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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經由 1948-2015 年間 30 個時期的航照圖判讀，說明新竹新豐紅樹

林分布變遷之過程；並藉由專家、在地耆老深入訪談，以及航照圖比對、文獻回顧
等程序，歸納出新豐紅樹林分布變遷之主要可能原因。新豐紅樹林在 1948 至 1987
年間的面積變化不大，在 3.5-5.4 公頃間小幅度波動；在 1948 至 1956 年間，紅樹
林主要分布於屈指狀的內潟湖中，在 1978 至 1987 年間，內潟湖區多被開墾為農地
及魚塭，壓縮紅樹林的生存空間，但同時間紅樹林開始向新豐溪出海口的外潟湖區
逐漸擴散。在 1989-2001 年間，因經濟改善、漁撈方式改變、紅樹林保育意識提昇，
當地居民對紅樹林的干擾減少，紅樹林在外潟湖區大幅擴增，並於 2001 年面積達
到高峰(14.4 公頃)。1996 年賀伯颱風造成出海口砂嘴地形侵蝕，2001 及 2004 年，
出海口砂嘴再陸續經歷納莉、艾利颱風的破壞，導致砂嘴缺口加大，無法屏障砂嘴
後方紅樹林密集分布的區域，海浪直接拍打到紅樹林的前緣，不利於紅樹林的生
長，於 2015 年面積縮小為 8.5 公頃。新豐溪出海口砂嘴嚴重侵蝕是造成新豐紅樹
林近年來呈現面積退縮的主要原因，而砂嘴受侵蝕後無法由海岸砂源自然回補的可
能原因是極端氣候造成之強浪侵蝕及(或)海岸輸砂量不足，但尚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予以釐清。本文也針對新豐出海口砂嘴侵蝕之處理方式及紅樹林後續經營管理方式
提出建議。
關鍵字：海岸工程、全球變遷、新豐、紅樹林、輸砂量、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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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processes of Hsingeng mangrove distribution are
illustrated by aerial photographs in 30 different periods between 1948 and 2014. The
main possible causes of mangrove distribution changes are proposed by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experts and elderly local people, as well as aerial photographs
comparis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Mangrove area was 3.5-5.4 ha between 1948 and 1987
with no big changes. The mangrove distributed mainly in the finger-shaped inner-lagoon
of the Hsinfeng River between 1948 and 1956, and then the inner-lagoon reduced as the
land was reclaimed for more agricultural land and fishpo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ngrove spread to the outer-lagoon between 1978 and 1987. As people’s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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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ishing practices improved and mangrove conservation awareness increased, local
residents cut back on cutting mangroves after 1989 and the mangrove quickly spread in
the outer-lagoon, reaching its largest size (14.4 ha) in 2001. Since then, the mangrove
area reduced gradually and dropped to 8.5 ha in 2015. Typhoon Herb in 1996 broke the
sand spit terrain, which is further severely damaged by Typhoon Nari and Aere in 2001
and 2004, respectively. Consequently, the mangrove area has receded as it is directly
impacted by waves. Sand spit erosion was the main cause of Hsinfeng mangrove
withdrawal in recent years. It is possible that under extreme weather, strong wave
erosions and (or) insufficient amount of sand exported to the coastal area have caused
sand spit erosion, which cannot recover naturally by coastal sand source.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test the hypothesis. Recommendations to sand spit erosion
treatment and follow-up mangrove management are also propos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coastal engineering, Global change, Hsinfeng, Mangrove, sediment
discharge, Typhoon

