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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規定以及締約大會的決議案，各國應重視
下列各項工作：

‧制定保育與永續利用生物多樣性之國家策略、計劃或方案。
–對生物多樣性的組成進行調查及監測。

‧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意識。
‧成立全國生物多樣性權威或協調機構。

–加強生物多樣性的基礎與應用研究。
‧儘速為「遺傳管理法」與「生物安全法」催生。
‧成立全球性、國家級、地方級的資料交換機制。
‧振興全球的分類學研究。
‧加強國際合作。
‧加強有關生物多樣性的保育政策。

註：生物多樣性危機- (1)物種消失 (2)累積的知識經驗消失

生物多樣性公約

早期IUBS所規劃之多樣性科學(DIVERSITAS)研究架構

生物多樣性的起源、維繫及
建立

系統分類學：典藏及
分類

生物多樣性之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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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生物多樣性科學之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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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AS之科學計劃

1. What biodiversity do we have? How is it 
changing? Why? 調查生物多樣性，變遷機制

Integrate biodiversity science, linking 
biological, ecological, and social disciplines

3 Core Projects 三核心計畫

2. What are the impacts of biodiversity
changes on ecosystem functioning and 
services? 其變遷對生態系功能與服務之影響

3. Develop the science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 sustainable use 發展生物多樣
性保育及永續利用之科學

Published 2002

發現生物

生物永續性

生態系服務

全球34個動物門中，有33個門存活海洋，但
16個門只生活在海洋。反之，只有一個門
(有爪動物門)只存活在陸地。
這還不包括95%均在海中的海綿,刺胞,苔蘚
等動物門

認識這些海洋生物嗎?

地球上數量最豐富的生物—其實是海洋中的
oxyphotobacteria, Prochlorococcus spp.

• 每毫升海水7~20萬個細胞，屬於
picoplankton，行光合作用體型遠小於一
般之細菌(約30nm)

Nature Vol 413 Oct, 2001



Hydrothermal vents ----- about 20 new species per year since 1977

Bouchet COML Paris 6 July 2006

超嗜熱生物(hyperthermophile)在深海熱
泉的火山壁上有一種Pyrolobus fumarii
之細菌，可在超過沸點℃高溫下繁殖，最
適生長為105℃，降到90℃即會因太冷而
停此生長。

嗜壓性生物—

在馬里亞納海溝的10,000m的谷底，
淤泥中發現有幾百種細菌、古生菌及
真菌。

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基礎科學研究 因研究河豚毒而前後有三次獲諾貝爾獎

1.1963-Hoegekin A. Anderew
Huxley John Eccles

2.1991-Erwin Neher
Bert Sakmann(發現 single 
path channel)

3.2003-Peter Agre
Roderick Mackinnon(發現鉀
離子與水與細胞膜之作用) 



Ｑ：海洋生物有多少物種？

＞20萬種，但估計至少應有百萬種。

‧Census of Marine Life (www.coml.org)

- 迄2005年，已有73國1700位科學家攜手合作，
已成立了17個調查計畫。

任務：Discovering Diversity, Charting Distribution, 
Measuring Abundance

- 已有50個以上之資料庫整合，4萬種500萬
筆海洋生物之分布資料

OBIS: The world-wide distribution of 400 species of stony coral (in red) was mapped in 2005

生命條碼（Barcoding of Life） BCoML

Barcoding for the Census of Marine Life

‧ 發展與從事動植物物種分類和鑑定之正確及有
用的工具。

‧ 研發一種既實用及價廉的方法，可以鑑定標本
到正確物種層級。

‧ 提倡和促進分類之能力建設活動及其應用。

(May 15-17, 2006. Netherlands Royal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CoML & CBOL由共同主辦，Sloan基金會贊助

但需建立條碼資料庫，均有留存證標本，基因序但需建立條碼資料庫，均有留存證標本，基因序
列以列以ColCol為主為主

Barcode of Life Barcode of Life 基因條碼計畫基因條碼計畫

Barcoding Marine Animals

A Field Guide for the Third Millennium

Barcode of Life
Canadian
Decapods
Resolution -100%

Within Species = 0.25%
Between Congeners = 14.32%

Species Identifications



Fish Identification 
through DNA 

barcodes

“ALL FISH” Workshop 

’05 June 6-9. Univ. Gulph , Canada

(P. Hubent)

利用片段基因序列來鑑種利用片段基因序列來鑑種

冷凍方舟、生命條碼計劃冷凍方舟、生命條碼計劃

––RCBAS 2004.8RCBAS 2004.8已加入國際合作團隊已加入國際合作團隊

Second International Barcode of Life Conference,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18-20 September 2007

除成魚研究外, 亦進行魚卵及仔
稚魚之分類及生態研究

仔稚魚之分類—
對了解魚類生活史，入添，保育甚重要

Leiognathidae鰏

Sillaginidae沙鮻

Tripterygiidae三鰭鳚

Bregmacerotidae海鰗鰍 Leiognathidae鰏

Sardinella sp.魦Apogonidae天竺鯛 Blenniidae 鳚科

Chaetodontidae蝶魚

Acanthuridae刺尾鯛

Gobiidae 鰕虎
Pomacentridae 雀鯛

1999~

待袋網 A、C、E

燈光誘捕器(Light trap)
L1、L3、L5、L6

․September 2004 -January 2006
Month: September 2004 -April 2005

Season: July , October 2005 and Jan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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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ke net: 15:00- 3:00

Light trap: 19:00- 3:00

目的：了解蘭陽溪河口仔稚魚的群聚變化。



從2004年9月到2006年1月的17個月的調查共採到15個科
44個分類單元(taxa)，共20344尾標本 ，其中鰕虎科仔
稚魚個體數佔總尾數之79％。

2004年9月-2006年1月仔稚魚種類組成

鰕虎魚

68%

日本禿頭鯊

11%

鯔科

11%

大眼海鰱

3%鱸鰻

5%

其他

2%

․2004年9月至2006年1月蘭陽溪河

口採獲之24個鰕虎科種類仔稚魚外部型態之描述。

1mm

sp.22

sp.18

Rhinogobius maculafasciatus 斑帶吻鰕虎

1mm

sp.1
Rhinogobius maculafasciatus 1

sp.1-2
sp.1

sp.18
sp.18-2
sp.24
sp.24-2

sp.22

Rhinogobius maculafasciatus 2

Rhinogobius maculafasciatus 3
Sp. 24

sp.25

1mm

Calamiana sp. 克利米鰕虎

新種

Calamiana sp.

