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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國」荷蘭自古以來便以高超的水利技術著

稱，而荷蘭人在與水搏鬥歷史中，發展出與水和

諧共存的智慧，更有許多我們值得借鏡之處。

與水搏鬥半世紀，滄海變桑田

百分之五十的荷蘭國土只高出海平面不到一公尺，而

現今有百分之六十荷蘭的人口居住在海平面以下，其來

有自：荷蘭的國土大部分是地質史上十分年輕的沖積

平原，沿海低窪地多 ；另一個原因是源自於埋藏在地表

下、厚實的泥炭土層；泥炭土是植物在死亡後沈積、於低

溫及厭養環境下形成，荷蘭大部分的國土皆由泥炭土所

組成，泥炭土在頻繁的人類活動干擾之後，因引入的氧

氣而分解，此外人們為了耕作所需而排乾土裡的水分，也

加速了土地的下沉，這也是荷蘭現有的許多農地都低於

海平面以下四到五公尺的原因。荷蘭最著名的地景淤田

（Polder），就是那些將溼地以堤防圍起，再用風車或抽水

機排出積水而形成的乾農地。

要了解荷蘭與水搏鬥的歷史，以及感受荷蘭的低平景

色，最好的方法就是到聯合國的世界文化遺產「夏克蘭」

（Schokland）走一遭。夏克蘭是於 1995 年經聯合國公

告，荷蘭境內第一個世界文化遺產，緊鄰荷蘭北部的內海

「須德海」（Zuiderzee），這個小鎮原本是須德海中的一個

小島，15世紀時人類開始在島上建立聚落，但小島持續被

海水侵蝕，居民過著與海搏鬥十分艱困的生活，那時的報

紙頭條時常刊登天災後島民急需援助的新聞，於是1859

年荷蘭政府將居民強制遷村。

1927 年荷蘭政府開始興建著名的北海大堤（Afs -

luitdijk），將須德海與北海隔開，創造出艾瑟爾湖（ I Js-

selmeer），之後人們在艾瑟爾湖中圍墾，利用渠道及風車

創造出舉世聞名的東北淤田Noordoostpolder，如今夏克

蘭變成「陸封之島」，就在這塊淤田中央。

自從1942年的圍墾以來，夏克蘭已經因為前述的泥炭

土作用下沉了1.8公尺，專家預估百年之後，這個如今矗

立在平緩小山丘之上的人類遺產，將會變成地表上的小

窪地。

與水為舞，荷蘭的親水文化

低漥的荷蘭，除了東南部少數的丘陵地之外，可以說整

個西部平原就是一個大溼地，港市鹿特丹就位於萊茵河

三角洲的正中央，荷蘭西部大部分的城市皆是一片水道

縱橫的景象，城市近郊的溼地沼澤更成為假日市民休閒

的好去處。

Bog （酸沼）與 fen（汾澤）的都是在荷蘭十分盛行的溫

帶泥炭沼澤，差別在於bog的水源主要來自降水，偏酸性

池水溶解出植物體裡面的單寧，常使水色看起來像烏龍

因為挖掘泥炭煤形成的水道，是荷蘭常見的景色。

文化遺產夏克蘭是一個陸封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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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主要以耐酸性的泥炭蘚（Sphagnum spp.）為主要植