前言

新生地及魚塭開發而砍伐紅樹林，對紅樹林造
成直接的破壞；地層下陷造成海平面相對的上

就適生環境而言，廣義的紅樹林

升，則間接造成研究區內紅樹林分布的改變

(Mangrove)植物泛指適生於熱帶、亞熱帶河口

(陳映志 2001)，受到東石海埔地開發及地層下

潮間帶之樹林或灌木。其中，部分具有支柱

陷的影響，原來分布於東石沿海的紅樹林目前

根、呼吸根、胎生種實特徵，分布區域侷限於

已完全消失；相對地，原先少量分布於朴子溪

河 口 及 潮 間 帶 者 稱 之 為 真 紅 樹 林 (True

的紅樹林卻大幅度的增加(陳映志 2001)，有可

mangrove)。臺灣原生者有 6 種，包括海茄苳

能造成豪雨期溪水無法宣洩，危及居民生命、

(Avicenia marina)、水筆仔(Kandelia obovata)、

財產，亟需謀求管理對策(張淑蕙 2012)。臺灣

欖 李 (Lumnitzera

racemosa) 、 紅 海 欖

雖小，但不同區域的環境特性及發展過程並不

(Rhizophora stylosa) 、 紅 茄 苳 (Bruguiera

相同，因此紅樹林分布變遷的原因也不盡相

conjugate)及細蕊紅樹(Ceriop tagal)，其中紅茄

同，故要探討紅樹林的變遷，有必要先瞭解個

苳及細蕊紅樹已於高雄港擴建工程時遭清除

別紅樹林分布地區之生態及人文環境變遷狀

而導致滅絕。

況，以利於掌握紅樹林變遷的過程及其原因，

紅樹林分布變遷是國人關注的河流出海

方能提出適合當地的紅樹林經營管理方式。

口及海岸潮間帶生態議題。李建堂(2003)於淡

新竹縣新豐溪口(舊名紅毛港)之紅樹林早

水河紅樹林之研究中提及，在人為擾動(砂石

在 西 元 1932 年 之 日 治 時 期 就 有 研 究 記 載

採用、農耕)與紅樹林增生雙重影響下，水筆

(Kudo 1932)，當時紀錄有水筆仔及海茄苳兩個

仔分布範圍在 1986 年之前並無明顯的變化；

物種，並提及水筆仔分布於下游河岸兩側，海

但自 1986 年後，人為擾動程度逐漸減少，河

茄苳分布於在河口，文中敘述此處之紅樹林可

岸的淤積地逐漸增高、增廣，有利於水筆仔的

能是 140 年前從大陸引進來的。新豐紅樹林之

生長、擴展，因此其分布面積呈現快速的成

管理由縣府統籌、鄉公所負責現場管理維護，

長。在淤砂不斷堆積的作用下，可預期淡水河

爾後因地方居民日益重視濕地保育，並於 2010

口的泥灘地會持續堆高與擴大，因此水筆仔的

年成立「新竹縣濕地永續發展協會」，縣政府

分布面積將會持續增加，如不適當控制其增生

遂委託該協會執行環境巡守、清潔等工作。包

現象，有可能影響豪雨期間的河水排流，引發

含紅樹林在內的新豐濕地總面積 157 公頃，於

水患，也會因棲地單一化，減少棲息水鳥的族

2015 年 1 月 28 日正式公告為國家級重要濕

群數量及多樣性(施上粟等 2005)。東石因海埔

地，並受 2015 年 2 月 2 日正式施行之濕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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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區域位置圖
育法保護。依據林業試驗所與農林航空測量所

