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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森林提供人類生存所需要的資源，與生
物多樣性、全球氣候變遷也息息相關。

聯合國將2011年定為國際森林年，希望
能透過國際森林年系列活動，喚起全球
人類與國際社會對於森林經營、保育與
發展等方面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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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台灣森林資源概況

一、林地資源

全島森林面積約210萬公頃(佔全島土地面積58.5%) ，

其中85%屬國有林地。

20％ (42萬公頃)屬 人工林

7％ (15萬公頃)屬 竹林

73％(153萬公頃)屬 天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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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林地管理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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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橫山鄉私有林地新竹縣橫山鄉私有林地

林務局管理國
有林地

約計165萬餘公
頃

國有林班地 154萬公頃

區外保安林
3萬9千公頃
(92.7接管)

國有原野林地
7萬公頃(國
產局移交)

其他機關權責
45萬餘公頃

財政部國產局、
行政院退輔會、
大學實驗林、農
委會林試所等

4萬公頃

公有林地(各縣市
政府)

4萬6千公頃

私有林地 18萬公頃

原住民保留地 17萬9千公頃

二、林木資源
（一）全島林木約9億5,000萬株，木材蓄積量約3億6,000萬立

方公尺。

（二）每年木材生長量約840萬立方公尺，淨

生長率約2.3%。

（三）人工林木材總蓄積量約4,700萬立方公

尺，每年生長可利用材積約108-143萬

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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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闊葉林天然闊葉林



三、野生動植物資源
（一）台灣之野生動物主要包括陸生哺乳類61種、鳥類約458

種、淡水魚類175種、爬蟲類82種、兩棲類32種、蝴蝶

約400種等。

（二）非維管束植物苔蘚約1,500種，藻類約5,000種，真菌類

約4,800種，維管束植物約4,000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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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冷杉台灣冷杉

台灣水鹿台灣水鹿 領角鴞領角鴞
台灣長鬃山羊台灣長鬃山羊

台灣藍鵲台灣藍鵲 台灣山毛櫸台灣山毛櫸

竹蓀竹蓀

四、景觀遊憩資源

設置18處國家森林遊樂區、8處自然教育

中心、規劃完成14條國家步道系統及14

條區域步道系統、3處大型平地森林園區、

3處林業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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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山森林遊樂區太平山森林遊樂區 能高越嶺道能高越嶺道

北大武山步道北大武山步道

花蓮林業文化園區木雕館嘉義鰲鼓溼地嘉義鰲鼓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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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資源
（一）臺灣年平均降水量2,510公釐，為世界平均值3.44倍（全

球第十九位多雨國）；但地形多山且雨量集中，每年平均有

55%降雨直接流入海中，無法有效利用，故平均每人分配水

量僅4,100立方公尺，為世界平均值六分之一（全球第三嚴

重缺水國）。

（二）森林一方面可截留降雨，增加有效水之蓄積，一方面經由林

地土壤作用，淨化水質，所以說：森林是水的故鄉。

參、林業經營策略與目標
一、 林業經營策略

(一)落實林地分區，永續森林經營。

(二)健全林地管理，維護森林資源。

(三)厚植森林資源，復育海島自然綠境。

(四)加強集水區治理與復育，妥善經營保安林。

(五)強化森林自然教育，推展森林生態旅遊。

(六)維護本土生物多樣性，確保生態平衡。

(七)落實社區參與，建立夥伴關係。

10鰲鼓濕地鰲鼓濕地

二、林業經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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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近期環境議題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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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氣候變遷
（一）氣候暖化、溫室效應、熱島效應

100年來，台灣平均溫度上升1.2℃， 世界平均溫度上升

0.8℃，台灣比世界平均值高出50%。

（二）海平面上升

全球每年平均上升速率為1.8毫米；台灣則為2.51毫米

，較全球平均上升速率快1.4倍。

（三）極端氣候發生增加

（四）自然棲地發生劇變、生

物多樣性

台灣 與全球相比

二氧化碳總排放量
(1990-2004)

成長率
111%

全球成長值
的4倍

2007年國家二氧化
碳總排放量

2.7億公噸 全球第13名

每人平均二氧化碳
排放量

12公噸
全球平均值

的3倍

台灣二氧化碳排放量年成長率高居全球第第11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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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與「抗暖化」
（一）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生效，計有140國 家和

