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每3年辦理1次的傑出台灣文

獻獎選拔，今年邁入第3屆，宜蘭文史研究學者吳永

華獲「文獻研究獎」，宜蘭首次有縣籍學者獲獎，

消息傳出，文化界人士欣喜若狂。

吳永華原本學的是土木工程，目前任職於電信

公司，二十多年前，經由攝影接觸台灣自然生態之

美，有鑑於生態環境迭遭破壞，轉而進行鳥類生態

調查工作，完整建構蘭陽平原溼地生態鳥類資料，

因為對自然生態的熱愛，發現台灣自然誌範疇嚴重

缺空，決心著手台灣自然誌研究，為了撰寫相關研

究著作，更遠赴日本、英國等地蒐集文獻資料，為

台灣的自然誌留下珍貴史料。

攝影鏡頭與怪手進行競逐

吳永華，1959年生於宜蘭，1966年就讀逢甲大

學土木系，大學時期攀登台灣高山百岳時也喜歡攝

影，但只是個喜歡遊山玩水的攝影迷。

畢業、服完兵役，原本未打算回宜蘭工作，

但身為長子，父親去世後，宜蘭老家需要他就近照

顧，在家鄉謀得電信機務工作，輪班從事機房維修

的工作，在狹小封閉的工作空間裡，大學時期探訪

山間水湄的渴望再度湧現，他重拾攝影興趣，工作

空檔就帶著相機到蘭陽平原各處拍照。

原本只是藉攝影調劑單調乏味的工作，直到

1986年6月，他連續讀到兩篇文章，一篇是他的高

中導師余遠猛在《大自然雜誌》所寫的〈守著蘭陽

守著鳥──蘭陽溪口水鳥介紹〉，另一篇是自然作

文／水筆仔

圖片提供／水筆仔、吳永華

▲ 西元1984年頭城鎮的竹安被規劃成養殖專業區後，大片
沼澤地一塊塊被分食切割成魚塭。（吳永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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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感，讓他就此一頭栽進宜蘭鳥類版圖的