料，則以 Intergraph ImageStation 相關軟體進行

之合作調查成果，新竹縣新豐溪口之紅樹林於

定 位 並 輔 以 數 值 高 程 模 型 (Digital Terrain

1978 年時面積為 3.9 公頃，1996 年增加為 12.8

Model, DTM)進行正射糾正，處理流程如圖

公頃，2012 年又降低為 9.5 公頃，在時間序列

2，相關作業皆基於正射影像成果，以人工判

上呈現先增後減之變化(王相華等 2015)。為進

釋方式圈繪而得。

一步瞭解新豐紅樹林(圖 1)分布區域、面積之

研究區域主要分布之紅樹林樹種為海茄

細部變化過程，並分析其變化原因，本研究經

苳及水筆仔，判釋依據為紅樹林臨近水岸，呈

由 1948-2015 年間 30 個時期航照圖判讀，呈

現純林、密集且細緻的生長樣態，可與木麻黃

現新豐紅樹林分布的變遷過程；並藉由專家、

(Casuarina equisetifolia)及其他零星分布的闊

在地耆老深入訪談(半結構式)，以及航照資料

葉樹種區別(鄧國禎 2015)，再以 ArcGIS 軟體

比對、文獻回顧，探究影響新豐紅樹林分布變

套疊正射影像進行判釋及圈繪。本研究係以

遷之主要原因，並提出經營管理上的建議。

2012 年彩色正射影像為基期影像，並於 2013
年進行現地檢核，確認紅樹林判釋、圈繪範圍

材料與方法

之正確性。最後再依年度進行前、後期正射影
像比對，並修測紅樹林分布範圍，統計各期影

一、航照圖調閱、判釋

像紅樹林之面積。

經查閱相關航照保管單位於 1948 至 2015
年間航空攝影影像，共取得與製作 30 個時期

二、專家、耆老訪談

之正射影像。其中，1948 年及 1956 年航照為

「半結構式訪談」又稱為「深度訪談」，

中央研究院提供，係美國及中華民國空軍拍攝

主要是研究者利用較寬廣的研究問題作為訪

之影像，惟因缺乏內外方位參數資料，僅能以

談的依據，導引訪談的進行；訪談主題及訪談

Arc GIS 軟體 Georeferencing 工具進行影像空

指引通常在訪談開始前被設計出來，做為訪談

間對位並糾正；1978 年至 2015 年為農林航空

的架構，用字及問題順序並不用太侷限，但最

測量所自行拍攝之影像，具有內外方位參數資

主要的內容必須與研究問題相符，討論方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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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航照影像判釋流程圖
採取較具彈性的方式進行。深度訪談指的是希

度關注的在地耆老，用以彙整紅樹林變遷之可

望透過訪談取得一些重要因素，而這些重要因

能影響因子(事件)及其發生的時間，並針對受

素並非單純用問卷或短時間的普通訪談就能

訪者提出之影響因子(事件)發生時間，調閱航

得到結果(文崇一、楊國樞 2000)。深度訪談有

照圖資，判釋是否的確造成海岸地貌及紅樹林

別於單純訪談，深度訪談目的在於透析真正原

分布之影響。

因、真實意涵、衝擊影響、未來發展以及解決
之道 (萬文隆 2004)。本研究針對新豐紅樹林

結果

變遷，分別深度訪談 2 位海岸地形專家(其中 1
位是在新竹海濱長大)，以及 2 位對紅樹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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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豐紅樹林之面積在 1948 至 1980 年代中