歐盟簽署，要求全球39個主要工業國家和地區，必須在

2012年前，以1990年的排放標準，減少二氧化碳等6種

溫室氣體5.2％的排放量。

（二）98年12月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各國領袖

達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才能減緩地球暖化現象」的

共識；而林業能夠以較低成本對全球減緩暖化作出顯著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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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擴大造林增加森林覆蓋率
（一）IPCC(2007) 報告指出，2000-2005年期間，森林面積的

淨損失為730萬公頃/年。

（二）2007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袖對氣候變遷、能源

安全與潔淨發展宣言」，決議：2020年前要增加APEC會

員國區域森林覆蓋率面積達2,000萬公頃。

非洲地區2005年及
2006年森林面積的
變化(衛星影像)

2005年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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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土復育與防災新思維

（一）97年9月辛克樂颱風重創南投廬山溫泉區，凸顯行

水區違建問題。

（二）98年8月莫拉克颱風南部瞬間豪雨，造成林地深層
崩塌與土石崩落；清理漂流木及堰塞湖的監測成
為新課題。

嘉義太和山區

台東富崗漁港

南投廬山溫泉

伍、因應變局政府組織適度調整

一、民國93年1月30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組織調整，原

林業處森林科及保育科辦理之林務及自然保育相關

業務委任林務局承接。

二、林務局施政範圍不再侷限於國有林，範疇更從傳統

林業擴大到自然保育林業，除加強森林生態系經營

外，更重視自然資源與生物多樣性之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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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溪上游天然林相（摘自姚鶴年，2001）

架空索道滑架運材
（摘自姚鶴年，2001）

三、因應氣候變遷及考量環境保護刻不容緩，中央政府組織

再造將於民國101年1月1日成立「環境資源部」，整合

水、土、林及空氣等環境資源事權及國土保育事宜，以

增加行政效率。
四、林務局改制為「森林及保育署」，專責推動森林經

營管理、自然文化景觀、野生動植物與自然保育等政策

法規、方案、研究計畫之訂定及督導。

轄下設「森林及自然保育署」台北、新竹、台中、南投、嘉義、屏東、

臺東、花蓮、宜蘭等9個分署；農林航空測量所改制為「航測及遙測分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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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當前推動重點工作
一、落實林地分級分區，永續森林經營

（一）建立林地分級分區制度

依立地條件、林木組成、交通、氣候等因子，已將國有林地

劃分林木經營區（16.19%）、國土保安區（37.87%）、生態

保護區（43.12%）及森林育樂區（2.82%）。另將規劃全島

公私有林林地分級分區，分年分期進行全面調查。

（二）建立多尺度森林資源監測體系

整合RFID、GPS之技術，建置林務局

國、公、私有林地地理資料倉儲系統

，以整合流通應用。

（三）進行永久樣區複查及全面性之

「第4次全國森林資源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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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森林保護，建構森林護管系統
（一)林地分級分區巡護，應用航遙測影像資料，採行高科技

儀器與技術輔助巡視制度，建構嚴密無線電通訊網路。

（二)建立檢、警、林政單位合作模式，聯合進行查緝，有效

防範貴重木及副產物(如牛樟菇)遭竊取等不法情事發
生。

（三)加強森林防災機制，完成ICS架構及網站建置；並與國

防部（陸軍司令部）、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成立跨部會

空中救火機制，提升滅火效能。

吊掛水袋人員搭載 殘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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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造林綠化，復育自然綠境
（一)進行生態復育，自然崩塌地、劣化地等人工造林不易者

採自然復育、天然下種更新，並輔以人工復育。

（二)加強濫墾地、超限利用地、崩塌地、裸露地等劣化地區

及環境敏感區位租地造林收回之林地，積極復舊造林。

（三)加強推動平地造林，營造兼具生產、生態、生活休閒園

林，創造優質生活環境。

（四)加強國有人工林撫育、海岸林生態復育及離島造林。

八仙山事業區38林班香杉、
臺灣杉疏伐及修枝情形 觀音鄉大潭段定砂造林

源頭整治，打樁編柵、源頭整治，打樁編柵、
撒播覆蓋及截排水撒播覆蓋及截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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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平地造林，加強企業認養造林
（一)「愛台12建設」綠色造林計畫，預定8年造林6萬公頃，