sp.25-2
sp.25

‧藉基因鑑種（生命條碼）及生物多樣性資訊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之助

‧例：兩棲類從1985年迄今已增加50%物種數，2005年2月
後迄今增加248種(因有物種名錄及資料庫重新整理)；
魚類2005～2006年增加423種(Nelson, 2006)，其中鯰
魚過去十年來已增加近400種(因NSF資助南美調查)；貝
類、十足類等亦增加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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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未來25年有希望大幅增加物種之發現及命名嗎？



Balaenoptera omurai
•New baleen whale
•12 meters long
•Described in 2003

Ostreococcus tauri
•Smallest eucaryote
•1 µm diameter
•Described in 1994

Bouchet COML Paris 6 July 2006

Loricifera
•New phylum of interstitial
organisms
•Described in 1983

Cycliophora
•New phylum of minute filter feeders living on the
mouth parts of crustaceans
•Described in 1995

Bolidophyceae
•New class of planktonic algae
•Described in 1999Bouchet COML Paris 6 Jul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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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 1635

Average yearly number of descriptions of marine species, 2002-2003
2002-03年間海洋生物物種被描述的年平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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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核生物

藻類

原生動物

真菌

海綿動物

刺胞動物

扁形動物

紐形動物

線蟲動物

軟體動物

環節動物

甲殼類

苔蘚蟲

棘皮動物

被囊動物

其他無脊椎動物
魚類

鯨類

Biogeographic origin of new species described in 2002-2003

Indo-Pacific
39%

Tropical Caribbean
10%Panamean

4%
West Africa

3%

Others
10%

Antarctica
3%

Europe
7%

Japan
10%

New Zealand
6%

Non-tropical Australia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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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度太平洋

熱帶加勒比海域

巴拿馬海域
西非

非熱帶澳洲海域

紐西蘭

日本

歐洲海域

南極地區

其他

Bouchet COML Paris 6 Jul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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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動物 魚類

直翅目

鳥類



Two black boxes
1. Microbes (微生物)

●每32公升的海水中存在229至381種的真核生物；每
毫升的海水中存在160種的原核生物

尚未解答的問題? (是否任何地方都有生物)
Bouchet COML Paris 6 July 2006

2. Symbionts: (共生生物):  commensals, 
associates and parasites (共棲, 互利以及寄生)

● 熱帶地區的底棲無脊椎動物共生的橈腳類動物還有
約95%的種類尚未被描述；每種魚身上約有30種蛔蟲

- 16,2 %1462,51745Total 總共

+ 1,7 %6160Other
invertebrates

- 52,6 %919Nemertinea (紐形動物)

- 4,5 %2122Echinodermata (棘皮動物)

- 51,2 %2143Nematoda (線蟲)
- 42,6 %2747Tunicata (被囊動物)
- 53,8 %3065Bryozoa (苔蘚動物)
- 48,7 %3976Porifera (海綿動物)
- 44,7 %88,5160Protozoa (原生動物)
+ 5,7 %7470Cnidaria (刺胞動物)

- 10,8 %8393Plathelmintha (扁形動物)
- 30,3 %106152Annelida (環節動物)

+ 9,8 %123112Pisces (魚類)
+ 3,3 %344333Mollusca (軟體動物)

- 11,6 %436493Crustacea (甲殼類)

10 years
difference2002-20031991-1995Taxa

Average number of newly described marine species
新描述海洋生物在各類群的平均數量

Bouchet COML Paris 6 July 2006

其他無脊椎
動物

Papers publishing new species descriptions, 2002-2003

Impact factor
(36%)

IF<1
(23.4%)

IF>1
(12.6%)

No impact factor
(64%)

Bouchet COML Paris 6 July 2006

各國近五年平均論文影響係數
（生態/環境領域）

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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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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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係
數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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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

97-01 98-02 99-03 00-04 01-05

JAPAN

SOUTH
KOREA

TAIWAN

CHINA

INDIA

台灣物種究竟有多少?

‧Peter Raven於1992年曾估計為15~20萬
種

‧目前雖已收錄46,000種，但仍尚未包含:

–有些已發表之冷門或小的類群仍卻無人整
理

–未鑑定至種的生物均未被納入，如熊蟲

–尚有更多微細的生物或低等無脊椎動物均
尚待發掘與命名

=> 仍待本土分類學者共同努力

苔蘚動物Bryzoan (moss animals)

‧Dannis Gordan 來台於石門海邊採集。

‧就發現有30餘種苔蘚蟲。

‧估計台灣有上千種苔蘚動物。

‧另TaiBNET中之分類系統動物界展開只有12個門有資料，餘
22門闕如。



台灣陸上不但是蝴蝶王國—海裡也是蝶魚王國!
台灣原本是珊瑚礁魚類的天堂－如蝶魚，棘蝶魚種數全球之冠

Taiwan 24 43 67

(引自Allen et al. 1998)

台灣的土地面積
只佔全球陸地的
0.025%

- 2950 種, 分成 292 科

- 海水魚類 2870 種（佔全球15％ ）

- 初級淡水魚 80 餘種（佔全球0.8％, 37 至 40 為特有種）

- 約佔全球魚類總種數之 1/10

台灣是魚類多樣性之島

Taiwan

太平島鈍塘鱧 Amblyeleotris taipinensis

過去十餘年來，台灣每年平均發表4-5種，新種70-80種新紀錄種，
迄今增加至少近千種以上之台灣新記錄魚種。1993年沈等《台灣魚
類誌》共包括2,028種，而到目前為止已增加到2,930種。

部分在台灣已發表之世界新魚種：

鰕

南瓜鮋 Scorpaena pepo

絲鰭櫛鰕虎 Ctenogobiops mitodes (邵廣昭，陳正平，陳鴻鳴，陳義雄等)

台灣狗母 Synodus taiwanensis (♀)

新紀錄種幾乎每週都有發現新紀錄種幾乎每週都有發現 !!
如如 ::

1. 豆丁海馬 (Hippocampus bargibantus)

2. Pacific fanfish (Pteraclis aesticola) 帆旗魴

2005/ 4/ 20 許金龍
以流刺網在頭城外海10m
深處捕獲

a. 2005/ 4/ 19 墾丁
b. 2005/ 5/ 1   蘭嶼和南灣

From 小鄭 in Kenting National Park From 沈建基 in Orchid Island

From 5th IPFC in New Caledonia

1a.
1b.

2.

From Apple Daily 05’ Mar 5From Florida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29 2005’ May in Taiwan



底拖之深海魚

18 N

27 N

117 E 125 E

200 m 3500 7000

Deep Sea

•1/2 ~ 2/3 of the sea around Taiwan   
is deep-sea

•High diversity in deep-sea seafloor 
topography around Taiwan.

