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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月中旬，行政院環保署和台北縣政府在五

股濕地舉行「千鳥飛行，鷸見濕地」活動，

保育團體設攤宣傳，大會舞獅慶祝，熱鬧非凡。這

天艷陽高照，台北縣、市的民眾，許多還帶著孩

子，紛紛跨越大漢溪和淡水河，來參觀公工程委員

會推出的「生態工法博覽會」。大家在堤岸、蘆葦

間漫步，賞鳥、觀蟹外，還聽取導覽解說，上了一

阿孝感到責任重大，但相信「願到力到」。

「我們希望，這個生態園區能再現七十年代風華。」

阿孝提出具體的目標：一年後鷸科水鳥回來；

五年後成為人與野生動物的樂園；十年後老鷹回來。

據
說在70年代，有一

群五股國中的老師

常站在高樓上俯看沼澤

區，編織著岳陽樓與西

湖的詩篇。

據說在70年代，總有

一群黑鳶常在沼澤區飛翔。

據說在70年代，這裡群鷺飛揚，處處可見水

鴨、漁人、扁舟。

十幾年過去了，我走向這裡的荒山窮水，試圖

找到鴻爪片鱗，但除了污黑的水流上方呼嘯而過的

車聲，我聽不到任何的鶯音燕語。就在我低哼著五

股沼澤悲歌時，總算在廢土堆積的山凹處找到一處

清側的水澤。紅冠水雞

漫步在鋪滿水芙蓉的池

畔覓食；一群小水鴨、

琵嘴鴨悠遊水塘間；四

周的山黃麻及構樹躲藏

著無數的白鷺鷥；荷田

間殘葉枯枝，是豆娘嬉

遊的樂園。但這塊原野

樂園，二年後也因廢土

入侵而淪陷了，悲歌竟

成了輓歌。

五股連接蘆洲的這片

水域一直都是大台北邊

沿的低地，早年逢雨必

淹，56、57年間海水倒

灌，形成一片不利耕作

的廣大沼澤區。沼澤區

內的水域每天隨著潮起

潮落的脈動起伏著，因

文／陳若曦

圖片提供／賴榮孝

賴榮孝
五股濕地
起死回生的功臣

生態台灣

大冠鳩

關心濕地生態，並在學校熱心推動的賴榮孝，是

五股濕地認養計劃的推手（攝影／林枝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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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活生生的生態保育課，親子樂融融，堪稱身

心大豐收。

慶祝會上，台北縣政府正式把五股濕地委

託荒野保謢協會認養；對協會八千會員而言，

是鼓勵也是鞭策。荒野成立的宗旨是保護和圈

養濕地，九年了，終於如願以償地認養了第一

塊大面積濕地。當理事長李偉文上台代表大家

接受這項任務時，台下的荒野遊俠們都興奮莫

名，而激動得眼眶泛紅的是大家暱稱「阿孝」

的賴榮孝老師。

阿孝是這個認養計劃案的推手，幾年來從

無到有，歷經艱辛，備受挫折。最近，他在荒

野協會放映介紹濕地生態影片，敘述到這一段

心路歷程時，曾感慨不已。

「有好多次我都想放棄了」

他幾次哽咽得語不成調，不少聽眾也跟著

抹眼淚。

「但是只要我們給民眾講清楚，還是有人

願意加入保育行列

的，政府官員也一

樣。」

阿孝就是憑著滿

腔的熱情，一路崎嶇

而行，終於步步生

花。

鷺鷥群

文．圖片提供／賴榮孝

五股沼澤的

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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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師生打成一片。他把荒野協會「圈護荒地」