其中平地造林每公頃20年補助240萬元；99年度預定新

植5,000公頃，實際完成5,537公頃。

（二）企業團體認養公有土地造林部分，已有台電、中油、
台

塑等企業認養造林面積為293.74公頃。另於99年7月30

日與紅十字會簽署災區山林復育合作備忘錄，由農委
會

分3年提供200公頃國有林地造林，優先推動位於小林
村

範圍11.7公頃土地造林。

99.7.30農委會與紅十字會

簽署合作備忘錄
屏東泰和農場－無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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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強老樹保育及設立樹木銀行
（一）自92年起積極致力於老樹的保育工作，加強老樹的調

查登錄、現場巡護、監測與保護、防範天然災害發生
及適度保留老樹資訊。

（二）另為保護珍貴老樹及特殊悉有或具保存意義之樹木，
並安置因公共工程施工而必須暫時移植遷置之樹木，
林務局於93年於北、南、東三區設置「樹木銀行」，
並將逐步規劃為樹木生態公園。

北區樹木銀行位於宜蘭縣五結鄉
宜蘭監理站旁，面積1.7公頃

南區樹木銀行位於觸口工
作站，面積2.0公頃

東區樹木銀行位於台東市台東苗
圃，面積0.9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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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林木疫情監測防治與漂流木清運、再利用
（一）林木疫情監測防治

設置「林木健康服務網」持續監測如褐根病及刺桐釉小蜂等
疫病情形，並採取立即通報立即防治方式處理，以免蔓延。

（二）災後漂流木清理
莫拉克風災帶來南部前所未見之漂流木數量，總計清理一般
地區、高屏溪流域及水庫等區域152萬公噸；同時採取不同
以往程序，以先清運再判識模式，縮短清運時間，以利災區
早日復健。

（三）漂流木再生利用
漂流木多元利用計畫，提供家
園重建、藝術創作活動、災區
文化創意產業利用、開發碳化
或堆肥等產品、評估生質能源
使用及規劃漂流木木雕藝術園
區。

高樹地區漂流木堆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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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持續研發森林林產物多元利用
（一）為推動竹產業轉型與升級，自91年起委託工研院研發團

隊，計已開發250項以上的新興產品及生產技術與設備
應用領域遍及紡織品、建材、食品、環境改良、醫療保
健、電子元件、樂器等七大領域。

（二）「竹炭」新興產業已創造年產值新台幣20億元，並創新
開發「竹葉香精」及竹香飲料，預估可創造新台幣30億
元之年產值； 並積極開發竹藝精品。

（三）93年CAS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新增加林產品項目，制訂
竹炭認證標準；至99年7月底，已有9家廠商、計86項木
竹炭產品使用CAS標章。

柳杉化妝品
竹炭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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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強集水區野溪與崩塌地治
（一）地質屬已露岩、或人力及工程機具交通不可到達且不影

響保全對象者，採自然復育。

（二）有保全對象者及坡度35度以下，基腳穩定之劣化地
優先進行人工造林；基腳破壞者，先行辦理防砂或
護岸工程，再於坡面行人工造林。

（三）積極辦理國有林地野溪清疏，抑止亂流、防止橫向沖
蝕、固定兩岸坡腳防止崩塌。

（四）加強林道潛勢地滑區邊坡整治，對於未使用及中斷之林
道得檢討封閉等措施，並恢復造林。

宜專一線8k+500邊坡穩定處理工程
邊坡整治，邊坡整治，打樁編柵、掛網植生、
種植苗木、石籠護坡、及噴漿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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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床工

護岸魚道 打樁編柵

防砂壩

27

九、持續監控國有林地內堰塞湖情況
（一）莫拉克颱風前，計有台東縣龍泉溪堰塞湖1處。
（二）莫拉克颱風期間，全國新增7處堰塞湖(不包含已潰決

之堰塞湖)，分布在南投縣(1處)、高雄縣(4處)、屏
東縣(1處)、台東縣(1處) 。

（三）民國98年12月31日，花蓮縣因地震新增1處堰塞湖(陶
塞溪)。

（四）目前尚有旗山溪及士文溪等2處堰塞湖需嚴密監測，依照堰
塞湖標準作業程序，當雨量超過警界值，立即通報權責單位及啟
動緊急應變機制。
（五）平時派員隨時監測變化情形，使民眾熟悉操作演練疏散