1. Continental slope
2. Continental rise
3. Abyssal Plain
4. Trough
5. Basin
6. Trench
7. Seamount
8. Hydrothermal vents
9. Cold Seeps(?)

TAIWAN

CHINA

0 m 100 200

Shelf Sea

PHILIPPINES

South China Sea

Ryukyu Trench

Okinawa Trough

2001~2006 執行國科會之深海魚類多樣性之研究計畫

中層拖網 IKMT網板式 Otter Trawl 橫桿式拖網 Beam Trawl

鮟鱇目(Lophiiformes)–
共發現14科33屬，80種，包括27種台灣新紀錄，
及12種可能之新種。

New records in Taiwan

Undescribed

Halieutopsis n. sp. Spiniphryne n. sp. Gigantactis n.sp. Chirophryne n. sp.

Lophiodes miacanthus Coelophrys brevicandataMalthopsis mitrigeraHalieutopsis bathyoreos

( 何宣慶 )

巨口魚目( Stomiiformes ) 過去台灣只有10屬13種，現已有32
屬55種，其中25屬42種為新紀錄種。

Cyclothone atraria

Eupogonesthes xinicus

Astronethes sp.

Astronethes indicus

Bathophilus nigerrimus

Borostomias elucens

Thysanactis dentex

Photostomias guernei

Pachystomias microdon

Melanostomias melanops

Malacosteus niger

Heterophotus ophistoma

Polymetme corythaeola

Pollichthys mauli

Vinciguerria nimbaria

Rhadinesthes decimus

Stomias nebulosus

Eustomias sp.

2005/5/11

Ichthyococcus elongatus

Astronethes trifibulatus

( 廖運志 )

1988~1993 「魚類群聚生態之研究與資料庫之建立」

珊瑚礁魚類群聚—空間分布,地理分布

南海水團

Orchid Isl.
Green Isl.
South
East
Tungsha

Nansha
North-eastern

Turtle Isl.
Pescadores Isl.
North

West          

Hsiao-liu-chiu

Nansha

Tungsha
Orchid Isl.

Green Isl.

Pescadores Isl.

Turtle Isl.

South

East

North

West          

North-eastern

(陳正平)

台灣南北之魚相，特別是顯著種顯著不同台灣南北之魚相，特別是顯著種顯著不同



Geminate species (成對種) in Taiwan

Apogon : Indian species in northern and Pacific species in 
southern Taiwan  

（）

(J. Randall 1998 or J. P. Chen)

Indian

Pacific 為何台灣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如此豐富？

1. 歷史原因－位於全球海洋生物多樣性最高之
“東印度群島＂區 (珊瑚三角) 之北緣

台灣海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種類)甚高，約佔全球物種的十分之一
─台灣土地面積只佔全球萬分之2.5

深海大洋

深海熱泉？

20000707 

珊瑚礁 / 海草床

紅樹林(林澤) / 草澤

河口

沙洲潟湖

岩礁海岸

沙 / 泥灘地

台灣四周海岸之生物棲地概況既複雜又多樣化，
可謂各種不同的海洋生態系應有盡有

2. 海洋四周棲地 （生態系）多樣化 根據台灣魚類分布研究成果在國際南海海洋生物多樣性之研討會

中，成功地爭取到南海之範圍是介於北迴歸線與赤道間之海域，

這使台灣在未來南海之合作計畫中不會被排除在外。

北迴歸線

東沙環礁

南沙群島

赤道

4.三股海流相交會，有生態交會區(ecotone)之效應

Taiwan and Ryu-Kyu Islands(40 species)

Western Australia(24)

Hawaii and Johnston Islands(24)
Baja California(14)

Cuba-Florida(14)Red Sea(11)

Sri Lanka and Maldives(14)

Southeast Africa(16)

Colombia to Yucatan Peninsula(1

Mauritius(11)

New Caledonia(12)

(7)

Hotspot locations for endemic coral reef fishes. These fishes have 
restricted distributions and can more easily be driven to extinction.

(4)

(4)

(6)



僅分布於日本及臺灣的16種海水魚

Apogon cheni Aulopus formosanus Neoclinus nudus Gorgasia taiwanensis

Callogobius nigromarginatus Schismatogobius ampluvinculus Pomadasys quadrilineatus Stethojulis terina

Osopsaron formosensis Chromis albomaculata Chromis mirationis Chromis notata

Chromis okamurai Chromis ovatiformis 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m Enneapterygius vexillarius

China Japen

Taiwan

Philippine

一、加強生物多樣性研究與永續利用

‧整合國家生物多樣性資料系統

‧加強各項生物多樣性調查、分類與研究(含各類生
物誌)