的宗旨，具體落實到學校的幾塊荒地上，結果

感動了一些教師，也來支持他「另類綠化」校

園的理想。

在荒野人的眼中，世界上沒有荒地，大自

然都有它的經營方式，讓土地生機盎然，很快

轉成動植物的天堂；真正的荒地是水泥地，它

密不透氣，只能扼殺一切生機。五股國中曾有

塊小荒地，是阿孝帶學生認識自然生態的地

方，後來學校把它澆上水泥，蓋了籃球場。阿

孝力爭無效，一度難過得要掉眼淚，乃提筆寫

下＜小荒地的生與死＞一文以抒發悲情。

為去除了

人 為 干

預，這裡

的生態環

境逐漸轉

換為水生

動物的天

堂。

70年

前後，這片水域占地約有8.5平方公里，這也是沼

澤區生態最豐富的時期。根據朋友李建安提供的資

料，67年在這個區域記錄的鳥種有84種4714隻；68

年則有72種共約4040隻；75年有94種4805隻；76年

後以每年減半的數量遞減，79年只記錄到30種470

隻；86年僅有一筆記錄，鳥種有18種僅有109隻。

比對資料，黑鳶可以是五股沼澤生態榮枯的代

表性鳥類，觀音山濃密的森林是牠們隱身的家園，

綠色學校的園丁

賴榮孝來自嘉義溪口，傍著嘉南大圳長

大。大學畢業後就到五股國中教數學，廿年

了，五股成了第二家鄉。天生一張笑瞇瞇的娃

娃臉，心性柔軟慈悲，許多學生當他是和樂可

親的大哥哥。他做事一向全心投入，自稱曾使

用密集的考試方式，「填」出很多高分數的學

生，讓升學率名列前茅，是學生和家長心目中

的紅牌教師。分心去關懷自然生態，則是參加

荒野保護協會之後的事。

「加入荒野讓我睜開了眼睛，」他坦稱，

「不但改變了我整個生活，而且覺得很歡喜，終

於能為台灣這塊土地做點事了。」

一九九五年夏天，荒野保護協會成立，阿

孝是創始會員之一。當時會址暫設在牙醫李偉

文的診所，正開始籌辦自然生態解說員的訓練

班。有一天，阿孝去看牙齒，偉文順手給他一

張訓練班申請表格。學習認識自然是好事嘛，

他不甚了了地填了報名表。這一來可是「填」

出了一位優秀的生態解說員。

對自然界敞開胸懷的老師，課外也把學生

領向自然的神奇和奧妙。孩子們樂得從書本中

解放出來，跟著老師觀鳥賞蛙，學著植樹種

大白鷺

由生到死，，再由死到

生的五股沼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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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過歸難過，他並不氣餒，反而鍥而不捨

地遊說兩任校長，終於同意由他規劃學校的環

境。他首先讓三塊小荒地變成了小花圃。原來

「九二一地震」把學校的水泥護坡震裂了，重

新補強後留下三塊小空地。阿孝說服學校放棄

種植園藝植物的計畫，改由大自然去設計經

營。

「現在，它們成了五股國中的『生物多樣

性教學園區』。」

真的，別看它們「雜草叢生」，阿孝隨手

一指就有金露花、月桃、林投，據說多達百來

種植物。就是這樣品種繁雜，五彩繽紛，才引

來蝴蝶紛飛，蟲鳴唧唧，讓全校師生樂於駐足

觀賞。

「那些長得最旺的都不是我們栽的，」阿

孝說，「不是風吹來就是鳥帶來的種子。」

如今，校門口開闢了生態教學池，池畔長

著野薑花和滿天星，水上飄浮著布袋蓮、青萍

和瀕臨滅種的台灣萍蓬草，學生路過都忙著指

認悠遊其中的蓋斑鬥魚、大肚魚等等。阿孝把

課外補習化做自然生態觀察，結果學生課業並

未退步，反而學會尊重生命，熱愛自然，真正

身心健康，照樣獲得家長的信任。

很快地，五股國中被教育部授予「綠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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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獎牌。阿孝也獲