，適時採取降挖方式，以避免災害發生。

疏散演練 溢流水道降挖

和社溪 (神木村) 堰塞湖
誘發事件：莫拉克颱風

備註：已淤滿

旗山溪 (那瑪夏鄉) 堰塞湖
誘發事件：莫拉克颱風

備註：降挖3公尺

拉克斯溪 (梅蘭村) 堰塞湖
誘發事件：莫拉克颱風

備註：地處偏遠，保全聚落距離較遠

士文溪 (春日鄉) 堰塞湖
誘發事件：莫拉克颱風

備註：降挖5公尺

陶塞溪 (梅園) 堰塞湖
誘發事件：2009/12/31 邊坡崩塌

備註：已沖毀

荖濃溪 (梅山村) 堰塞湖
誘發事件：莫拉克颱風

備註：地處偏遠，保全聚落距離較遠

龍泉溪堰塞湖
誘發事件：2006/07/16 地震

備註：已填平淤滿

寶來溪 (寶山村) 堰塞湖
誘發事件：莫拉克颱風

備註：地處偏遠，保全聚落距離較遠

太麻里溪 (包盛社) 堰塞湖
誘發事件：莫拉克颱風

備註：已淤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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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阿里山森林鐵路復建及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整
體改善

（一）99年3月23日終止阿里山森林鐵路及森林遊樂區BOT案全
部契約，5月8日完成鐵路營運資產返還，分三階段復建
復駛；第一階段已順利完成並於99年6月19日恢復祝山
及神木支線營運。

（二）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早期規劃格局，提供服務之力度
不及需求。為此以創新、前瞻之思維，大破大立，重新
檢討全區之規劃，找回國際級景點阿里山新面貌。

竹崎嘉義市 奮起湖 阿里山
森林遊樂區
第三階段
( 11件工

程 )
修建奮起湖

－神木段

第三階段第三階段
( 11( 11件工件工

程程 ))
修建修建奮起湖奮起湖

－神木段－神木段

第二階段
100/6

( 5件工程 )
修建竹崎－奮起湖段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100/6

( 5( 5件工程件工程 ))
修建修建竹崎－奮起湖段竹崎－奮起湖段

第一階段
99/6已完成
修建嘉義-竹崎
支線（祝山、神木）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
99/6已完成
修建嘉義修建嘉義--竹崎竹崎
支線（祝山、神木）支線（祝山、神木）

102/12

委託進行3處大型崩塌處地質調查及復建工法評估委託進行委託進行33處大型崩塌處處大型崩塌處地質地質調查及復建工法評估調查及復建工法評估
30

十一、推動林業文化園區計畫
（一）配合國家重點計畫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建立

國家級林業文化園區系統。
（二）羅東林業文化園區於98年6月30日正式對外開園營運，

除保留原有貯木池、鐵道、蒸汽火車頭外，另規劃環池
步道及重現竹林車站風貌，並轉型成宜蘭重要之自然教
育場域。

（三）花蓮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結合原林田山林場老舊宿舍
整修、展示林業文化資產及木雕藝術，98年入園遊客數
達近23萬人次。

（四）東勢林業文化園區，前身為
大雪山製材廠，除過去擁有
亞洲最大製材廠輝煌的歷史
外，活化莫拉克風災後珍貴
漂流木利用，規劃成國際級

「漂流木木雕藝術園區」。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生態池羅東林業文化園區生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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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阿里山林業村及檜意森活村
（一）配合嘉義市政府「嘉義市火車站附近地區都市更新案」

規劃阿里山林業村及檜意森活村計畫，以阿里山林業文
化為根基，結合林業文化、 產業及環保等機制，塑造
藝文城市新風貌。

（二）過程中對現存林業文化空間，展開「保存、復舊、再
利用」的行動，加強歷史建築之維護與再利用，展現獨
具林業文化資產之多元複合式林業文化藝文特區。

檜意森活村計畫—整修
完成營林俱樂部

農業精品區願景圖農業精品區願景圖

99.9.8農業精品區上樑典禮 32

博愛陸橋

忠
孝
路

文
化
路

林森西路

北門車站新建計畫北門車站新建計畫
((嘉義市政府嘉義市政府))

林業文化公園計畫林業文化公園計畫
((嘉義市政府嘉義市政府))

阿里山林業村計畫阿里山林業村計畫

(13.76(13.76公頃公頃))
檜意森活村計畫檜意森活村計畫

(3.15(3.15公頃公頃))

(三)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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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推廣優質旅遊環境，強化森林自然教育
（一）健全森林遊樂區及自然步道之服務及基礎設施，落實無

