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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入侵生物之
管理與移除 

 



•生物多樣性的快速喪失是廿
一世紀全球環境保育重大議題 



第6次物種大滅絕來了 
 專家：人類正在砍掉自己四肢(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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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科學院的最新研究，過去1500年內，物種豐度下
降了大約25%。在16至19世紀的三百年間，地球上只有136
個物種消失，然而在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社會飛速發展，
代價之一就是物種極速滅絕，尤其是最近100年間就消失將
近400個。 

•到21世紀末，預計全球變暖會導致1/2的植物面臨生存威脅
，超過2/3的維管植物可能完全消失。甚至有學者認為，當
代生物物種的滅絕速度比自然滅絕的速度要快超過100倍。
在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2004年物種紅色名錄中包括
15,589個物種受到滅絕威脅，這其中包括12%的鳥類、23%
的獸類、32%的兩棲類、25%的裸子植物、52%的蘇鐵類和
42%的龜鱉類。 

 



世界物種絕滅的速度 

時間 每年滅絕物種數 

恐龍時代 0.001 

公元 1600－1900 年 0.25 

公元 1900 年 1 

公元 1975 年 1,000 

公元 1975－2000 年 40,000 
 

 



造成生物多樣性消失之主要原因 

E.O.Wilson 2002年出版「生物圈的未
來（The Future of Life）」一書中將
這些原因歸納簡稱為HIPPO（河馬） 

• 棲地破壞（Habitat destruction）： 

• 外來種與入侵種（Invasive species）  

• 污染（Pollution） 

• 人口過剩（Population） 

• 過度採收（Overhar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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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資料顯示 

 

物種滅絕的原因： 

※  原始棲地被干擾或破壞占67％ 

※  過度獵捕及採伐占37％ 

※  外來物種引入占19％ 



生物多樣性公約 

 1992年6月5日世界高峰會(Earth Summit)在巴西

里約熱內盧召開，各國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及施行 

 有196個締約方，是國際目前最重要的保育公約 

 



生物多樣性公約 

 生物多樣性公約三大目標 

1.保育生物多樣性 

2.永續利用其組成 

3.公平合理的分享，由利用生物
多樣性遺傳資源所產生的利益 



• 主要討論議題 

–海洋與沿海生物
多樣性 

–農業生物多樣性 

–森林生物多樣性 

–淡水域生物多樣
性 

–高山生物多樣性 

–缺水和半濕潤性
生物多樣性 

生物安全 

全球分類學倡議 

外來入侵物種 

資源之獲得及利益 

  分享 

資料交換機制與運 

  作 

教育與公眾意識 



 體認到: 

 生物多樣性的快速喪失是重大議題，外來入侵種是

危害生物多樣性與造成物種滅絕的第二兇手 

 若不改善，至2050年時將有1/4以上的物種會消失
嚴重，影響人類福祉 

 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中達成: 

   「均應避免引入，並控制、滅除對生態系、棲 

    地或物種產生威脅的外來物種」共識。 

為何要防治外來入侵種? 



外來種、外來入侵種  

IUCN於2000年公布了一份避免外來入侵物
種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指導方針 (IUCN/SSC 
Invasive Species Specialist Group, 2000)，對外來種定
義如下： 

外來種 (Exotic species)： 

指一物種、亞種或更低的分類群出現在其自
然分布與可能擴散範圍之外，且該分類群可
能存活並繁殖子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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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入侵物種 (Invasive species)： 

指已於自然或半自然生態環境中建立一穩定族
群並可能進而威脅原生生物多樣性者。 

 

本土性入侵物種： 

由於人類活動，使本地物種分佈至原無分之地
區或形成基因交流，而造成生態或基因上之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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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種生物引入管道  

外來物種的引入管道 
非蓄意引入管道紛雜且最難加以預防及控制:
例如暗藏在船隻壓艙水中的生物、伴隨合法引
入生物而來的病源或寄生蟲、運輸載具上的昆
蟲等。 

蓄意引入 

 若為授權合法引入，通常與人類及環境可預見的利
益有關，如作物、水產養殖及生物防治等，私人利
益相關如造園景觀業或寵物業。 

 非法蓄意引入，則常見於農林作物、養殖動物的私
自引入，及各種活體走私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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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引入外來物種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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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入侵種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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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面 

