米草的生長，在 溼地

法 已通過的此時，保存濕地生態，讓台灣濕地

能免於消失甚至生物多樣性減少， 預防性的生

態災害防救 相對就更重要，在此時投注的人力

與經費均不須太多便可獲得未來很大的成效 自

年起，台中分會透過與靜宜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台灣省野鳥協會 台中 文山社區大學

台中 政府農業局 環保署及教育部等許多多個

公私立的機關團體，分工進行高美濕地互花米草

的清除活動 期待在 年，透過舉辦清除全

台互花米草生長面積最大的高美濕地，讓中部地

區更多參與者了解濕地環境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在於入侵種的生態災害的預防，讓更多人可以

透過實際的行動，來預防台灣沿海濕地未來得以

免於消失的危機

因此移除互花米草除了可以維持海岸濕地生

物多樣性以外，更重要是維持中部清水海岸平原

民的生活品質，避免最後濕地陸化成為沙丘環

境，釀成沙塵霾害，造成當地 民成為生態災民，

因此與當地 民合作亦是本組相當重視的一環

　　外來物種入侵是指外來物種在自然分佈區通過有意或無意的人類活動的引進，在

當地自然或半自然的生態體系形成自我再生的能力，給當地自然生態或景觀造成明顯

損害或影響；其中濕地環境面臨了一種強勢入侵植物-互花米草，這種植物為目前全

球造成濕地陸化的最佳植物之一；因此，位於台中的高美濕地，國家重要的濕地之

一，卻也是互花米草生長面積最大且威脅最嚴重的地區。因此，台中分會自 年

起透過與許多個公私立的機關團體，分工進行高美濕地互花米草的清除活動，讓中

部地區更多參與者了解濕地環境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在於入侵種的生態災害的預

防，讓更多人可以透過實際的行動，來預防台灣沿海濕地未來得以免於消失的危機。

 蔡志忠 大頭茶 ，挖一叢互花米草的根，耗費很多的時間

 夥伴們排成一列，依序進入灘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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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美濕地棲地守護工作假期的行程

高美濕地 合，個人整裝 合點在高美燈塔前的停車場

進入高美灘地 分組進入，依人數分組

工作假期開始

準備上岸

清洗裝備後解暑小點心 請自備餐具及碗筷

當天工作假期結束 ~賦歸

二 高美濕地移除互花米草作業流程

為完全根除在高美溼地的互花米草族群，目前擬定執行策略以 連續割除

法 + 人工挖根法 + 持續監測法 的三步驟來巡迴的推動：

步驟一 連續割除法 ：主要任務以割除互花米草的地上植株，僅保留從根部算起約

公分的植株高度即可，以方便步驟二有可識別的植株生長範圍來進行挖除根部的工作

互花米草植株的生長週期約三個月即可開花結果，加上每年 月 ~ 月主要為互花米

草的開花期，故採用 連續割除法 的方式，一方面主要盡量抑制互花米草的開花量及結

果量；另一方面可以方便步驟二的施作，讓步驟二可以完全以挖除互花米草的根部為主要

任務

步驟二 人工挖根法：主要任務以挖除以割除的互花米草的根部為主，執行人員 台中

政府專門僱工來執行

步驟三 持續監測法：主要任務 社團成員及社區 民和里長共同執行，在已挖除根部的

生長區域標竿定記，未來每 ~ 個月巡迴監測一次，一旦 現有新生長的互花米草，當場

挖除之，以絕後患

另外本課程也要負責立桿辨別工作區域 而工作時間約一小時至一個半小時 濕地走路困

難是平時耗能量的三倍 彎腰難持久

參與名單的寄送：需要 天前就要送本周次參與名單給與台中 政府

單位連結與社區資源運用：本課程未來將負責學術紀錄的部份，累積經驗產生價值 省鳥會

負責與台中 政府的聯繫；台中分會負責常態性的志工服務，彼此互相協助創造多贏的面向

推估如此配合，至少可以再推動五年至七年內可以將高美濕地的互花米草完全監控其族群，

而此案例府也可變成典範，供其他縣 參考

各分會若有興趣一同來移除互花米草，亦可先預約欲參與月份的工作假期，可先保留名額

因每場以 人為限，國中以下孩童不能 請進入核心保護區內

 核心人物：社區阿姨協助幫忙挖除根部

 群聚型 一大叢

 穗形花序 一根一根

 左：互花米草 蓬裙   右：蘆葦 窄裙  左：蘆葦 短裙   右：互花米草 長裙

 散生型 一枝一枝

 圓錐形花序 一大團

 進入高美濕地灘地的工作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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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移除外來種互花米草 工作假期的成效：

減輕僱工的負擔：目前 政府 工當地社區阿姨負責挖根的工作 上述步驟二 ，而本

工作假期僅負責割草，讓 府 工的阿姨們只要專心挖根即可 互花米草割掉之後，需

於三個月內要挖根去除 因互花米草的生長周期約三個月 減少 工的搬運量，讓 工

工作效率更高

防止開花：互花米草每年 月～ 月是開花期，定期刈割短株就可以抑制開花植株

對於在地人的意義：守護雲林莞草 明星物種 ，目前是全世界分 的最南界 屬於世界

級的國寶喔！ ，而在雲林莞草上則可見紅蟳的窩 鳥窩等，對於當地亦是有經濟價值的

防止溼地陸化：因為互花米草的根系像菜瓜 ，連螃蟹挖洞都沒辦法，其區域會純化成

互花米草，甚至陸化，造成生物多樣性的驟降

四 工作假期設定

頻率：預定每個月一次 建議運用星期日的時間，暫定為每月第三週的星期日

時間：每個月的第三個周日，但視活動當天的潮汐時間而定

主要窗口：FB 社團名稱：荒野台中高美濕地組，或洽台中分會

	人數及對象：每次人數限制以 個人為上限

	操作流程：每次前 分鐘可以先說明，初始動機及蘆葦與互花米草的辨識

二、高美濕地移除互花米草工作假期的社會參與

原則上，本會所舉辦的 高美濕地移除互花米草工作假期 自 年 月以後，已確認每月第三

個週日 暑假期間會略有調整 定期舉辦，配合每日的潮汐變化，再決定當天工作假期確定時間是早上

或下午，有時也會因潮汐無法配合，而調整週次 當月行程與其他說明會同時公佈在 FB社團 社團名

稱：荒野台中高美濕地組 ，目前已有社團成員 位	，歡迎各分會的夥伴持續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