障礙旅遊，深化遊憩活動面向與內涵（生態旅遊、DIY
定向運動等），精進服務品質（導入ISO品質認證、培
訓解說志工），加強整合行銷、策略聯盟。

（二）利用森林遊樂區及林業文化區場域，建置8處自然教育
中心，預計每年將可提供10萬人次以上優質環境學習機
會，成為全台灣最大的環境教育場域平台。

（三）無痕山林運動（Leave No Trace, LNT），自96年起推
展步道志工新觀念，並活絡公眾參與，以減少對步道衝
擊及永續維護步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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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籌設置3處大型平地森林園區
（一）97年選定3處面積超過1,000公頃，

且初具造林成果之台糖農場土地，
規劃設置具備多元林相、豐富生態
學術與休閒之平地森林園區。

(二) 以三低-低密度開發、低商業
性、低碳為核心價值，使符合
生態、節
能減碳、
健康原則
。

1458公頃

嘉義縣東石鄉
鰲鼓溼地園區

林後四林園區

1005公頃

屏東縣潮州、萬巒、新埤鄉

1250公頃
花蓮縣光復鄉
大農大富園區
（MAS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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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推動自然保育，加強查緝不法
（一）保育野生動物族群及棲地、保障珍稀瀕絕物種之生存

、促進國際保育技術合作、提昇國家保育形象。

（二）落實野生動物保育法執行，協助各級政府野生動物保

育計畫推動，查緝違法及走私案件。

（三）執行國家植群多樣性調查及植群圖繪製。

查獲象牙走私案件 完成台灣天然植群圖集

參與國際合作

1. 我國雖非國際保育公約締約國，為善盡國際保育
責任，仍積極從事國際保育公約或組織相關會議
與活動及夥伴關係

2. 自85年至98年共支持183個國際保育計畫
3. 執行國家遍及全球五大洲38國，以契合生物多樣

性公約，如：

1) 瀕臨絕種動物保育計畫

2) 非洲地區反盜獵計畫

3) 協助華盛頓公約執法計畫

4) 國際重要野鳥棲地計畫

5) 熱帶雨林保育計畫

6) 贊助地球協商報計畫等
36



十六、各類自然保護區之經營管理

類 別 自然

保留區

野生動
物保護
區

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
環境

國家公園 自然
保護
區

總
計

個 數 20 17 34 8 6 85
面積

(公頃) 

總計：
64,653.50 

陸域：
64,641.76 

海域：
11.74 

總計：
25827.69

陸域：
25,531.8

海域：
295.88 

總計：
324,669.13

陸域：
324,373.25

海域：
295.88

與野生動物
保護區重疊
部份：
25,774.66 

總計：
715782.18

陸域：
312677.14

海域：
403105.04

與自然保護區
重疊： 20,869

與野生動物保
護區重疊：
7,948.55

21,171. 總計：
1152103

陸域：
748395

海域：
403708

佔台灣
面積比
例

1.79 0.71 8.96 8.64 0.59
18.95

劃設並檢討各類自然保護區之經營劃設並檢討各類自然保護區之經營

1.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
保存法及森林法管轄者包含：
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
然保護區等四類。

2. 林務局經管各類保護區域共有
77處。

3. 占台灣陸域面積11.3％。
4. 自99年起設置火炎山、淡水河

紅樹林、九九峰、大武山自然
保留區及丹大、玉里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與雪霸、甲仙四
德化石自然保護區等保護區域
之專責管理站，以維護保護區
之自然生態環境。

南北長300公里，14個保
護區，長達300公里、面
積63萬公頃佔全島面積
17.5%之中央山脈保育軸

藉由整合性保護區系統之
積極管理，有效減緩棲地
破碎化之負面衝擊，以強
化其完整自然棲地之保育
功能。

建置中央山脈保育軸 中華白海豚基礎生態資料

台灣族群之數量介於75至
100隻之間

2008年世界自然保育聯盟
(IUCN) 將台灣的族群評估
為極度瀕危(CR)

台灣分布範圍
◦ 南界：台南將軍港

◦ 北界：苗栗龍鳳漁港

◦ 主要水深不超過15公尺

◦ 離岸6公里以內

◦ 分布窄狹長形

◦ 整體棲地範圍約756餘平方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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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棲息環境範圍重要棲息環境範圍
&&面積面積

北界:苗栗龍鳳港

南界:台南將軍港

東界:海岸線距岸50m

並包括主要河口

西界:距海岸基線1-3海浬內

最保守總面積: 約658 km2

區 面積
(Km2)