‧健全生物資源監測系統研究

‧鼓勵及加強農業生物多樣性之利用與研究

‧推動生物多樣性傳統知識之維護、研究與應用

主辦單位：國科會

協辦單位：中研院、農委會、內政部、經濟部、原民會、衛
生署、教育部、環保署、交通部、法務部、財政
部、地方政府

TaiBIF—生物多樣性資訊之台灣入口網站
（http://taibif.org.tw）

Taiw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TaiBIF

中文網站 英文網站
13611數量總計

339刺胞動物門：珊瑚蟲綱、水螅蟲綱戴昌鳳

7脊索動物門：盲鰻綱：盲鰻目：盲鰻科莫顯蕎

71軟體動物門：頭足綱盧重成

1485軟體動物門：腹足綱藍子樵、賴景陽、鐘柏生、李彥錚

45軟體動物門：後鰓亞綱鄭明修

165
脊索動物門：尾索亞門：海樽綱、磷蝦類、螢蝦類、毛顎動物門：箭蟲

綱、刺細胞動物門：水螅蟲綱：管水母目
羅文增

20輻鰭魚綱：鱸形目：石首魚科劉淑惠

163棘皮動物門趙世民、李坤瑄

4054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王建平

7輻鰭魚綱：鱸形目：鬼頭刀科、劍旗魚科江偉全

1811軟體動物門巫文隆

607節肢動物門：甲殼綱：端足目、橈腳類石長泰

54節肢動物門：甲殼綱：十足目何平合

109輻鰭魚綱：魨形目、鱸形目：三鰭鳚科吳高逸

31輻鰭魚綱：鱸形目林沛立

1612脊索動物門：輻鰭魚綱、軟骨魚綱、盲鰻綱邵廣昭

47節肢動物門：顎足綱：杯口水蚤目、管口水虱目林清隆

76輪蟲動物門張文炳

601節肢動物門：甲殼綱：十足目施習德

20圓形動物門、扁形動物門施秀惠

49輻鰭魚綱：鱈形目邱美倫

155輻鰭魚綱：鱸形目：隆頭魚科、鸚哥魚科陳麗淑

54輻鰭魚綱：鰻鱺目：鯙科、蚓鰻科、海鰻科、鴨嘴鰻科陳鴻鳴

38輻鰭魚綱：鰻鱺目：蛇鰻科、糯鰻科、合鰓魚科、線鰻科陳餘鋆

195輻鰭魚綱：鯰形目、鱸形目：鰕虎科陳義雄

587輻鰭魚綱：鮋形目、鰈形目、金眼鯛目、鱸形目陳正平

694節肢動物門：甲殼綱：十足目、等足目、糠蝦目、口足目陳天任

52 輻鰭魚綱：鯉形目、鱂形目、合鰓魚目、鰻鱺目：鰻鱺科曾晴賢

463綠藻門、藍藻門、褐藻門、紅藻門黃淑芳

TaiBNET 海
洋生物提供
者與種數

-- 13,611

藻類誌
瀏覽

前一筆

後一筆

最後一筆

第一筆

AJAX 顯示照片

「台灣生物誌」之編撰—

是保育及永續利用本土資源的基礎工作

有了它：

‧科學家才知道他研究材料的種別，研究成果才可以發表

‧海關才知道那些是非本土的外來種應禁止輸入

‧生態旅遊的導遊才可以為遊客們作更詳細的解說

‧政府官員才知道如何去管理或劃設保護區



GBIF 各國入口網站

荷蘭韓國

日本 哥斯大黎加德國

奧地利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BIF)

‧成立於2001年
‧目前全球已有87個會員
‧設定資料標準及交換平台
‧整合全球與生物多樣性相關之資料

● 目前26個VP，21個AP及經濟體、35個國際組織。
● GB將改為每年一次，明年10月GB14在荷蘭舉行。
● MoU重簽，因中國入會，我“台灣＂名稱將被迫改名。
● 新任主席David Penman(紐)；秘書長James L. Edwards

明年底卸任。
●資料提供單位187個，標本或博物館854個
● 目前已整合物種數達百萬種(Sp2K/ITIS)；標本及分布資

料上億筆，預計2011年將完成180萬種電子名錄，10億筆
生物多樣性資訊。目前正推動物種庫(物種百科)，分類
文獻全文檢索，開發資料分析工具，如地圖工具、指標
計算、模式應用等等。(楊杰倫95.9赴丹麥，林朝欽
95.11赴印度)。

GBIF之現況及未來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http://www.gbif.org/

GBIF為全球生物多樣性資料之整合者

過去GenBank與標
本及生態資料等是
各自獨立的。透過
GBIF之整合努力，
未來只要透過單次
查詢即可直接擷取
所有不同來源之資
料。

統整標本、遺傳、及生態資訊

基因庫

分子
序列

地理空間

氣候

生態

生態系

農業

觀測
資料

標本
資料

物種
電子
名錄

搜尋
引擎

參與並
分享資
料

由GBIF負責的部份

生態工法重點計畫
-道路、山坡地、溪流、城鄉、海岸、濕地
(物種基本資料、工程之影響、示範區、生態

工法文件、技術支援、人才培訓等)

分類等基本資訊
(NSC-NDAP&

NBRPP推動計劃)

標本編目
(國科會-數位典藏)

文獻,研究計劃,研討會,
關鍵詞,專有名詞
(國科會科資中心)

生態分布

野生動物遺傳物質
冷凍儲存庫

(農委會林業處)

種原庫
(農委會作物種原中心)

資源及分布
(COA-TBRD,TARI農試所
TFRI林試所, FA漁業署.)

特有種
(農委會特生中心)

入侵種
(農委會防檢局)

其他部會

國科會農委會

協助建立之新資料庫:
生態系參數,昆蟲中文名稱,溼地鳥類鯨豚分布,水產養殖基因庫…

大學或研究機構:
蒐集已有網站及資料庫:

機構, 自然襲產, 研究計劃, 社團組織, 生物

Species/Taxon

GIS
distribution

TaiBIF/TaiBNET

以物種學名及GIS分布為連結

台灣生物多樣性資料庫之整合-以物種及地理分布為主鍵

交通部風景特定區管理處
經濟部水利署

環保局

整合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網並與國際接軌

GBIF
(全球生物多樣性
資訊機構)

Species 2000
ITIS, BIOS
BioNET-International
……

Species 2000 AO, ASEANET
……PACINET, PBIF

Global organisms 
database 
e.g. FishBase

TaiBIF 
(GBIF台灣
入口網站)

全球級 區域級
(Asia, Asian Oceania or Pacific)

國家級

TaiBNET 
(species checklist & 
experts namelist)

NDAP
(specimen database)

Local organisms database 
(e.g. Fish database of Taiwan)

地方級

Institutions, NGO, heritages, 
projects and publications etc.

TBRD 
(distribution database)



0101----國家生物多樣性指數國家生物多樣性指數
0202----受威脅物種受威脅物種
0303----外來種外來種
0404----物種豐度趨勢物種豐度趨勢
0505----陸域綠資源陸域綠資源
0606----海洋綠資源海洋綠資源
0707----濕地面積濕地面積
0808----保護區保護區
0909----災害敏感地災害敏感地
1010----耕地面積耕地面積
1111----基因多樣性基因多樣性
1212----每人生態足跡每人生態足跡
1313----過漁過漁
1414----生物多樣性國家策略及行動計畫目標之達成生物多樣性國家策略及行動計畫目標之達成

--指標類別
--指標來源
--指標意義
--指標定義
--建議指標定義
--測量方式
--資料來源(負責單位)

(94/12/14 林務局)

生物多樣性指標之建構—決策及管考依據
李玲玲—建議14項指數優先納入「生物多樣性統計資料項目」

潮間帶魚類 – 北部與南部

South

North

Maopitou(1969) S

Pataoutzu(1969) N
Sanxiantai(1980) SE

Green Isl.(1985) S
Orchid Isl.(1980) S
Yehliu(2000-01) N
Patoutzu(1999-2001) N
Aoti(2000-01) N

Jiupeng(2001) S
Checheng(2001) S

年間變異 ( 30年) ＞ 地理性差異

－Ho et al. (200?)

N

+
S

1969

1985

~

N

S

1999

2001

~

紅樹林／河口之成魚群聚

C
D

E

F

CW：Chuwei
SF：Shinfeng
CN：Chunan

PT：Putai
PM：Peimen
ST：Syhtsao(fall-winter)

A

B

地理性差異 ＞ 時間性差異

－ Kuo etal. (1999) Estuaries

Fyke nets

Northwest
Southwest

SC： Shuangchi Creek 

GST： Gongshytyan

Creek 

TT： Tatu Creek 

TK： Tongkang River 

河口仔稚魚群聚

Sampling stations

比目魚白帶魚鯛科笛鯛

蓋刺棘蝶
魚

金梭魚狗母魚石斑

－ Tzeng ＆Wang (2002) Mar. Fresh. Res.