生態面 
 掠食 
 競爭與排擠 
 傳染疾病 
 雜交 
 改變生態系統 



經濟面 

據研究，雖然外來物種由順利生存，繁衍擴大，到嚴
重危害生態的種數比例並不高，但其衝擊卻極為嚴重；
常造成巨額的經濟虧損。 

Pimentel et al. (1999)曾估計美國每年因外來生物
而付出的代價（含括實質破壞、控制費用、人體健康
影響及其他相關事實）高達1,230億美金。 

其中較為顯著者如白蟻 (Formosan termite) 每年10
億美金，火蟻 (Fire ant) 20億美金，斑馬紋貽貝 
(Zebra mussel) 於十年間光是清理水管、過濾設備等
即耗費31億美金，而關島每年需要花費560 萬美金以
上處理褐色樹蛇所造成的問題 (Pimentel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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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蔓澤蘭(Mikania micrantha H. B. K.)，為菊科蔓
澤蘭屬植物，是多年生闊葉蔓藤類。 

•全世界約有430 種，主要產地在熱帶的中美洲及南美洲，
主要分佈在草原，但可入侵森林邊緣或伐木跡地，自低
地至海拔2000 m 均可分佈。 

•生長速度奇快，奪取其它植物的養分，導致其他植物難
以生存，故有「綠色殺手」、「植物殺手」或「綠癌」
之稱，亦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入「世界百大外來入侵

種」 

 小花蔓澤蘭在11 月至12 月為花盛
期，既可無性繁殖，也可有性繁殖
長出種子。單是一株小花蔓澤蘭可
在數個月之內覆蓋約25平方米面積
植物，有「一分鐘一英里（Mile-a-
minute weed）」之稱，故難以徹底
剷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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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情形 
•90-105年防治花費約10億4000萬元，防治面
積49,702公頃。 

•98年起辦理收購，收購標準為每公斤5元，至
102年計收購8,252公噸(約41,260千元)。 

•每年持續編列防治及收購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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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入侵種對生態的影響 

• 掠食 

• 競爭及排擠 

• 傳染疾病和寄生蟲 

• 雜交 

• 改變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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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食 
外來種生物的引入，最直接的危害為掠食當 

  地原生物種，使原生物種族群數量降低，甚 

  至是絕滅。 

以關島褐色樹蛇為例，約在1950年經軍事運 

  輸由新幾內亞的小島意外引入關島後，當地 

  除去紅樹巨蜥和野豬之外再無天敵，至今已 

  至少讓當地10種原生鳥類滅絕，另2種森林 

  性鳥類及3種海鳥陷入瀕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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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及排擠 
 
如果被引進外來種生物其生態習性與原生物種
相似，那在自然資源或棲地利用方面，將會與
原生物種發生競爭現象，導致生態系平衡的破
壞或物種絕滅。 

如北美原生東知更鳥。 

植物部分，如臺灣本島外來象草與原生五節芒
間棲地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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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或寄生蟲的傳染 

外來疾病或病原體對原生生物可能存有難以
預測的巨大危害 

如海洋時代來臨後，歐洲移民為澳洲及美洲原
住民所帶來的多種疾病，即是人類史上的一大
災難。 

鳥瘧疾、鳥病毒亦被認為是導致數種夏威夷鳥
類滅絕的主因。 

臺灣則有因引進琉球松卻伴隨松材線蟲的引入，
而造成國內松林危害的嚴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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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交 

人為引進近親種的外來種生物，會使自然雜
交機率提高，改變原生物種之基因組成 

如目前國內寵物飼養大陸畫眉，逸出或放生
後與臺灣畫眉雜交。 

西部之白頭翁可能經由放生途徑與僅分布於
東部之特有種烏頭翁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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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的改變 

外來物種影響層面亦可能進一步透過生產力、營養循
環、干擾幅度頻度，甚或土壤植被結構的改變而廣及
整個生態系統 

例如夏威夷野生家豬 

非洲維多利亞湖引入尼羅河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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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入侵物種的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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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物種入侵的管理 

•外來動物成功入侵需經歷進口、個體逸散至野外、
建立族群及擴張等四個階段(Willamson﹐1996）。 

•企圖控制或滅除已在野外建立族群的有害入侵生
物，需投入相當鉅額的人力和物力資源（Bomford 
and Hart﹐2002）。 

•預防（Prevention）外來種動物成功入侵所需的
花費則相當低廉（Mack et al.﹐2000）。在外來
動物進口時便進行預防管控措施，建立第一道防
線，限制具有高入侵、威脅潛力的物種進口到臺
灣的可能性，會是更經濟、有效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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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外來入侵種國際行動 