距岸
(nm)

面積
(3nm)

一 108 1 355
二 122 2 197
三 243 3 243
四 185 2 294
五 286 3 286

劃設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劃設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年度 辦理事項

98年度 「中華白海豚棲地熱點評估及整體保育方案規
劃」99年度 「中華白海豚族群生態及重要棲息環境方案規
劃」99年度 提出「中華白海豚保育策略」

100年度 野生動物諮詢委員會第8屆第1次(2011. 5. 11) 
審查通過



十七、推動地景保育

辦理「國家自然地景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進行
320處地景普查登錄、地景保育宣導及人員培訓，
策劃由「台灣的地景百選」一書，提升地景保育
工作之正面形象與地位。

推動地質公園：進行澎湖海洋地質公園、雲林草
嶺地質公園、台東利吉泥岩惡地地質公園及高雄
燕巢泥岩惡地地質公園示範計畫

43

世界地質公園網絡
Global Geopark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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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落實生態保育維護本土生物多樣性
（一）建立跨部會分工管理機制，加強入侵種生物監測、防

治工作，以維護生物多樣性，保存物種基因。
（二）推動生物多樣性調查與監測，建立基礎生物資料庫。

銀膠菊

小花蔓澤蘭

外來入侵種管理外來入侵種管理

1. 入侵種生物種類繁多，將衝擊台灣生態，對於入
侵危害管理，目前分類概分動物、植物、水生動
植物及動植物有害生物等四類，管理分工。

2. 建立跨部會分工管理機制，並聘請專家學者成立
「入侵種管理諮詢委員會」，以加強入侵種生物
進行監測、防治及達成權責分工共識。

計畫創新性

1.聯合地方政府與民眾建立已入侵生物長期防治計
畫，將入侵種造成之經濟損失及生態衝擊降至最
小

2.98年4月份與全球入侵種專家群（ISSG） 簽訂合
作備忘錄，將IUCN國際入侵種資料庫的 Global 
Invasive Species Database(GISD) 合作進行網
頁中文化。

3.蒐集台灣地區歷年進口之外來脊椎動物名錄，分
別建置分類學資訊與鑑識方法：策重於已在台灣
繁殖之鳥類、囓齒類、慈鯛科與吸甲鯰科魚類。
至目前為止已收集到3門12綱59目232科共3779種
動物之名單。

47

可由GISD查詢台灣外來種資料

Taiwan



重要績效

1. 建立「已入侵動物管理優先順序評估系統」：本
年將公告最優先進行移除之已入侵哺乳類、鳥類
、兩棲、爬蟲、魚類及軟體動物清單。

2. 進行外來入侵植物全國現狀調查，建立外來入侵
植物評估與監測系統，據以訂定防治優先順位及
移除策略。

3. 嘗試以國外引進之銹病菌及本土真菌進行防治小
花蔓澤蘭（已防治38,634ha），持續移除互花米
草、銀膠菊。

4. 進行白腰鵲鴝、亞洲錦蛙、沙氏變色蜥、多線南
蜥、八哥椋鳥移除及埃及聖環監測計畫。

49

移除沙氏變色蜥移除沙氏變色蜥

1. 與社區的合作

2. 嘉義縣水上鄉成功活動中心舉辦宣導說明會，進
行沙氏變色蜥捕捉、移除、收集。
98年收購 88,385 隻，花費 1,525,910元。
99年收購152821隻，花費152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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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整合行政院部會推動生物多樣性

一.配合1992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簽署，研擬
適於我國之「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並經
行政院於2001年通過，2002年成立農委會
生物多樣性推動小組。

二.由本局協調中央研究院及行政院22個部會
共同執行，2007年完成第一階段工作，並
配合「國際2010生物多樣性目標」修訂行
動計畫，計6大目標38項行動計畫。

52

從公約到永續發展行動計畫從公約到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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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成立生物
多樣性推動小組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1992