得環保署的全國「環保

有功」教師優等獎。

五股沼澤的輓歌

荒野協會創辦以來，

阿孝一直擔任解說員，由於

成績卓著，還被推為解說組召

集人。他允文允武，勤於拍照並

紀錄動植物觀察心得，寫起報告更

洋洋灑灑，且圖文並茂。＜小荒地的

生與死＞、＜螃蟹的天堂挖仔尾＞就是極

佳的報導文章，刊登在大地雜誌上。他也參與

大安森林公園和陽明山二子坪公園的步道手冊

製作，是荒野不可或缺的「寫手」之一。

五股國中鄰近五股濕地，廿年來眼看著它

步步陷入髒亂和惡臭中，阿孝痛心不已。世紀

交接前夕，他在哀歎聲中寫了＜五股沼澤的輓

歌＞。不料一腔悲鳴竟演成濕地起死回的妙

用，環保界都額手稱慶了。

五股連接蘆洲的這片水域，原是大台北的

邊緣低地，早年逢雨必淹，後來海水倒灌，形

成一片沼澤區。沼澤是水陸生物的棲息處，更

是水島的天堂：水鴨划水，紅冠水雞穿梭於水

芙蓉中，白鷺鷥悠遊於山麻

黃樹林中，黑皮（黑面琵鷺）

定期報到，老鷹（黑鳶）在

濕地和觀音山之間飛翔，五

股和關渡並列為大台北地區

的賞鳥聖地。

七十年代，政府為了

解決水患和發展工業，興築

了二重疏洪道，加上倒入大量廢土，填掉了大

塊的沼澤地。更糟的是，堤防外的工業區污黑

髒臭的廢水不斷排入，終於宣告這片沼澤區的

死亡。黑皮不來了，老鷹也告別了觀音山，還

發生小孩子來這裡玩耍，竟不幸陷入泥淖而身

亡的意外，濕地被附近居

民視為無用還有害之地。

濕地生態是阿孝關心

的主題之一，每天面對這

片髒亂惡臭的土地，難怪

他忍不住唱起輓歌來：

五股沼澤已經死了

許多台灣原有的濕地

也都死了

五股沼澤是牠們活動覓食的處所。63年到69年之

間，這裡經常可以看到20~50隻黑鳶在沼澤區活

動，70年卻只記錄到一隻，此後除了75年在49筆記

錄中有4筆記錄到三隻外，黑鳶就從五股消失了，

不見了。推究原因，可能是觀音山濫墾濫葬，森林

大量減少，加上沼澤區面積快速縮小，水質嚴重污

染所致。

70年政府為了解決水患及開發工業區，興築了

二重疏洪道，其後廢土入侵使得沼澤面積極速縮小

成2.26平方公里。堤防外圍的工業區污黑髒臭的廢

水排入沼澤區，正式宣告它的死亡。失去了居住的

家，沒有覓食的場所，黑鳶告別觀音山也是注定的

結果。

其實五股沼澤由生到死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對

待，一如台灣各地的濕地，即使幸運如關渡紅樹林

沼澤區，在漫長的等待中，終於成立了自然公園，

但它已不是70年代時常可見成千上萬的水鳥聚集的

關渡沼澤。所不同的是關渡留存了一線生機，我相

信自然的力量一定可以療傷止痛，恢復過往的景

況，但五股沼澤已經死了，許多台灣原有的濕地也

都死了。

寫這首輓歌除了希望對這片沼澤的一種悼念，

也期許這塊土地的子民也能留給現存台灣的荒野地

生機，從此不再有輓歌響起。

河口灘地群鷺
五股河口灘地

生態豐富。

五股濕地是觀察螃蟹的好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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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兩人又約了荒野協會保育部的黃子晏一起

去勘查。他們的結論是，二重疏洪道北端面對

關渡自然公園，南有華江雁鴨公園，過去它曾

經是北台灣的兩大水鳥樂園，如能重新規劃為

濕地生態園區，這裡將是理想

的生態廊道。

這個理想很快找到了印

証。台大游以德教授曾帶領二

十多位成員的團隊，對疏洪道

沼澤區進行過全面性的生物調

查、水理分析以及環境整體規

劃。五年前報告出爐，也認為

疏洪道北端極具發展潛力。

游教授這項結論有三項理

由。首先，它可以提供野生動

物移動遷徙時之中繼站和生存

「台灣的一些濕地，都陷入類似的下場，」

他說起來不勝感歎，「即使是搶救下來的關渡

沼澤，也不再是七十年代可見成千上萬水鳥的

沼澤了。」

隨著新世紀來臨，政府單位興起了「美化」

這塊廢地的計畫，居民也樂觀其成，阿孝和保

育人士反而憂心忡忡起來。

「所謂『美化』，」阿孝一針見血地指出，

「在台灣往往和『水泥化』劃上等號，難道台

北縣還缺少一塊水泥地嗎？」

「挽救濕地」的念頭油然而生，他趕緊聯

合幾個關心保育的朋友，火速展開了行動。

危機即轉機

一九九七年，環保署曾補助台北縣政府三

十億空污費，用以此地的美、綠化工程。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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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的規劃和施作，這裡的環境已大為改觀，