建構工程。

一切，彷彿都是天意，1987年9月

5、6兩日，他與朋友約好到阿里山拍攝山

鳥，一個颱風將行程給耽擱了，屋外下著

雨哪兒都不能去，他突然心血來潮，跑到

台北鳥會買了支單筒望遠鏡，打算要好好

將宜蘭的水鳥看個清楚。

9月10日，颱風剛過，蘭陽溪河口滯

留許多受颱風影響無法出海的水鳥，數量

多到擠滿整個河口沙洲，目睹這景象讓他

大感驚訝，從這一天起，他開始在蘭陽溪

口作鳥類調查，而且幸運的是，他決定開

始調查的時間點正好剛解除戒嚴不久，不

會遭到海防部隊驅趕，得以讓計畫順利執

行。

從1987年9月到隔年9月，13個月當

中他有217天站在蘭陽溪口盤桓觀察，共

紀錄到158種鳥類，以台灣的水鳥及平地

鳥種數而言，蘭陽溪口一小塊區域便記錄

到一半以上，就數量而言，確實是台灣最

大的候鳥及水鳥棲息地之一，棲息的鳥類

現的鳥類愈多，憂心環境的心情也愈發沉

重，當時，蘭陽地區的養殖業興起，濱海

河口附近被大量挖掘出一池池的草蝦池和

魚塭，這些合法私地的轉作，旁人無從置

喙，但是生態環境的改變，是否將使得某

些平衡受到破壞？眼見環境變遷，景物

全非，如果不能更有心去觀察、紀錄、感

受，歷史終將流逝，徒留空白，因此，他

決定改變只拍攝鳥類身影的方式，轉而投

入鳥類調查。

他再度想起劉克襄的文章〈尋找一個

X點〉，文中劉克襄提到地理上的X點是個

生物交會活動頻繁的地區，1983年，劉克

襄打算四處尋找X點進行調查，最先引起

他注意的就是許多鳥類學者在報告裡常提

及的蘭陽溪河口，但因當時有海防部隊駐

防，遂放棄調查計畫。

這篇文章深深影響著吳永華，「劉克

襄提到的蘭陽溪河口，難道宜蘭人自己不

能進行調查嗎？當年他是因為有海防部隊

駐防加上路程太遠只好放棄，自己是宜蘭

人為什麼不做？」這種源自鄉土情懷的使

辨識，只好把幻燈片帶到余老師家裡，放

映出來後大家一起翻書猜謎。

至於為何從鳥類攝影轉向鳥類調查研

究，吳永華表示：「環境問題是最大的原

因。」為了方便獲取賞鳥資訊，1986年他

加入台北鳥會，還專程跑到台北關渡拍攝

水鳥，「因為當時我根本不知道宜蘭故鄉

的水鳥在哪兒出沒？」後來，他終於在宜

蘭找到適合拍攝水鳥的地方──頭城鎮的

竹安溪口。

竹安是宜蘭地勢最低窪的地區，每到

漲潮時刻，海水總會氾濫進來，形成汪洋

沼澤，是水鳥極佳的棲息覓食地點。1984

年被規劃成養殖專業區後，大片沼澤地一

塊塊被分食切割，用來養魚蝦餵養人類，

吳永華苦笑表示：「當我靜心等待以便拍

攝水鳥蹤影的同時，整地的怪手就在附近

開墾挖掘。」

他和怪手之間似乎進行著某種競逐；

時常，他看到美麗的景緻，礙於天色，打

算明天再來拍攝時，隔天，這些美好景緻

在怪手的摧毀下瞬間消失，讓他來不及捕

捉，例如竹安的下埔四十甲濕地、冬山河

畔的五十二甲濕地，「怪手挖掘的速度，

永遠比我的快門還快。」

因緣際會建構宜蘭鳥類誌

在竹安溪口，隨辨識能力增強，發

家劉克襄發表在《台灣新生報》的＜尋找

一個X點＞，此時才赫然發現，自己除了

以沙龍攝影理念拍攝鳥類姿態的同時，其

實還可以進行觀察，這兩篇文章提及的地

點，都在他所熟悉的家鄉，此時才發現自

己對家鄉的認識竟是如此淺薄，「小時候

對自己家鄉的認識非常有限，出外唸書之

前在宜蘭的活動範圍大致不出羅東及宜蘭

兩地。」吳永華決定回學校向余老師請教

鳥類識別和攝影訣竅。

其實，台灣的賞鳥活動，因戒嚴時期

封鎖管制山地、海岸，直到1980年代初賞

鳥風氣才在各地鳥會的宣導下慢慢熟絡，

開始鳥類攝影後他才發現宜蘭的鳥類文獻

幾乎是一片空白，他和幾位新結識的鳥

友，有時拍到難得一見的候鳥卻無圖鑑可

▲ 宜蘭文史研究學者吳永華投注二十幾
年的歲月，完整建構蘭陽平原溼地

生態鳥類資料，並為台灣自然誌留下

珍貴史料，今年獲國史館「文獻研究

獎」肯定。（吳永華提供）

 吳永華1987年9月開始在蘭陽溪口作
鳥類調查。（吳永華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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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鄉土關懷。隔年出版《守著蘭陽守著