Trawlbase of 
Taiwan

軟泥底質 — 底拖網漁業(~800m)
－Supported by COA, 1999-2002, Specimens, non-GIS

North-western(Changhua,Hsinchu,Mioli)
South-Western(Hsingtakang,Kaohsiung,Tungkang,Fonkang) 
North(Chinshan) and North-eastern(Aoti,Dashi)

深海魚類之群聚結構 (2000~2004)
-- 發現水深影響魚類組成較地理區及季節之因子更為重要

水深 ＞ 地理區 ＞季節魚類組成之分界 : 100m , 200m , 800m

17.0

C
 < 50m

N
W

 < 100m

N
E, N

 50m
 -200m

SW
 200m

 –
300m

N
E 200 -800m

Penghu < 100m

SW
 <100m

興
達

港
<100m

NENW

sw

Penghu

C

N

率先引入群聚分析之套裝程式，PRIMER等軟體及技術。



本土生態資料不足
分析層次亦有待提升：

種數,尾數->歧異度指數->群聚分析->生態系模式

環保署已將群聚分析列入新修訂之「海域生態環境影響評估技術規範」中

台灣的海底地形

Tanshui River Estuary
East China Sea

Kenting Inlet

Kuosheng Bay

Tapong Bay

Chiku Lagoon

Ecosystem models

案例一: 不同生態系間之比較

1994.8~1999.7 (1st LOICZ project, NSC)

ECOPATH 4.0/NETWRK
Estuar. Coast & Shelf. Sci. (1999) 48: 575-588
Ecol. Stud. (1999) 38(4) : 391-404
Bull. Mar. Sci.(2001) 68(1) : 85-99
Oecologia 129 : 395-406

率先引入生態系營養層模式建構及模擬技術。
例：七股沙洲潟湖

(林幸助)

大鵬灣之潟湖

養殖->觀光

預防原則與生態系漁業經營

• 生態系基準之漁業經營應該以對生態系了解程度
的不同，與系統本身的不確定性，而訂定不同的
層級的預防手段與資源經營管理方式

對生態系統的暸解程度

多

少

生態系漁業經營方式

• 利用一般性知識,擴大保護區範圍,更
注重預防原則

• 可採用單物種管理方法,但需以預防
原則來處理不明瞭的成分

• 較可忽略預防原則,但需用更多生態
系為基礎的指標來作監測

生態漁業委員會對美國國會的建議

• 海洋使用分區並劃設海洋保護區

• 發展海洋食物網模式 (例: Ecopath with 
Ecosim)

• 調查對物種或生態系統正常運作的關鍵棲地

• 估算漁業或人為影響對海洋生態系生物移出
量

• 評估生態系統的不確定性

• 訂定各式生態系指標與管制方法的參考值

• 發展長期生態監測計畫

• 針對漁業對社會經濟方面影響作評估

(US Ecosystem Principle Advisory Panel, 1999)



生態格網 (Eco-Grid)的發展
連續自動遙控監測是未來生態監測(研究)之趨勢。

福山
(1990闊葉林)

鴛鴦湖(1992, 溫帶林)

南仁山
(1995, 西南季風林 )

塔塔加
(1996, 針葉林 )

關刀溪
(1994,  闊葉林) 

墾丁
(2001, 珊瑚礁)

「學術走入社會」應將研究成果及資料建庫上網公開

‧‧物種之保育與永續利用必須先要建立完善的物種資料庫，包括物種之保育與永續利用必須先要建立完善的物種資料庫，包括
其分類、生態、標本、分布、文獻及其生物學之圖文資料。其分類、生態、標本、分布、文獻及其生物學之圖文資料。

分類學

演化

動物地理

魚類相

資料庫

生態學

(族群, 群聚 , 生態系)

應用- 學術走入社會

1. 環境監測及影響評估

2. 資源利用

3. 資源保育

4. 宣導教育

台灣魚類資料庫 http://fishdb.sinica.edu.tw

全球魚庫 FishBase台灣鏡像站
http://fishbase.sinica.edu.tw

每月每月4~54~5萬人點閱，萬人點閱，
為全球魚庫最有貢獻的合作者之一為全球魚庫最有貢獻的合作者之一

--魚庫已完成中譯，全球每月1200萬點閱人次。

區塊的分布調查資料-以平滑白眼鮫為例

點選區塊可獲得
詳細調查資訊

點選採集點可
獲得標本資訊

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第二期
(2007.-2011)年, 將清查及
尋回散佚在國外之標本並予
數位化.

台灣的魚類模式標本有392筆, 
1100尾, 尚有21種未尋獲.

千禧年生態系評估報告中生態系統服務之變化

‧農作物

‧牲畜

‧水產

‧漁獲

‧纖維

‧燃料

‧遺傳物質

‧藥物

‧淡水

‧空氣品質調節

‧小氣候調節

‧大氣候調節

‧水質調節

‧疾病控管

‧蟲害控管

‧授粉作用

‧天然災害調節

‧精神價值

‧文化與藝術價值

漁業是農業中唯一仍從自然界獵捕生物資源的產業



1952, 1958, 1964, 1980年延繩釣捕獲量(尾/100鈎)之大幅衰退

漁撈技術精進，機械，大型，工業化後的四十年來，
大型掠食性魚類資源迅速衰退 五十年來全球漁場逐漸擴張到無一倖免之處

漁業已造成海洋
食物網之減損

魚源枯竭與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日益減少息息相關，
如果能推廣魚類保護區，才能確保魚源。

2006.11.04 中國時報及蘋果日報等

骨牌效應

連鎖效應

加乘效應

“Impacts of Biodiversity Loss on Ocean Ecosystem Services”

生物多樣性喪失對海洋生態系服務的衝擊

大海洋生態系(LMEs)之全球物種喪失圖－

A. 過去50年魚及無脊椎動物之崩盤(◆是每年；▲是累計)，紅色為>500
種之LMEs，藍色是<500種；黑色為平均。

B. 64個LMEs之魚種豐度。

(Worm et al, 2006, Science)
“ I will have some fish, while the poor things are still around.”