「為縣民找回七百甲綠地」成為蘇貞昌縣長非常

卓越的政績之一。開闢完成的「二重疏洪公

園」，占地四百二十公頃，規劃出籃球場、排球

場等兩百四十二座運動設施，以及親水廣場、

沼澤公園、圳邊公園等。它給縣民提供了廣闊

的休閒運動場所，每逢節假日這裡熱鬧滾滾。

「從生態保育觀點著眼，」阿孝指出，

「我們都以為二重疏洪道的經營模式並不理想。

不但北端的天然濕地不能埋沒，而且要營造更

多的濕地才對。」

關懷生態的人常會互相通風報信。五股有

一位關心古蹟的文化志工陳儀章，曾著書＜五

股原鄉＞，紀錄了溫仔圳曾有水筆子存在，與

關渡的紅樹林隔河相望。當他發現最後一叢水

筆子被推土機鏟掉後，心疼極了，立即告訴阿

漲潮時五股河口景色壯闊，對面即是關

渡宮。（攝影／林枝旺）

文．圖片提供／賴榮孝

在荒野九年的

回想

前
陣子，台師大社會教育研究所趙韻婷，送我

一本厚厚的論文「與自然相愛---一個解說

員生命經驗的吉光片羽」，這是韻婷參加過我在大

安森林公園帶領的解說導覽活動，做過幾次訪談以

及持續的書信往來所寫出的碩士論文，看完之後，

我只有佩服，佩服她的用心與努力，竟能用這些素

材寫出她的論文，還獲得蠻高的評價。從論文中可

以看出她博覽群書，包括我在荒野幾年發表過的文

章，雖然看起來我是主角，實質上韻婷才是主角。

現在另一位台師大環教所的研究生賴翊芳，準

備以我在五股成立的教師工作坊為主題進行探討研

究。在第一次訪談中，翊芳提到一個蠻有趣的題目

「是什麼因素讓你熱忱不減，樂在其中呢？」當時

我想了想，給了一個答案「做這些事情對我而言，

它不是工作，而是我生活的一部份」。

回想這九年，進入荒野是許多美麗的開始，所

有的一切都是在自自然然中發生。

因為喜歡自然裡的花花草草，又經歷荒野成立

大會的天搖地動，自然而然成為第一期解說員。

因為自己的主動積極，因緣際會成了解說組召集

讓在園區活動的人們可以看見生命，讓園區內所有生

命得到應有的生存尊重，是賴榮孝繼續努力的目標。



2004的希望」。台北市

出動童軍義工，也有人

從桃園攜家帶眷並準備

了紅豆湯來慰問的，而

縣水利局長更搶先挽起

袖子，和大家一起下水

播種，共同營造濕地。

果然秋來豐收，苦林盤

冒長，紅隼在天空巡

弋，彩鷸成雙結隊到大

生態池築巢。

工作組現在改為

「疏洪道保育聯盟」，推

阿孝為執行長。身兼荒野協會棲地管理委員會

召集人，阿孝感到責任重大，但相信「願到力

到」。

「我們希望，這個生態園區能再現七十年

代風華。」

阿孝提出具體的目標：一年後鷸科水鳥回

來；五年後成為人與野生動物的樂園；十年後

老鷹回來。

是的，假以時日，五股濕地會是野島的樂

園，孩子的童年回憶，台北縣民的生態教育和

休閒場所，在國際上必能提升台灣的保育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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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其次從環境教育著眼，由於部分河段是