行政院於通過「生物
多樣性推動方案」

配合國際2010生物多樣
性目標修訂行動計畫

完成第一
階段工作

生物多樣性公
約開始簽署…

行政院核定
修正推動方案

檢視2010年生物
多樣性目標成果

研擬完成適於我國國情之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10年努力

「「20102010國際生物多樣性年國際生物多樣性年 台灣行動」系列活動台灣行動」系列活動

活動主題－「PLUS ONE!  PLUS YOU！生物多
樣性 非你不可！」

54



整合行政院部會推動生物多樣性十年有成

（一）行政院永續會－國家永續發展獎

（二）政府優良出版品 得獎－綠色葛雷扇、
邦查米阿勞、台灣鳥類誌……

57

院長頒發國家永續發展獎

99年獨獲國家出版獎特優

台灣鳥類「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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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落實社區參與，建立夥伴關係
（一）推廣社區林業，強化溝通建立機制，促進社區發展；加強生

態保育觀念，凝聚永續經營共識，建構夥伴關係，推展合乎
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原則的生態旅遊。

（二）97年輔導林美社區、碧雲莊社區及牛屎崎鄉土文史促進會，
獲行政院永續會「97年國家永續發展獎」。

（三）98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１屆政府服務品質獎-服務規劃
機關類」特優等。

台東嘉蘭社區訪談

原住民傳統作物-紅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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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劣化棲地與具重要生態價值
農業溼地之復育

(一) 輔導地層下陷區域農地轉型為溼地生態園區

台灣西南部沿海地區部分農地，因地層下陷導
致長期積水或鹽化，針對其中具備生態發展潛力之
區域，輔導其轉型為具生態保育與遊憩價值之溼地
生態園區，並委託專業民間團體進駐協助進行社區
保育與環境教育。

成龍濕地環境教育計畫連續獲得2009學學獎「環境行動
組」入圍及2010學學獎「綠色公益行動組─創意獎」

雲林口湖成龍溼地生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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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劣化棲地與具重要生態價值
農業溼地之復育

(二) 推動重要水梯田與埤塘生態系之保存與復育

近年因農地休耕導致水田等溼地大面積之陸化
，不利生物多樣性保存與水資源涵養，爰針對國內
具有重要生態價值卻逐漸劣化之農業溼地，進行珍
貴水梯田生態之調查、保存與溼地生態復育。

八煙聚落水梯田溼地生態復育景觀 八煙聚落出張所開張與浮圳完工通水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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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鯨豚擱淺處理
(一)擱淺救援處理：自1996年成立中華鯨豚擱淺處理組織網後，

持續輔導地方政府建立鯨豚擱淺救援機制，已舉行30餘場次
鯨豚救援訓練，受訓人數超過2,000人。

(二)1994-2010年臺灣擱淺鯨豚救援處理擱淺總次數為665次，共
884隻數。

(三)92年至99年成功救援6隻擱淺鯨豚並進行野放，99年3月7日
更進行全亞洲第1隻小抹香鯨擱淺救援成功，並安裝衛星發報
器進行野放

2010.01.09   高縣興達港小抹香鯨 小抹香鯨野放追蹤

柒、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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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業經營及國土保育是台灣永續發展的關鍵課題，透
過明年將完成之「第四次全國森林資源調查」基礎資料
，提供國土資源管理者整合規劃及經營管理機制
重新檢討之參考，以落實國土資源之保育管理與永續利
用。

二、中央政府組織再造於民國101年1月1日上路，屆時林務
局將改制為「森林及自然保育署」，正意涵林業從傳
統林業轉型為自然保育林業，對於未來施政上，將以
更縝密的思慮擘劃，開拓新策略與創新價值；此外，
員工應及早做好準備，透過專業職能之再教育及現場
實務的累積經驗，厚植知能，迎向此一展新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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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森林經營與生物多樣性保育，現為政府重要工作主軸，
未來除應加強生態資源維護、高山保育、坡地復育、平
地造林、海岸保安外，仍須面對環境污染、棲地破壞、
氣候變遷及外來種入侵等衝擊。於外部環境持續監測下
仍急須立即建構外來種入侵處理機制，以維持生物多樣
性，達成「維護森林生態、保育自然資源」之願景。

四、國際間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已有丹麥、歐盟
、英國執行排放交易制度。台灣雖非京都議定書之締約
國，但CO2排放量偏高，須提高造林面積，減低CO2排放
量，並增加森林覆蓋率，同時儲備未來用材。因此未來
在行政院永續會「氣候變遷暨京都議定書因應小組」指
導下，能建立及持續推動碳管理政策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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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

201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0屆締約方大會通過
愛知目標：「一個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世界」

遠景：到2050年，生物多樣性受到重視、得到
保護、恢復及合理利用，維持生態系統服務，
實現一個永續及健康的地球，所有人都能享用
生物多樣性所產生的惠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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