我想點魚，如果這些可憐的東西還有的話



肆：拯救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全球行動
‧ 1992年的「里約宣言」及「二十一世紀議程 — 永續發展行動計

畫」中第十七章即為海洋及海洋環保課題。
‧ 1994年聯合國第四十九屆大會中正式宣佈1998年為「國際海洋

年」。

2002年地球高峯會（約翰尼斯堡），通過之
「行動計劃」要點共十四點，其中包括：

1. 漁產保育：肯定海洋是生態系統的根本，同意最遲在2015年前恢復
已告枯竭的魚類數量。

2. 生物多樣性：同意在2010年前顯著降低稀有動植物瀕臨絕種比率。

3. 海洋保護區: 2012年前應建立保護區網路。

4. 生態系取向: 漁業管理新思維。

5. 預防原則：再度確認預防原則，就算尚無明確證據顯示地球生態系統
正受到潛在破壞，仍須棌取行動保護環境。

→ 劃設海洋保護區 (MPAs)是
最經濟最有成效的方法。

●2003.5/6 

“Defying Ocean＇s End＂，墨西哥Los Cabos

●2003.6. 

“公海生物多樣性＂之研習會，澳洲Cairns

●2003.9. 

“第五屆世界公園大會＂，南非德班

●2003.12. 

“2003深海會議＂，紐西蘭Queenstown 

●2004.2. 

“第七次CBD締約國會議(COP7)＂，馬來西亞

●2004.11. 

“第三屆全球IUCN保育大會＂，曼谷

●2005.10.24-28 

IMPAC1，澳洲Geelong

過漁 誤捕, 棄獲

魚類消失的原因魚類消失的原因
核電廠撞擊(impingement)之魚種調查
其中的顯著種與12-15年前大不相同

– 大型經濟性魚類大幅衰退

2000-20021987-1990

Siganus fuscescens

Diodon holocanthus

Abudefduf vaigiensis

Mugil cephalus

Trichiurus lepturus

Secutor ruconius



‧‧台灣的海洋文化台灣的海洋文化--海鮮文化海鮮文化
‧‧台灣的生態旅遊台灣的生態旅遊--吃山產，吃海鮮吃山產，吃海鮮

「輔導淺海養殖、「推動富「輔導淺海養殖、「推動富

麗漁村」麗漁村」,,「鮪魚觀光「鮪魚觀光
季」等等季」等等,,但對環境及漁但對環境及漁
獲的壓力並未因此減輕。獲的壓力並未因此減輕。

2005─台灣海洋年

政府鼓勵資助海洋年之文化
宣導活動，
但其中有11種不同類的
「漁季」或魚祭活動─
如黑鮪／曼波魚／旗魚／石
斑／鲭／虱目魚／………

「2000元遊台灣」-上山下海吃喝玩樂

吃掉珍貴的生態旅遊資源—珊瑚礁魚類

推估每年全島至少吃掉三十萬公斤，墾丁一地即超過十萬公斤。

飼養珍稀之海水觀賞魚—獨樂樂

台灣海岸的變遷 -“自然海岸→人工海岸＂

以後灣村為例，自然美景不再，無法吸引海生館成千上萬的遊客以後灣村為例，自然美景不再，無法吸引海生館成千上萬的遊客

82年的後灣港澳 91年的後灣港澳

楊天富提供 引自屏東縣漁港一書

Q: 多少種魚已在台灣滅絕？

Q1  有多少種於是根據台灣所採集到的標本來命名？

A1  根據 Eschmeyer’s “Catalog of Fishes”, 共 168 
種為有效種.  

Q2  其中有多少種為台灣特有種？

A2  由 “FishBase”查詢共73種 ( 43 種淡水,含3亞種, 
34種海水).   



台灣潮間帶魚類群聚在過去台灣潮間帶魚類群聚在過去2020--3030年間魚種已大幅減少，比較年間魚種已大幅減少，比較19991999--
20012001與與19691969--19851985之資料已有之資料已有256256種消失，大多為大型肉食性魚，如種消失，大多為大型肉食性魚，如
海鰻、石斑、隆頭、唯一增加的是小型的鰕虎科海鰻、石斑、隆頭、唯一增加的是小型的鰕虎科

＊ Economic species

11718鰕虎Gobiidae

-341鬚鯛*Mullidae*

-440銀漢魚Atherinidae

-4106天竺鯛Apogonidae

-550鸚哥魚*Scaridae*

-561鯔(烏魚) *Mugilidae*

-660准雀鯛Pseudochromidae

-660金線魚Holocentridae

-891四齒魨Tetraodontidae

-8102鮨(石斑) *Serranidae*

-8102蝴蝶魚Chaetodontidae

-9101鮋*Scorpaenidae*

-9101刺尾鯛*Acanthuridae*

-153217鳚Blenniidae

-172811雀鯛Pomacentridae

-19223鯙(海鰻)*Muraenidae*

-24317隆頭魚Labridae

No. reducedPastRecent

Species nameCommon 
nameFamily name

臺灣已滅絕的魚種
- 不知有多少 !

銳頭銀魚 揚氏羽衣鯊

台灣凡鯔

台灣鴿鯊

不少只在台灣發現的魚種(特有種)應早已消聲匿跡，
但應還有更多尚未被發現及命名的種類也都跟著滅絕了

沉積物危害

YC Tsai

YC Tsai

眼斑擬石首魚 (Sciaenops ocellatus)
俗稱紅鼓魚及美國紅魚，原產美國大西洋沿岸成長快
速，抗病力強，存活率高，耐低氧，適合高密度養
殖。18個月可長到36公分，26個月到55-60公分。
1987年水試所引進魚卵與1999年繁殖成功，開始推
廣。大陸在1991年引進， 1995年亦繁殖成功。1998年
起即在西海岸被發現。

復原漁業資源之方法：

‧ 禁漁(保護區)—面積太小,且未落實管理取締.

‧ 限漁(漁法,漁期)—遠洋(國際規約),近沿海(成效不彰).

‧ 種苗放流—仍停留在追蹤評估技術之研發.

‧ 人工魚礁—毀譽參半,地方歡迎,但其成效及目的仍有爭議(為了
更方便捕魚或是培育資源？).

‧ 政策不一定永續—(1)觀光漁業;(2)假日魚市(富麗漁村);
(3)漁船用油;(4)外籍漁工之補貼;(5)過多的漁港建設;
(6)海岸水泥化;(7)珊瑚礁區的箱網養殖;
(8)專用漁業權?

‧ 種原庫(種苗繁殖養殖場)—缺實際成功之案例.

‧ 減船、減港、減少補貼、輔導就業及推廣娛樂漁業



種苗放流 Hatchling release program - Keelung 人工魚礁 Artificial Reefs (AR) in Taiwan

Not easy angling Easy angling and overfishing

“Artificial Fish Reef” or “Artificial Fishing Reef”

人工魚礁 或 人工漁礁 ?