鳥》，他在序中寫道：

　　「發現」本身存在著太多的樂

趣，投入鳥類觀察，固守家園，持之

以恆的人並不多。鳥類觀察可以是一

項休閒，也可以是一種追求、一件嚴

肅的工作；只是國內休閒的人實在不

少，我不允許自己也是這樣，這就是

使命感的開始。

無尾港在1993年成立水鳥保護區後，

宜蘭的生態達到某種平衡的穩定，吳永華

在架構宜蘭鳥類版圖的同時，參考了許多

歷史文獻，訪查當地耆老、獵人，發現台

灣自然誌留白太多，尤其是日治時代的資

料，全都塵封遺忘在台灣大學和國家圖書

澤，至今仍在成立保護區和經濟開

發之間懸空擺盪；無尾港原被台電

規劃為蘇澳火力發電廠場址所在，

如今則有幸成為野生動物保護法通過

後，第一個設立的水鳥保護區。

「有了完整的自然誌，環境才不

容易在『無知』的情況下，繼續遭受破

壞，」吳永華強調：「再也沒有比當地人

士持續緊密的觀察，更能忠實地反映出真

相。只要每個地方都有人能為自己鄉土的

自然生態投下心力，那台灣的自然誌便有

早日完成的一天。」面對自己曾付出心

力的鄉土，對他而言，無尾港是欣慰、

五十二甲是遺憾、竹安是悲傷。

1992年吳永華獲得全國自然生態保

育獎，卻因整個大環境的生態保育觀念仍

未被普遍認識，保護鳥類常被村民譏諷為

「吃飽太閒」的無聊事，但他並不在意，

還將許多陌生的鳥名與鄉民習稱有年的土

名作對照，例如：「阿不倒仔」即澤鳧、

「海鵝」即雁、「海站仔」即蒼鷺、「飯

匙鵝」即黑面琵鷺。

1993年出版《群鳥飛躍在蘭陽》，

正式邁入「自然作家」之林，並保持一貫

風格，除對蘭陽的鳥類誌做縱橫面的追蹤

報導與回顧外，更拓展空間視野，對宜蘭

縣的離島版圖─龜山島和釣魚台列嶼做初

步的鳥類生態探討，並加入對宜蘭生態環

接下來的日子，他陸續完成五十二

甲、無尾港、和平溪口、宜蘭低海拔山

區、南澳、家燕繁殖期以及整個宜蘭地區

水鳥資源的調查研究，一步步朝向建構宜

蘭鳥類誌的方向前進。

作家李潼在〈自然觀察者吳永華─為

雁鴨請求一塊保留地〉中對投入台灣自然

生態研究的吳永華有相當傳神的描述：

　　這些年來，吳永華最常見的打扮

是：頭戴一頂迷彩帽，胸前掛一只望

遠鏡、肩背照相機和三腳架、手捧

一冊筆記本，正要出發到某處「最

好不要告訴你」的地點工作。要找他

「談正事」，最冒險也是最穩當的方

法是：查看季節，探聽候鳥來去的蹤

跡，然後研判他可能出現的沙洲、河

畔、沼澤或人煙罕至的叢林古道，到

那裡去碰運氣，否則，你可能十天半

月找不到人。

做為宜蘭鳥類調查的先驅者，吳永華

的腳步已經夠快，然而環境的變遷與開發

卻更快，「在時間的競逐上，保育人士總

是吃虧，然而經濟的開發者卻也未必佔到

便宜。」他指出，竹安原是全國最大的候

鳥水禽棲居所之一，然而在開發成水產養

殖區之後終告絕跡，不過養殖業後來也因

病變問題撤離。

五十二甲則是一片私有低窪農田沼

不乏唐白鷺、白額雁、豆雁等其他地區不

易發現的鳥種。

蘭陽溪口是國際鳥盟所劃定的台灣52

處「重要野鳥棲地」（IBA）之一，多樣

且複雜的生態環境，魚、蝦、貝、蟹、無

脊椎生物繁多，形成良好的生物鏈，吸引

成群水鳥前來，每年10月到次年5月鳥況

最好，尤其4月份北返遷徙高峰，鳥況最

為壯觀，在鄰近的土堤、魚塭、菜圃及水

稻田襯托下，田園風光與鳥類奇觀結合，

使蘭陽溪口成為其他地區難以匹敵的賞鳥

聖地。

「每年10月，我和朋友們到蘭陽溪的

土堤等候南遷的候鳥，我們站在堤上，默

默地遙望北方，好像等候一群老友回來，

而牠們也總不失約，那種感覺非常好，是

遼闊天地間一種美麗的約會。」第一群候

鳥，從遙遠的西伯利亞飛來，總讓吳永華

感到歡欣和讚嘆。

「牠們真的非常勇敢，這麼遙遠的

路途，穿越高山、飛過汪洋，試想，中途

有多少體弱或幼鳥支持不住，到不了溫暖

的北迴歸線？而且在接近台灣島之前，牠

們其實有幾條路線可以選擇，但是牠們選

擇了風浪最險惡的東北線，越過富貴角、

三貂嶺、龜山島，停棲在蘭陽溪口。」。

1991年吳永華為宜蘭縣政府出版《蘭陽溪

自然保護區鳥類資源》。

▲ 群鳥飛躍在蘭
陽》1 9 9 3年
出版後正式邁

入「自然作

家」之林。

（晨星出版）

▲ 《守著蘭陽守著鳥》充
滿對宜蘭生態環境的關

懷之情。（晨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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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日治時期的研究成果，加上實施戒嚴