被。而 fen則是較為開放的溼地生態系，除了有地下水的

揖注，還與地面河流有所交流，也因此 fen蘊含有較豐富

的礦物離子，和多樣性較高的草本及溼地植物，本文則主

要針對此種溼地形態來作介紹。

人文與自然一同造就的地理景觀

在荷蘭，泥炭沼的形成與人類活動的歷史關係極為密

切，在荷蘭人發現泥炭煤可作為家庭燃料之後，便開始挖

掘取用地底的泥炭煤，荷蘭的地下水位高，挖掘之後會形

成溝渠（荷語稱之為 petgaten），而挖出來的泥炭則被曝

曬在溝渠兩邊，在地表上形成一條條平行的堤岸，這些堤

岸有時也會因為暴風雨而崩塌，變成比較寬的水域（荷語

稱之為wieden），泥炭煤的開採在荷蘭一直持續到1950

年代左右，這些因為人類活動而形成的溼地，後來遂成為

水鳥及水生植物繁衍的重要棲地，許多國際保育組織認

可的瀕危動植物就只分布在這些溼地沼澤，因此荷蘭政

府遂將幾個比較重要保存較完整的溼地公告為溼地保

護區，以保護這些獨特的生態系及地景資源。

泥炭沼澤在自然演替過程中會逐漸優養化，從空曠的

水域慢慢由藻類、草本植物轉變為木本植物，最後演變成

森林。死掉的植物體累積在水底成為新的泥炭，過去，持續

的泥炭煤開採幫助泥炭沼澤維持溼地的樣貌，然而隨著

新能源的開發，被�棄的泥炭煤燃料，間接造成泥炭沼澤

的消失。

也因此在荷蘭，溼地保護區維護及復育的觀念，強調的

並非是人類的不作為與不干涉，正因為荷蘭的溼地是人

類活動與自然因素共同的產物，因此溼地保護區的維護

與管理，也就適度的引入人類的干擾，以其維持溼地生態

系的樣貌與生物多樣性。

這些溼地保護區面積在 200到 600公頃左右，因為演

替（succession）程度不同，組成的植物社會（community）

有相當的差別，經營管理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荷蘭東北

部Overijssel(上艾瑟爾 )省的De Wieden保護區面積將

近5000公頃，另一個較小的保護區Westbroek(維斯特

布魯克 )，則在荷蘭的中部大城烏特列支 (Utrecht)附近。

De Wieden(德維登 )保護區

位於荷蘭東北部的De Wieden保護區，是歐洲水鳥的

重要棲地，這個保護屈就座落於著名的觀光景點羊角村

（Giethoorn）附近，在羊角村租馬達動力小船，船家會給

你一張地圖，就可以自行探索這個廣大的溼地保護區，保

護區以保育水鳥為主，所以大部分的植被都是高大的蘆

葦，因為蘆葦有利於水鳥的棲息築巢，荷蘭傳統建築也會

取用這些蘆葦來舖設屋頂，如今當地的民宅還有許多沿

划船路線的保護區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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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荷蘭人長久與水搏鬥的歷史，半世紀以來，幾次重