•《生物多樣性公約》之愛知目標 9： 

至遲於2020年，入侵外來種和其管道被鑑定、排定優先次序和控
制或根除，適當措施被執行以防止進入外來物種的進入和立足。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15.8 
在西元2020年以前，採取措施以避免侵入型外來物種入侵陸地與
水生態系統，且應大幅減少他們的影響，並控管或消除優種。 

•國際海事組織壓艙水公約（IMO Ballast Water 

Convention） 

要求所有在國際間航行的船舶採用壓艙水的管理行動（包括以機
械、物理、化學和生物的步驟移除壓艙水和沈降物中的有害生物
多樣性的水生生物和病原菌），並確保所有船隻遵守規定。 



•國際植物保護公約 
(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 Convention, IPPC)  

為國際植物防檢疫標準制定組織。保護全球植物資源，避免有害
生物散播與入侵危及植物健康，與藉由維護生物多樣性以保護自
然環境。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Epizooties, OIE） 

國際動物防檢疫標準制定組織。促進國際合作，共同預防、控制
、撲滅動物疫病與人畜共通傳染病，並進行動物、獸醫等學術交
流研究，以及監督與即時通報動物疫情。 

•全球入侵種方案（Global Invasive Species Program, 
GISP） 

為外來入侵種的國際聯繫中心，負責向《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
國傳遞外來入侵種的資訊，進一步發展合作關係和工作方案，以
預防、消滅、管理外來入侵種。 

防治外來入侵種國際行動(續) 



國內管理外來入侵種 
•依據：為防止外來物種入侵，以維護本土生態環境，國家

永續發展委員會將「加強入侵種管理」明列為「生物多樣
性分組」(現為永續農業與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之重點工
作，納入民國90年核定之「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工作
項目如下： 

1、建置外來種輸出入管理機制（包括物種輸出入管理及
檢疫措施）。  

2、建立外來種輸入風險評估及引入生態影響評估體系，
並將評估結果據以擬定監（偵）測及防治策略。  

3、建立外來種監（偵）測、鑑定及早期預警機制，包含
輸入之外來種後續追蹤管理（含寵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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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管理外來入侵種 

4、強化外來（入侵）種走私查緝。  

5、入侵種生物防治： 

(1)研擬新入侵生物緊急撲滅計畫，並聯合地方政府
定期演習。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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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建立名錄： 

(1)建立國內外來及入侵生物清單，研析生態、經濟
危害及管理策略。 

(2)建立國際高風險入侵種生物清單，研析入侵管道
及預防入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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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管理外來入侵種 

•業務分工權責： 

。行政機關負責入侵種生物之進口管制、監測、風險評估
、影響評估機制、防除及建立清單。 

。各試驗改良場所負責入侵種生物之影響評估及監測機制
、防除方法研究及建議清單；協助入侵種生物之防除及
教育宣導工作。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為農委會進行生物多樣性研究之
專責單位，故其負責外來生物影響評估及防治之研究及
協助外來生物之防除及教育宣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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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外來種生物傳入國內後，可能對國內
生態環境造成衝擊及危害，農委會彙整相
關法令依據及業務分工，於100年8月核定
「外來入侵種管理行動計畫」，實施具體
管理措施，推動相關防治行動。 

經專家評估危害風險分為3級，選定21種
入侵種生物加強管理及防治。 

•「優先防治」:5種紅火蟻、小花蔓澤蘭… 

•「長期管理」:8種福壽螺、銀合歡… 

•「觀察監測評估」:8種沙蜥、亞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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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入侵種管理推動行動 

境外控制:建立國際高風險入侵種生物清單，評
估輸入風險及生態影響，確實防堵入侵之風險。 

邊境控制:執行邊境輸入查驗，加強走私查緝，
澈底阻絶進入途徑。 

境內控制:建立外來入侵種之風險評估及預警機
制(建立名單)，進行外來種普查，評估管理優先
順序。(長期監測，持續移除、控制族群、進行
外來種入境後追蹤管理)。 

法令統合及教育宣導:強化法令執行，進行法規
統合。推動外來種教育宣導，強化國際交流，阻
絕入侵種跨國境擴散。 

 



防治外來入侵種 

「三不」原則 
不輸入：不輸入對生態系統可能帶來不良影 
        響的生物  
不野放：不野放已經飼養的外來物種  
不擴散：已經在野外繁殖的外來物種，不能 
        再讓其擴散至其他區域 

 



•「預防勝於治療」應是面對外來 
   種問題時最適切的態度。 
•滅除或遏止入侵物種最好的選擇 
  是在入侵的早期階段，在族群尚 
  未擴增之前。可免去永久控制所 
  需源源不絕的經費支持與環境代 
  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