令，種種條件都不利於學術研究，只剩下

與農業相關的研究持續進行著。

英國生態學者蕭忍（H.N.Southern）

曾說：「沒有自然誌，就沒有生態學。」

吳永華決定從最熟悉的宜蘭著手，以日治

時期1985至1945年為斷代，整理這個時

空中鳥類、蝶類、哺乳類、魚類、兩棲爬

蟲類、蟹類及貝類的研究成果。

1997年出版《蘭陽三郡動物誌》，帶

領讀者穿越時空，親炙動物研究重要歷史

現場，跟隨日本學者的步伐，在埤亞南道

路上穿梭、在蘇澳灣採集魚蟹貝類、甚至

登上太平山和南湖大山看見翩翩飛舞的曙

鳳蝶。除了呈現日治時期的研究成果外，

吳永華也會適時點出重點所在，並對今昔

情況做一番比較，讓讀者有親炙「歷史重

要現場」的興奮感。

1998年出版《花蓮港廳動物誌》，

介紹日治時期動物學者在花蓮從事鳥、

蝶、獸、魚、蛙、蛇、蟹、貝等研究與採

集的故事，藉此對早期曾經在花蓮進行過

動物學探險研究的諸多前輩們致上最深的

敬意，「前人的努力是今日更上層樓的基

礎，他們的貢獻是不該被埋沒的。」

為此，他極力搜尋資料，自1992年矢

志要研究台灣自然史開始，最常去的國家

及都市便是日本的東京，1998年起為了蒐

埋沒。近年來羅東林管處預計規劃部分古

道遺跡的重現，遊客可以在臨崖道路欣賞

壯麗的景觀，也可從更高的山腰上俯看昔

日的沿海理蕃道路，對蘇花公路的開拓史

有全新的認識和瞭解。

補白日治時代自然誌缺空

台灣在生物學方面的研究有非常特殊

的背景，若以現今科學界的標準來看，台

灣島上的生物受到觀察者有系統地採集、

觀察及研究，是從西方人登陸台灣之後才

開始的。

1862年淡水正式開港，緊接著1863

年基隆、1864年安平（台南）和打狗（高

雄）也陸續開港，受到達爾文（Charles 

Darwin）於1859年出版《物種原始》

（The Origin of Species）理論影響，前

往世界各蠻荒地帶採集物種蔚為風潮，台

灣躬逢其盛，英國駐台首任副領事郇和

（Robert Swinhoe1836~1877）首開台灣

自然史研究之門。

1895年台灣被迫接受日本殖民統治，

長達51年的歲月裡，日籍學者豐碩的研

究成果，使台灣的生物學研究水準攀至頂

峰，例如動物學方面有素木得一、大島正

滿、鹿野忠雄，植物學方面則有川上瀧

彌、佐佐木舜一、山本由松、正宗嚴敬等

人。終戰後，國府播遷來台，由於刻意抹

人，「當年涉獵了非常多的歷史文獻，從

清代方誌、日治時期的期刊報紙、古地圖

到外國文獻，奠定了我台灣學的研究基礎

與實力。有了歷史視野之後，才會思考並

且有能力將自然與歷史作一結合，走出在

台灣尚乏人觸及的台灣自然史領域。」

一般人常自認為對蘇花公路並不陌

生，其實多半是坐車旅行時透過車窗瀏覽

移動的風景，很少人下車步行，對沿途美

麗的景致多看幾眼，更別提年代久遠的古

道到底是什麼模樣。

清末、日治時代開闢的蘇花古道，很

多遺址和舊路長年受到忽略，已被荒草所

館台灣分館的角落。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威爾森曾說：「動

植群是各國傳統資產的一部分，是以某個

特定時間或地域為中心，而歷經數百萬年

演化而來的產物；絕對有理由與語言、文

化一樣為一國之大事。」這樣的觀念與呼

籲，讓吳永華決定從野外走入圖書館，每

隔兩三天就跑一趟台北，在書堆中搜尋、

研讀資料，努力補白日治時代51年的缺

空，還原台灣自然誌應有的面貌，並以蘇

花古道的探索作為起點，1994年出版《蘇

花古道宜蘭段調查研究報告》。

吳永華是國內最早研究蘇花古道的

▲ 《蘇花古道宜蘭段調查研
究報告》1994年出版。
（宜蘭縣文化中心出版）

▲ 《蘭陽三郡動物誌》，
帶領讀者穿越時空親炙

「歷史重要現場」。

（玉山社出版）

▲ 吳永華出版多本專書，將曾
致力於台灣動植物探險研究

的各國前輩們介紹給國人認

識。圖為《被遺忘的日籍臺

灣植物學者》。（晨星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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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豐讓人不禁懷疑，這麼忙，可有時間