大的水患，造成人民生命與財產重大的傷亡，因此荷蘭人

開始檢討以往的治水政策，重新評估溼地的生態功能。

一條自然的河流本會改道、間歇氾濫，並在其兩岸造成

洪氾平原及溼地，這些溼地在生態上有滯洪（Floodwater 

retention）及補注地下水的功能，然而因為人口的壓力及

持續的開發，許多溼地被排乾改作他用，這些對土地及河

川的不當管理和使用，也是造成洪水災害持續發生的原

因之一。

此外全球氣候變遷造成的海平面上升，以及極端氣候

日益升高的頻率，傳統上修築更高更厚的堤防的工法，已

經無法有效保障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近年來荷蘭的水

利單位更採用一種「還地於河」（Room for river）的防洪策

略，重新更改堤防設計，恢復洪氾平原及溼地（Floodplain 

restoration），希望藉由溼地的生態功能，諸如：蓄洪、滯

洪，來減低洪水災難的強度及頻度；除此之外，溼地還能

揖注地下水，減緩地層下陷的速度；溼地的土壤及植被的

物理化學作用，能進行水質淨化；溼地還提供珍貴稀有動

植物的棲息環境，以及都市居民休閒踏青的去處，溼地所

提供的生態服務（Ecological service）可說是十分廣泛而

全面。

於是荷蘭位於萊茵河南岸的城市Arnhem，便更改堤

防設計，將堤防後退200公尺，恢復舊有河道的曲度，並將

Meinerswijk及Huissense兩塊溼地加以連結，復育水生

棲地並提供兩棲類小型動物遷移的路徑，這個第一階段

「還地於河」的專案，增加了將近六百萬平方公尺的蓄洪

面積，以及每秒一萬五千立方公尺的洩洪量，可說是保育

與防災雙贏的策略。

溼地是地球上生物多樣性最高的生態系之一，然而

溼地常在都市發展的過程中被視為無用之地而加以剷

除，荷蘭人在長久與水搏鬥的過程中，明白了與水共存共

榮的道理，改變以往視洪水為敵人的治水策略，轉變為注

重生態功能的「自然防洪」（Natural flood defence），藉助

於溼地的生態功能來減低洪水的威脅，這是相當值得我

們臺灣人借鏡的寶貴經驗。

例子說明了溼地生態系的經營，了解物種之間的生態關

係是成功的關鍵。

保護區還進一步採用生物控制法（B iomanipu la -

tion），一種利用物種之間的食性關係，來控制藻類的生

物量，進一步維持健康的水生生態系，主要目的是復育浮

游動物的數量，尤其是水蚤（ Daphnia spp.），如此一來即

使是水裡面的養分濃度很高，水質也能保持清澈，並延緩

溼地優養化的進程，此外，大型的沈水植物可以幫助懸浮

微粒沈澱、與藻類競爭養分、更提供水生動物的棲地，也

是荷蘭人在復育溼地時的首選物種。

這個保護區還可以看到一種獨特的浮島地景（Floating 

fen），這是因為某些死掉的水生植物，其植物體不會迅速

分解，可能是因為低溫及缺氧所致，這些植體在水面上形

成厚厚一層浮島，有點類似日月潭的草毯，浮島上面可以

行走，不過一不小心就會陷入沼澤中弄濕褲管，浮島上面

長滿泥炭蘚、食蟲植物毛氈苔及一些莎草科植物，是十分

特殊的植物社會。

此外，由於這個保護區靠近人口稠密的都市，也因此

發展出利用生物來淨化水質的設計，與臺灣近年來興起

的生態池觀念有點相近，不過荷蘭人很早就開始利用這

種觀念來處理家庭污水，荷蘭人利用水生植物演替的原

理，在保護區邊緣設置一些大型的池子，這些池子裡長滿

蘆葦等不同演替階段的水生植物，再用地下水管連通這

些池子，以漸進的方式淨化引入的家庭污水，可謂十分精

巧的生態工程。

新世紀、新觀念，創造人與水的和諧關係

荷蘭人的水環技術並不是生來就如此高超，而是透過

嘗試錯誤、定期監測及評估檢討之後才不斷改進；例如

Westbroek保護區因為附近的大城市烏特列支長期抽用

地下水，而導致地下水位下降、優養化等不良影響；荷蘭

人在監測資料時發現這點，因而做出停止取用地下水的

決定，此外還想辦法從地面河流取水揖注水位已經下降

的地下水庫， 這也是目前保護區裡到處都可以看到環境

監測設備的原因。

用這種非常有特色的建築樣式，此外，政府也會補助蘆葦

的採收，因為如果沒有定時清除這些植被，被高大的蘆葦

所覆蓋的泥炭沼澤，很快就會進駐赤楊跟樺木等根部能

固氮的樹木，迅速變成陸地，喪失原本的面貌，也因此荷

蘭的林業部每年固定花費一大筆金錢，使用一種改良式

的耕耘機，進行水面上的植被清除作業，以維持溼地的存

在。被中度干擾過後的溼地生態系，反而能維持較高的植

物多樣性。

De Wieden保護區水域十分開闊，這個區域總共有十

幾個湖的湖群，水鳥族群十分繁茂，輕易可以看到水道邊

築巢的水鳥，與翱翔於藍天白雲下的鳥兒們一同暢遊寬

闊的湖面，微風徐來，叫人心情非常舒暢。

荷蘭人溼地復育的準則是以恢復健康的溼地生態系

為目標，進而造成目標物種的繁衍，而非單純復育某些物

種，然而在保育專家之間，也存在著某些歧異，鳥類學家

偏好單純的草生地或蘆葦叢，這樣的環境很適合水鳥繁

衍，而植物學家則偏好多樣性較高的植物社會，諸如此

類的例子，在進行溼地經營時，必然得先決定好目標物

種，然後選擇適當的經營方式，才能成功。

Westbroek(維斯特布魯克 )保護區

另一個位於人口稠密荷蘭中部的溼地保護區West-

broek(維斯特布魯克 )景色就十分不同，Westbroek在荷

蘭的中部大城烏特列支（Utrecht）附近， 保護區平坦開

闊，其間水道縱橫，這些水道佈滿了各式各樣的水生植

物，筆者參觀時已是秋天，許多水生植物已經開始開花結

果，這些水生植物在結實之後，水上的部分會枯死，以沈

入水下的根莖過冬。

荷蘭人對這個溼地沼澤的復育可說是煞費苦心，因

為以農立國的荷蘭使用相當大量的肥料，這些逸散到

大氣裡的氨氮化合物，使得荷蘭成為全世界單位面積土

地、大氣氮沈降最高的國家，也因此保護區裡水質酸化

的問題十分嚴重，進而使某些高毒性的重金屬溶出並污

染土壤。

荷蘭人於是嘗試引入河水來加以中和，但如此又造成

另一個問題 :季節性的水位變化反而喪失。一般來說，荷

蘭的地下水位是在冬天較高，而夏天較低，因為荷蘭的雨

量大部分集中在冬季，水位固定的情形會導致某些植物

物種的消失。此外，溼地保護區周圍的農地為了耕種的需

要，將土地排乾，使保護區的水向外溢流，也導致溼地的

乾涸，進一步加速溼地的優養化與水生植物社會的改變。

在Westbroek保護區，除了定期將保護區裡的草毯除

去，使其演替回復到比較初期的狀態以外，還挖掘了縱橫

交錯的溝渠，便於將含氮量極高的多餘雨水排放；此外還

有一種方法是將優養化的池水降低，待乾涸一陣子後，再

注入新的水源，也可以降低水中的養分含量。

此外，為了保護稀有鳥類藍喉鴝（ Luscinia svecica）的

棲地，定期將樺木的幼樹剷除，以利莎草科植物在草生地

的生長，這種經營工程十分昂貴，一公頃約花費45萬台

幣，除了比較受注目的鳥類復育，這個溼地還有許多十分

獨特的生物棲息，例如一種泥炭沼澤特有的蜻蜓Aeshna 

viridis，就只與俗稱water soldier（水武士）的水虌科植物

Stratiotes aloides共同出現，這種水生植物作為此種蜻蜓

的產卵植物，也因此對保育這種稀有蜻蜓至為重要，這些

Westbroek保護區的景色

荷蘭原野常見的淤田景色使用蘆葦搭建屋頂的傳統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