動，但變化不大。

期間變化不大，面積在 3.5-5.4 公頃間，1980

2. 1989 年至 2001 年：因經濟環境改善，漁民

年代末期至 1990 年代間急遽增加，並於 2001

捕撈方式改變，從 1980 年代末期開始，當地

年面積達到高峰(約 14.4 公頃)，隨後又急遽減

漁民鮮少於外潟湖區進行傳統之牽罟捕魚，故

少，在 2015 年降低至 8.5 公頃，較 2001 年減

不會清除妨礙牽罟捕撈工作之紅樹林，因而紅

少約 6 公頃(圖 3)。整體而言，新豐紅樹林之

樹林在此區域內明顯增生；同時期，也因臺灣

面積變化呈現，在 1990 年代急遽增加，2000

經濟改善、紅樹林保護意識高漲，除政府單位

年代初期至今逐漸減少之趨勢。

著手保護紅樹林外，當地居民也歷經數年的籌

新豐紅樹林分布區域之細部變化詳如附

備，於 2000 年成立「新竹縣濕地永續發展協

錄之航照圖資，主要變化大致可區分為 4 個時

會」來保護紅樹林及其週邊濕地。在紅樹林人

1. 紅樹林於 1948-1956 年間主要分布於新豐

為移除壓力降低、環境保護意識提昇兩因素影

溪出海口內緣之屈指狀潟湖(內潟湖)中，雖然

響下，紅樹林的面積在外潟湖區大幅增生；此

分布區塊有些微變化，但整體面積變動不大。

外，1996 年賀伯颱風侵襲新竹地區，造成海

2. 在 1978-1987 年間，內潟湖區多被開墾為農

岸地形的改變，也為日後新豐溪出海口砂嘴的

地及魚塭，限縮了紅樹林在內潟湖區之生存及

崩壞埋下誘因。雖然公部門開始進行「拋石(消

增生空間；同時間，紅樹林開始向新豐溪出海

波塊)補強」工程，但效果並不顯著。

口外緣、砂嘴內側之潟湖區(外潟湖)逐漸擴

3. 2001 年代至今：2001 年及 2004 年，出海口

散、增生。

砂嘴再陸續經歷納莉、艾利颱風的破壞，砂嘴

3. 在 1989-2001 年間，紅樹林之面積於外潟湖

缺口加大，無法屏障砂嘴內側紅樹林密集分布

區域快速擴增。

的外潟湖區域，導致海浪直接拍打到紅樹林密

4. 在 2003 至 2015 年間，紅樹林於原先擴增

集生長區域，不利於紅樹林的生長，面積逐漸

之外潟湖區域內逐漸縮減。

縮小。檢視賀伯、納莉、艾利颱風前、後 6 期
之航照影像(圖 4)，可明顯觀察到出海口砂嘴

三、紅樹林變遷之可能原因

破損，以及投置消波塊之情形；1994 至 2015

訪談內容經分析、歸類，將變遷原因區分

年間 4 幅接近高潮期拍攝之影像(圖 4)也顯

為自然因素及人為因素，其中人為因素再細分

示，砂嘴破壞後海浪直接拍打紅樹林密集生長

為經濟與生活方式改變、河川及海岸工程 2 類

區域，以及在紅樹林密集生長區域之外側，於

別，結果整理如表 1。

2015 年生成長約 250m 寬 30-60m 帶狀砂丘之

專家及在地耆老訪談資料經整理後，再經

情形(圖 5)。

由航照圖比對、文獻回顧之程序，歸納、分析
影響新豐紅樹林變遷過程及主要可能原因如

討論

下：
1. 1948 年至 1987 年：此一時期，在地居民於

一、新豐紅樹林面積在近年來縮減的原因

逐漸淤積之內潟湖區域增闢農田、漁塭，也會

新豐紅樹林在 2001 年至 2015 年間由 14.4

砍伐紅樹林當材薪使用；外潟湖區是牽罟捕魚

公頃縮減為 8.5 公頃，本研究深度訪談之 2 位

的場域，妨礙捕撈作業的紅樹林會予以適度清

專家均指出：「受到河川及海岸工程之影響，

除，但紅樹林在外潟湖區仍然呈現逐漸擴張、

近年來海岸砂源明顯減少，導致新豐溪出海口

增生的現象。在潟湖淤積、農地魚塭闢建，以

砂嘴於颱風大浪、河川洪水侵蝕後，砂源無法

及木材取用、紅樹林在外潟湖區域自然增長等

自然回補，可能是新豐紅樹林於 2001 年至 2015

因素綜合影響下，紅樹林面積呈現小幅度波

年間面積逐漸縮減之主要原因」
。此外，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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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新豐紅樹林在 1948 年至 2015 年間之面積變化

表 1. 受訪專家及在地耆老評估影響新豐紅樹林變遷之主要可能原因
變遷原因
受訪者

自然因素

經濟與生活方式改變

河川及海岸工程

1.屈指狀內潟湖淤積

在地居民於 1940 至 1970 年代會

溪流攔砂壩及海岸水泥護

2. 2004 年颱風(艾利)

移除內潟湖區之部分紅樹林，開

岸工程造成河川及海岸輸

3.氣候變遷造成海岸侵蝕

墾為魚塭及農田

砂量減小，導致砂源不足

1. 2001 年(納莉)及 2004 年

1980 年代開始臺灣經濟快速發

溪流及海岸工程造成輸砂

展，紅樹林保護意識提升，減少

量減小，導致砂源不足，遭

2.氣候變遷造成海岸侵蝕

對紅樹林的破壞

侵蝕的砂嘴無法自然回補

1.內潟湖淤積

1. 農民早期(1940~1970 年帶)於內

(含氣候變遷)
專家 11.

專家 2

(艾利) 颱風

耆老 1

人為因素

2. 1964 年颱風(葛樂禮) 及

潟湖區開墾，並清除外潟湖區

1996 年颱風(賀伯)造成海

會影響牽罟捕魚區域之紅樹林

岸地形改變
3.如無人為干擾，紅樹林在
潟湖區會自然增生

2. 漁撈方式於 1980 年代開始有明
顯改變，居民鮮少在砂嘴內側
之新豐溪出海口捕魚(牽罟)，因
此紅樹林在此區域增生
3. 1990 年代開始，居民對紅樹林
保育的意識提昇

耆老 2

1.1996 年颱風(賀伯)及後續
大颱風對海岸地形有影響
2. 如無人為干擾，紅樹林在
潟湖區會自然增生

1. 早期當地居民會砍海茄苳當炭
薪材

公部門於出海口砂嘴侵蝕
區域進行”拋石(消波塊)填

2. 當地居民歷經數年的籌備，於

補”工程，但不夠確實

2000 年成立「新竹縣濕地永續
發展協會」來保護紅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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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新豐溪出海口砂嘴在賀伯、納莉、艾利颱風前、後 6 時期(1995~2014)之航照影像。顯示砂
嘴破壞過程及消波塊投擲作業情形