Is AR for efficient fishing or for resource enhancement?

15(Bohnsack, 1996)

Marine ranching (harvest culture)  
Protected areas- (purely for enhance fishery resources)

(潛浮海洋探家園, 大地地理, 2001) 17

Control center

Cage net
Automatic feeding system

Imaginary boundary

Artificial reef

Natural reef

4. Will artificial reefs installed on the 
sandy bottom damage the ecosystem 

of soft bottom?

25

More than 90% ocean substratum around 
Taiwan is sandy or muddy bottom

• Lack of natural 
rocky reefs is the 
main limiting factor 
for reef fish 
abundance and 
distribution in 
Taiwan. 

• Reef fish have 
higher economic 
value than soft 
bottom demersal
fishes. reef mud sand rock silt

Ocean substratum around Taiwan

27
(K. T. Lee)



1972「國家公園法」- 可劃設(1)生態保護區及(2)特別景觀區如墾丁國家
公園內的海域生態保護區及海域特別景觀區：共有7處。

1982「文化資產保存法」- 可劃設(1)生態保育區(2)自然保留區(3)珍貴
稀有動植物，共有6處，如挖仔圍之紅樹林自然保留區。

1994 「加強野生動物保育方案」---目前共有9處，7處海鳥、1處海龜。

1984、1987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可劃定包括「自然保護
區」及「一般保護區」兩類---目前有12處，由縣市政府執行。

「發展觀光條例」- 在風景特定區內禁止污染、狩獵行為(但卻無罰則)，
目前有東北角、東部、澎湖等共12處。

「漁業法」- 可劃設「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護區」,目前指定26處。

台灣所謂的「海洋保護區」目前共59處
Current problems 目前問題

– No post boards 無告示牌

– Boarder line unclear or changed 邊界不明

–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aborigines’ traditional domain與原住民傳統文化

衝突

– Lack of the survey of the Fisheries Resources Conservation Zones 缺乏

調查監測

– Target species dwindling or absent in the Fisheries Resources 
Conservation Zones 目標物種已消失

– Habitat changed or disappeared 棲地已改變或消失

– No effective managing plans, only passive legal actions 無有效管理計劃

(陳章波提供)

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

(蕭再泉提供)

台灣海洋保護區之唯一實例-核三入水口無心插柳,柳成蔭

2007/3/17  捕對魚 買對魚 才能年年有「魚」

選好魚、吃好魚、年年有餘
新天地主厨示範日風式海鮮料理---示範石斑、鰻

全民漁業教室

2007/2/10

2007/4/21      年年要有魚，需要漁業管理

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邵廣昭

台大動物研究所---丘臺生



“生態標章＂之ㄧ種
(Eco-labelling) 
─該吃哪些魚?

選項 選擇 & 理由

1. 智利鱸 vs. 銀鱈 銀鱈, 因加拿大的管理良好

2. 進口蝦 vs. 美國蝦 美國蝦, 因未用抗生素及氯黴素

3. 鬼頭刀 vs. 橘棘鯛
鬼頭刀, 因後者壽命可達100年, 且
成熟晚

4. 黑鮪 vs. 黃鳍鮪
黃鳍鮪,  因黑鮪1963至今已減少

93%, 且延繩釣有誤捕的問題

5. 野生 vs. 養殖之蛤, 牡蠣及淡菜 養殖的

6. 野生阿拉斯加鮭 vs. 養殖的大西

洋鮭

野生的, 因養殖的有污染海水及滋

生黴菌的問題

7. 石斑 vs. 養殖鱸
養殖鱸, 因石斑濫補嚴重, 且鱸為內

陸養殖對海洋生態影響較小

問題是：漁民捕魚、家庭買魚、
老饕吃魚，均不懂魚類分類。

海生館已經推出＂全民挑海鮮＂的議題，仿
「Seafood Watch」提出建議食用魚種
http://seafood.nmmba.gov.tw/Default.aspx

如何買對魚？吃對魚?

1.養殖魚 > 海洋捕撈魚

2.常見種(量多) > 稀有種

3.銀白色 > 有色彩

4.迥游種 > 定棲種

5.沙泥棲性 > 岩礁棲性

6.死魚 > 活魚

7.素(假)魚 > 真魚

加強保護區之宣導及教育

金門

澎湖青灣

澎湖望安

濁水溪口
烏溪口

八斗子 龜山島

蘭嶼

綠島

客雅溪口

建議增設海洋保護區劃設的地點



民眾保育觀念落後

－ 海洋生物及魚類也是野生動物，比陸生動物
種類更多，更需關心與保護

加強宣導教育

要愛護牠就得先從認識開始

－魚類也是野生動物，也有在地球上生存的權利，台灣有幸擁有全球最豐
富的魚類生物多樣性及資源，實應善加珍惜妥予保護，以求永續利用。

生物多樣性研究及保育

1994 保育觀念引入台灣
1994-2001 舉辦超過30場研討會及數百場演講

與會議
2001 行政院通過推動方案
2002 國科會成立學門
2005 農委會推動研究(1600萬美金)

(林曜松)

野生物相關機構
1975    1985    1995     2005

動 物 系 *              * *
植 物 系 *              * *
生 物 系 *              * *             *
生 命 系 *             *
自 然 資 源 所 *             *
野 生 生 物 所 *             *
生 態 系 *
生 態 及 演 化 所 *
生 物 多 樣 性 研 究 所 *
生 物 資 源 及 農 學 院 *
休 閒 娛 樂 系 所 *
環 境 科 學 系 所 *
中 研 院 生 物 多 樣 性 研 究 中 心 *
休 閒 管 理 系 *

(林曜松)



1980年後台灣所成立的民間保育團體

(林曜松)

‧生態旅遊協會
‧國家公園學會
‧生態保育聯盟
‧生物多樣性學會
‧野鳥學會
‧環保聯盟
‧珊瑚礁學會
‧溪流學會
‧生態關懷者協會
‧環境資訊協會

‧動物保護協會
‧綠色陣線
‧生命保育者
‧野生動物與自然協會
‧鯨豚協會
‧生命關懷協會
‧溼地保育聯盟
‧自然與生態保育協會
‧黑潮海洋文教基金會
‧自然生態攝影協會

台灣野生動物保育之里程碑

1949-1960 幾乎沒有保育活動
1972 國家公園法頒布
1983 文資法實施
1989 野動保育法實施
1992 特有生物研究中心成立
2001 行政院之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一. 強化生物多樣性之管理
二. 加強生物多樣性教育、訓練與落實全民參與
三. 加強生物多樣性研究與永續利用
四. 促進國內外生物多樣性工作之夥伴關係