感潮河段，又有淡水河域，多樣性棲息環境是

活生生的教育題材，可以激發民眾對生態環境

的關懷。另外，以沼澤區的經營管理方式，可

以兼顧環境綠化、防洪浚、環保、休閒和教育

多項功能，充分發揮國土的價值。

為了說服縣政府，阿孝他們決心要提出更

新、更全面的生態資料，以及更完善的設施規

劃。2002年夏天，蒙五股救難會協助支援了橡

皮艇，他們進行水路調查。其時阿孝的腳受了

傷，但仍拄著拐杖全程參與。這次調查結果令

人振奮不已，光是搵仔圳邊就有滿坑滿谷的網

路招潮蟹洞；岸邊茂盛的單花蟛蜞菊、苦林盤

和牽牛花是最佳護堤保証；隨處可見的蘆葦則

是淨化水質的植物；白頭翁在水筆仔叢中穿

梭，綠繡眼、夜鷺和烏秋棲息在相思樹上ˇ，濕

地仍有一線生機！

打造台北濕樂園

團結才有力量，他們集結了愛鄉愛土人

士，包括地方文史和生態工作室、猛禽研究會

和荒野保護協會等，一起組成工作組，和縣政

府展開了對話。

遊說並非一帆風順，園區內103和108高架

橋陸續開工，兩個運河的划船道也在施工，這

些都不利濕地規劃。然而工作組的成員互相打

氣，無論如何都不放棄濕地的搶救。所幸田野

調調查持續不綴，成果很可觀。以過境的鳥類

為例， 2003年有七十多種，2004年就有一百種

了，品種增加的比率頗大；雖然鳥的數量不算

多，但潛力不容忽視。

縣政府果然從善如流，接納工作組的建

議，將疏洪區四百多公頃土地中，畫出九十七

公頃來重新規劃。除了恢復五股濕地外，還以

生態工法打造板橋新海橋下的低灘地。政府更

採取棲地補償的大膽嚐試，立即停下發包的工

程，專等棲地營造完成後再施工。

阿孝他們立即著手規劃「打造台北濕樂園」

的系列活動。儘管缺錢缺人，仍招募到義工來

推動文史資料蒐集，並辦理濕地指導員培訓

班。首先規劃「2003疏洪道生態季」，目的是

把五股濕地重生的消息傳播出去。

民眾是熱心的，只要明白事關國土保護和

人民福祉，義工報名都超額爆滿。政府也充分

反映民意，慨然撥款支應活動的經費。在荒野

保護協會等保育團體、五股鄉的中小學，以及

地方社團的合作下，「生態季」活動獲得超乎

意料的效果。

一砲打響之後，大家再接再厲推出「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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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了各種挑戰新事務的機會，起草了荒野解說

員進階制度、參與社區大學開課⋯⋯。

因為愛哭、感性，一篇「小荒地的死與生」刊

載在大地雜誌上，開啟了我寫作的歷程。

因為第一個定點觀察站在挖仔尾自然保留區，

溼地裡的朋友讓我能投注心力在長期關懷台灣溼地

的議題。

因為身在學校，教育部環教小組推動綠色學校

時，我也成了推手，台灣許多角落都有我播灑的種

子正在發芽茁壯，我們學校也榮獲綠色學校認證，

並得到環保有功學校殊榮。

現在和一群夥伴推動「五股濕地生態園區」的

成立，其實是在年輕時就結下的因緣。

在拄杖完成一趟蘭嶼之行後，「以大地為教

室，自然為課本」竟成了我這三年裡不斷努力學習

與推動的方向，現在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老師，願

意帶著學生從教室走到校園裡頭去上課。五股濕地

生態園區的建構，其中一個目的也是要讓老師可以

把孩子帶出校園，走進社區。

讓在園區活動的人們可以看見生命，讓園區內

所有生命得到應有的生存尊重，是我們繼續努力的

目標。當有一天，住在鄰近地區的民眾感受到家的

前庭後院，有座溼地生態園區是一種驕傲，那將是

我們夢想的具體實現。

五股濕地綠草如茵，水鳥處處。

美麗的五股濕地。

（攝影／林枝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