圖 5. 新豐溪出海口於 1994 至 2015 年間 4 幅接近高潮期間拍攝之航照影像。顯示砂嘴在 2000
年代明顯受到破壞，高潮期間海浪可直接拍打、侵蝕紅樹林密集生長的區域。在紅樹林密集生長
區域之外側，在 2015 年的航照上可明顯看到新生成的帶狀砂丘(長約 250m，寬 30-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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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新豐紅樹林的海茄苳於 2016 年 4 月觀察到罹患嚴重病蟲害

專家也表示：「氣候變遷引發之海平面上升、

上昇(Tseng et al. 2010, McNamara et al. 2011,

波浪強度增加等因素，也可能是造成新豐溪出

莊文傑、李俊穎 2015)及極端氣候(例如強烈颶

海口海岸侵蝕的原因」。國內針對濁水溪輸砂

風 等 ) 頻 度 增 加 (Pereira and Coelho 2013,

特性變動之研究(黃依凡 2010)顯示，受到攔砂

Johnson et al. 2015)，對海岸地形及生態都會產

壩及攔河堰工程之影響，濁水溪主流中下游河

生嚴重影響。臺灣周邊海域自 1961~2003 年的

道具有明顯的泥砂暫存能力，並且延後輸出前

海平面上升率為+2.4mm/年(Wu et al. 2012)，

期上游供應之泥砂，大幅減少能夠輸送至下游

但 1993~2012 年針對臺灣五大港口的監測發

河口的泥砂量，恐對海岸侵蝕呈現不利的影

現，海平面上升率平均大約為+7.2mm/年(莊文

響。針對外傘頂洲面積縮減之研究(陳文俊、

傑、李俊穎 2015)，顯示近年來海平面上升率

郭豐益 2009)也提及：
「截至 2005 年,砂洲面積

有明顯提升的趨勢；國科會氣候變遷研究團隊

至少流失超過 51%,原因尚無法完全確知,但人

發表之「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1」也指

為因素造成沿岸漂砂的供給減少是主要原因

出，侵襲臺灣之颱風強度及頻度有增加的趨勢

之一」
；陳癸月及盧光輝(2004)針對蘭陽平原海

(許晃雄等 2011)，而颱風(颶風)掀起的強浪會

岸變遷的研究亦指出：「治山防洪計畫，在上

加遽 對 海 岸的 侵 蝕 ， 導 致 海岸 地 形 的改 變

游設置防砂壩、下游興建堤防圍堵、設堰攔阻

(Kahn 1986, Otvos and Carter 2008, Stănică et

取水，使得輸砂能力明顯減弱，致海岸砂源減

al. 2011, Pereira and Coelho 2013, Balke et al.

少，是造成了蘭陽平原多處海岸受侵蝕後退的

2015, Johnson et al. 2015)，尤其對砂質海岸的

重要原因之一」。新豐溪為縣管河川，並無輸

影響更為明顯(Johnson et al. 2015)，而尖岬型

砂量之長期監測資料，但水利署經管之新竹縣

海崖(cuspate-cape)或嘴型海岸(spit coastline)

境中央河川鳳山溪及頭前溪輸砂量，近年來有

也比較容易受到強浪的侵蝕(Slott et al. 2006,

減 少 之 現 象 ( 水 利 署 網 站 資 料 ：

Johnson et al. 2015)。新豐溪出海口有明顯的砂

http://www.wra.gov.tw/lp.asp?ctNode=2418&Ct

嘴地形且屬於砂質海岸，在極端氣候影響下，

Unit=330&BaseDSD=7)，由鄰近鳳山溪、頭前

應屬於易受侵蝕的海岸區域。

溪之狀況推測，新豐溪之輸砂量也可能有減少

新豐溪出海口砂嘴從 1996 年開始受到颱

的現象。除了河川及海岸輸砂減少外，國內外

風、強浪的嚴重侵蝕，逐漸喪失原有對內側紅

也有許多研究報告直指，全球變遷造成海平面

樹林密集生長區域的保護作用；而被颱風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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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之砂嘴破洞，在歷經 10 多年後，至今