(林曜松)

關渡自然公園

每年有30萬以上遊客來參觀

(林曜松)

－北市府以4.5億美金收購
57公頃私有地

賞鯨—賞鯨船觀光客每年超過3000萬美金；1989年後開始保護

10年來超過3,000名教師參加各種研習營、訓練班

大翅鯨大翅鯨
擱淺救援擱淺救援2000

虎鯨
1990 獵食鯨豚

Eco-tour
潛力無窮，獲利更多，符合永續及保育原則

: greater potential more benefit and sustainable 

由儉入奢易、由奢入儉難；推動新生活運動；

加强研究、教育、立法 – 三帖藥

落實永續政策及行動 安貧樂道、永續之鑰

老祖宗交待的話 (古有明訓)

呂氏春秋: 「竭澤而漁，豈不得魚，而明年無魚。 」

(漁獲量限制)

孟子： 「數罟不入洿池，魚鼇不可勝食也；斧斤以時

入山林，林木不可勝用也。 」(網目限制)

淮南子: 「魚不長尺，不得取。 」(體長限制)

禮記: 「禽獸，魚鼇不中殺，不粥於市。」(體長限制)



The EndThe End

學門發展之SWOT:

S: 先天多樣性豐富，資訊的優勢，政府重視

W: 政策分工不清，計畫重疊，人才不足

O: 科技與語言優勢，可為國際的數位資料中
心

T: 中國與韓國的競爭，學門缺乏共識

學門推動成果:

(1) 學門RPI在所有學門排名中進步1名。

(2) 推動基礎、整合且長期之生態及物種研究：全
球變遷之長期生態學研究(福山森林生態系及雲
霧帶上、下層森林生態系比較)、墾丁珊瑚礁海
域長期生態研究，台灣深海生物多樣性之調查
研究。發表超過二十篇之論文。

(3) 國家生物多樣性資訊網及資料庫的建立。

(4) 生物誌之編纂：今年以菌類誌為主，合併以往
應可達10,000種以上。

農委會生物多樣性領域科計畫發展重點

瞭解與保育本土生物多樣性資源，進而以永
續的觀點進行開發利用，規劃以下五項發
展重點。

(一)建構國家生物種原庫

(二)生物多樣性之基礎調查

(三)外來種調查與管理之研究

(四)生物資源永續利用研究

(五)生態工法及退化生態系之復育

(一)建構國家生物種原庫

• 種原為生物資源永續利用，人類持續發展不可或
缺的條件，亟需辦理國家種原蒐集、保存及遺傳
物質研究利用，包括原生種、地方種或民俗品種
種原之收集、保存 與評估，加強研發改進種原保
存及鑑定技術，以提高種原保存及利用效率。

• 現階段以農業遺傳、植物有害、病原生物、林業
遺傳、畜禽遺傳、獸醫病原微生物與野生動物遺
傳，種原之特性調查、評估及資料電腦化，以提
高種原材料利用，達到構建我國完整之國家作物
種原保存利用體系，確保農業長遠之發展。

(二)生物多樣性之基礎研究

• 透過路欲及海域生物多樣性調查與資料庫建置，以瞭解本
國生物多樣性的現況。

• 野生物之分類研究及其應用：釐清台灣產之動植物物種系
統分類及地理親緣關係，經營管理標本館，提供查詢服
務。

• 未保育台灣特有及保育類野生物，擬進行生物學、遺傳及
生態學研究，以建立完整資料，作為物種保育及復育的基
礎。

• 於蓮華池、烏石坑、西南山及合歡山等區域設立永久樣區
或試驗站進行長期監測，以比較環境之變遷。

• 以上之基礎研究均係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永續利用之重
要工作。



(三)外來種調查與管理之研究

•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運輸的發達，不同國家的人民
與物質交流頻繁、種類紛雜，外來的入侵種透過
各種管道進入台灣，影響農作物生長與本土生態
案件層出不窮，成為農業發展重大問題。因此，
防止外來物種入侵，保有原來生態境為重要的工
作。

• 建立入侵種類名錄、瞭解牠們在野外的狀況與對
本土生態的影響、建立監測機制與通報系統，據
以評估其入侵風險，並研訂適宜之防治方法，以
減少對本土物種之衝擊，都是必要且刻不容緩的
工作。

野生物之資源保育與永續利用是生物多樣性工作中非常

重要的一環，尤其在地小人稠又極度開發的臺灣地區，更

有其迫切性與需要性。透過本土動植物資源永續利用之研

究，促進本土資源保育之經濟誘因與增進國家利益。

從豐富的生物資源中，選擇具有經濟開發價值的本土產

物，如扁柏醇、喜樹鹼、食用菇、田籬、觀賞用綠籬及蕨

類資源等，進行選育、栽培與永續利用技術的研究。

建立原生植物種苗培育資料庫及名錄，奠定可開發及應用

資料庫之基礎；進行蝴蝶資源、農地經營模式、社區參與

及原住民在野生動物資源運用等方面之研究。

(四) 生物資源永續利用研究

由於經濟發展所帶來之開發，使得許多棲地遭受污染、

破壞或消失，致使部分物種瀕臨滅絕，如何進行退化生

態系之復育是目前面臨之重要課題。

退化生態系之復育工作，需逐步擬訂改善措施研究計

畫，根據當地自然條件、土地破壞狀況和合理的土地利

用規劃原則，採取工程、生物和農業技術措拖等，按照

物種特性及土地的不同用途進行復育。

因國內在生態系復育技術與整體成效評估方面，均尚未

成熟，是以本本施政項目希望建立本土復育退化生態系

之技術與評估體系，作為日後生態工法施作的參考，進

而達到復育退化生態系之目標。

(五) 生態工法及退化生態系之復育

生物多樣性公約2010年目標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擇取重要生物多樣性量化資料納入國家統計項目

－ http://bulletin.cos.gov.tw/files/web artieles.files

/7839/1173.xls

生物多樣性指標

配合生物多樣性行動方案計畫

石滬生物多樣性之調查與監測計劃

漢寶濕地生物多樣性之監測與評估計畫

棕沙燕(Riparia paludicola)之繁殖與營巢棲地選擇

台灣節蜱相之研究

台灣產環節動物門多毛蟲綱與星蟲動物門之分類研究

台灣海生底棲性圓形動物系統分類學研究

台灣真菌誌之編輯及真菌資源之調查

台灣中部地區高、中、低海拔之森林生態系生物多樣性之
整合調查與監測

花東地區外來植物分布、播遷機制與衝擊評估

建置與維護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國家入口網

計畫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