陪伴家人？

吳永華表示：「做田野調查時，全家

跟著跑，若有新發現也會與家人分享，因

此並沒有因為田野調查或學術研究，犧牲

與家人相處時間。」而且他只要下定決心

就朝設定方向努力前進，不管遇到挫折或

困難，依然堅持永不放棄的精神，也是子

女的最佳學習典範。

長年深入鳥類調查與自然誌的撰寫，

吳永華從中獲益匪淺，且讓自己更有歷史

觀，「關照一塊土地時，會同時考慮到時

間軸與空間軸的相互影響，而人當下只是

象限上的一個點罷了。對於土地，人應該

懂得謙虛。」他也希望人們以百年甚至千

年的宏觀歷史視野來看待生態環境的變

遷，畢竟，人、土地與歷史的關係是無法

切割的。

（endemic species）植物，泛指局限生

長於某一地理區域或特殊生育地的植物，

更嚴謹的定義，則指某一分類群由於歷

史、生態或生理等因素，僅自然繁衍於

某一局限的地理區域，而未在其他地區出

現，此物種則稱為該地理區域之「特有

種」。

「台灣特有種植物」意指：在台灣地

區當地演化，適應台灣的地質、水文與氣

候。它們與台灣其他動植物一起長期共同

演化，形成聚落，並提供許多野生動植物

的棲息地。目前全世界只分布於台灣的特

有植物共1056種，台灣植物採集的第一人

是英籍園藝家Fortune，1854年4月20日

在淡水採集的台灣百合。

去年出版《小彎嘴的天空》，今年才

剛出版《臺灣人理農林學研究先驅》，明

年計畫出版《寧靜戰役─外來植物的全球

入侵》及《台灣特有動物發現史》，創作

為伴，更多時候像是在黑暗的礦坑洞中傴

僂爬行。

同樣從事自然誌研究的劉克襄，相當

佩服吳永華從地方自然史料的整理擴展到

台灣全境，從植物史料的爬梳到各種生物

的蒐集，豐富了台灣自然史的篇章，但劉

克襄也意味深遠地寫道：

　　台灣早期動、植物採集資料的歷

史居然是靠著這樣一位學界外的愛好

者，獨自摸索、完成基礎資料的整

理。這個狀態的呈現意味著什麼呢？

一來反應了相關自然科學界的疏忽和

漠視，以及力有未逮；二則突顯了台

灣史缺少這方視野的豐潤，徒然浪費

了這些自然誌蘊藏的深意。

希望帶領民眾與自然接觸互動，進

而關心、珍惜宜蘭這塊生態寶地，吳永華

自2000年起從事宜蘭自然旅遊工具書的

創作，出版《蘭陽地區自然旅遊指南》、

《龜山島生態情報》。2002年出版的《宜

蘭動物學史年表》，是國內第一次以年表

方式呈現自然史，其後陸續出版的《宜

蘭植物學史年表》和《宜蘭地質學史年

表》，為宜蘭自然史的「三部曲」也是珍

貴史料。

2 0 0 6年出版《台灣特有植物發現

史》，吳永華強調，所謂「特有種」

集19世紀的資料也將英國倫敦及荷蘭萊登

列為必訪國度。出版《被遺忘的日籍台灣

動物學者》、《被遺忘的日籍台灣植物學

者》、《台灣植物探險》、《台灣動物探

險》、《台灣森林探險》、《台灣歷史紀

念物》等多本專書，要將這些曾致力於台

灣動植物探險研究的各國前輩們介紹給國

人認識。

田野調查全家更親密

其實，自然誌的摸索，是項繁瑣而單

調的工作，每一種資料的蒐集幾乎都是從

零開始，必須逐一堆砌，而且一開始撰寫

就清楚發現，自己和19世紀的地理探險家

一樣，面對的工

作就像塊處女

地；自己是最

早進去的，也

可能是唯一

走進去的。

一路上只是

孤獨寂寞

▲ 《台灣特有植物發現史》是針
對具代表性的1056種台灣特有
植物進行調查。（晨星出版）

▲ 高蹺行鳥。（吳永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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