Pereira 2014, Albers and Schmitt 2015)。砂嘴缺

仍無法經由河川及海岸輸砂之砂源回補。本研

口回補所需之砂源可考慮由出海口內側新形

究結合航照影像判讀、專家耆老訪談及文獻回

成之砂丘，或附近海岸因突堤效應導致上風處

顧等多元資訊，經彙整評估後認為，海平面上

泥砂淤積的區域取得；竹製圍籬經國外實驗證

升對砂嘴地形的影響應不至於太顯著，砂嘴無

實，可減緩海浪波能、增加泥砂沉積(Albers and

法回補的主要可能原因是極端氣候造成之颱

Schmitt 2015)，施作方式可參考 Albers and

風強浪侵蝕及(或)海岸輸砂量不足，但尚需要

Schmitt (2015)之報告內容。臺灣海岸線因沿岸

進一步的研究予以釐清。

輸砂量減少，許多地區由早期的淤積轉為侵蝕
之現象非常明顯(林宗儀等 2011)；此外，為防

二、後續經營管理方式探討

止極端氣候的危害，臺灣海岸、溪流地區進行

新豐紅樹林面臨之威脅是紅樹林面積在

了許多短期有效的防災硬體工程(如水泥護

90 年代後逐漸縮減，主要原因是新豐溪出海

岸、攔砂壩等)，此類剛性工法反而造成海岸

口之砂嘴毀損，導致海浪直接侵蝕紅樹林密集

輸砂量減少，也間接降低了海岸對極端氣候的

生長區域，致使紅樹林明顯退縮；此外，2015

長期自然防護能力。新豐紅樹林只是其中一個

年的航照顯示，在紅樹林密集生長區域之前緣

案例，在極端氣候頻率增加的影響下，海岸侵

新生成一片(長約 250m，寬 30~60m)之砂丘，

蝕問題勢必加遽，充沛的河川輸砂量有助於海

此一新形成的砂丘地形改變了紅樹林密集生

岸地形的穩定與保護，也有利紅樹林生存棲地

長區域之微環境，筆者在 2016 年 4 月至現場

的保護。

勘查時，發現多數海茄苳感染嚴重病蟲害(圖

穩定的海岸地形有利於紅樹林保育，而紅

6)，但水筆仔並無此一受害現象，病蟲害之類

樹林的保育也有利於海岸區域的屏障。南亞海

別尚待確認。此一病蟲害現象有可能與出海口

嘯發生於 2004 年底，後續相關研究指出，紅

外側砂嘴毀損、出海口內側砂丘形成有關。因

樹林有緩減海嘯災害之功能(Danielsen et al.

水筆 仔 本 身喜 愛 生 存於 距 出海 口 有 一段 距

2005, Dahdouh-Guebas et al. 2005, Kathiresan

離、潮汐升降較緩和的環境，但海茄苳則喜愛

and Rajendran 2005)，在有茂密紅樹林屏障的

生長於離出海口較近、潮汐變動較明顯的環

海岸區域，居民財產損失及死亡率都明顯低於

境。前述海岸砂嘴及出海口地形的改變，除了

鄰近沒有紅樹林屏障的海岸區域(Vermaat and

限縮紅樹林生長區域外，也有可能營造了不利

Thampanya 2006)。新豐紅樹林之變遷雖然只

於海茄苳生存的環境，長期而言有可能會造成

是地方小區域的案例，但在全球變遷導致極端

紅樹林組成的改變，從原本海茄苳佔優勢之組

氣候頻度增加的趨勢下，政府應重視紅樹林對

成改變成水筆仔占優勢之組成。

海岸區域防護所扮演的角色，並將紅樹林保育

針對新豐紅樹林因出海口外側砂嘴侵蝕

納為海岸經營管理的重要課題之一。

而逐漸退縮之現況，不建議採行水泥防坡堤及
拋石等剛性工法(rigid technique)來修補砂嘴缺

誌謝

口，因賀伯颱風過後至今，水利工程單位曾經
在新 豐 溪 出海 口 砂 嘴進 行 數次 拋 石 補強 工

本文係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

程，但效果似乎不彰。近年來國外相關研究建

所及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104 年度「紅樹林

議採行柔性工法(flexible technique)來處理海

分布區域之變遷過程及原因探討—以新竹紅

岸侵蝕問題，針對砂嘴破口回補可嚐試合併抽

毛港及香山濕地為例」合作案之研究成果。本

砂 養 灘 (beach nourishment) 及 設 置 竹 製 圍 籬

研究獲得兩機關之行政、經費支援，以及諸位

(bamboo fence) 兩 種 柔 性 工 法 (Martins and

受訪專家、耆老無私提供之寶貴資訊，謹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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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新豐紅樹林分布變遷航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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