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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要重視入侵外來種？為什麼要重視入侵外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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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人畜健康威脅人畜健康

衝擊經濟社會衝擊經濟社會

破壞生物多樣性破壞生物多樣性

 

斑貽貝Zebra Mussel
Dreissena polymorpha

原產東歐和亞洲，可能
隨壓艙水進入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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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食藻類
改變水的透明度
影響養分循環
衝擊在地貽貝

溶解的養分
浮游生物
(生產者)

魚類和其
他生物

斑貽貝

細菌(分解者)

 

對美國工業、商業、社區造成的損失
高達50億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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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邦方案聯邦方案
西經西經100100度行動度行動

防止斑貽貝和防止斑貽貝和
其他有害生物其他有害生物
向西蔓延的策向西蔓延的策
略做法略做法

 

表一、在最嚴重的狀況下，15種入侵美國的物種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資

料取自 Wallner, 1996） 

 
生物群 

 
物種 

估計累進損失 
（百萬美元） 

植物 Melaleuca quinquenervia 五脈白千層  
Lythrum salicaria 千屈菜 
Striga asiatica 獨角金（寄生性雜草） 

 
4,588 

昆蟲 Apis mellifera scutellata 非洲蜂（殺人蜂） 
Lymantria dispar 舞毒蛾 
Lymantria monacha 模毒蛾（松針毒蛾） 
Anthonomus grandis 棉鈴象鼻蟲 
Ceratitis capitata 地中海果實蠅 
Ips typographus 雲杉八齒小蠹 

 
 
 

   73,739 

水生無脊椎動物 Dreissena polymorpha 貽貝     3,372 

植物病原菌 Heterobasidion annosum 根腐病 
Lachnelluda willkommii 落葉松潰瘍病 
Phakopsora pachyrhizi 大豆銹病 

   26,924 

其他 Foot and mouth disease 口蹄疫 
Bursaphelenchus mucronatus 松材線蟲 

   25,617 

總計    13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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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台灣家白蟻一種昆蟲估計台灣家白蟻一種昆蟲

在紐奧良市在紐奧良市(New Orleans)(New Orleans)造成造成

的損失，的損失，

每年高達每年高達33億美金。億美金。

 

入侵台灣的作物病蟲害及其損失估計入侵台灣的作物病蟲害及其損失估計

年別年別 有害生物有害生物 年損失金額年損失金額((新台幣新台幣))

19751975 木瓜輪點病木瓜輪點病 4.54.5億，產業嚴重受損億，產業嚴重受損

19761976 香蕉黃葉病香蕉黃葉病 2.02.0億，喪失大部分外銷市場億，喪失大部分外銷市場

19791979 福壽螺福壽螺 1.31.3億，農業生態嚴重破壞億，農業生態嚴重破壞

19841984 松材線蟲松材線蟲 5.75.7億，嚴重影響造林成效億，嚴重影響造林成效

19881988 非洲菊斑潛蠅非洲菊斑潛蠅 0.40.4億，多種蔬果、花卉受害億，多種蔬果、花卉受害

19901990 水稻水象鼻蟲水稻水象鼻蟲 1.31.3億，影響水稻生產億，影響水稻生產

合計超過合計超過1515億億
註：從1972年到1996年的25年間，有紀錄的外來作物害蟲高達20多
種，每年造成的損失遠大於上述估計的金額。

http://163.29.152.80/book/book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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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生物多樣性
(Biological Diversity)?

遺傳多樣性遺傳多樣性((Genetic Diversity)Genetic Diversity)

 

物種物種內內的變異的變異
Variation  within speciesVariation  within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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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生物多樣性
(Biological Diversity)?

遺傳多樣性遺傳多樣性遺傳多樣性(((Genetic Diversity)Genetic Diversity)Genetic Diversity)
物種多樣性物種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Species Diversity)

 

物種間的變異物種間的變異
Variation among speciesVariation among species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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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生物多樣性什麼是生物多樣性
((Biological Diversity)?Biological Diversity)?

遺傳多樣性遺傳多樣性遺傳多樣性(((Genetic Diversity)Genetic Diversity)Genetic Diversity)
物種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物種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Species Diversity)Species Diversity)
生態系多樣性生態系多樣性((Ecosystem Diversity)Ecosystem Diversity)

 

食物、燃料、藥物、能源食物、燃料、藥物、能源……

娛樂、觀光、科學、教育娛樂、觀光、科學、教育……

提供提供財貨財貨((goods)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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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service)

調節氣候

維持土壤肥力

淨化水和空氣

 

提供服務(service)

授粉
共生
生物生產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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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19921992年年66月里約大會開放簽署月里約大會開放簽署

19931993年年1212月月2929日日生效生效

20020088年年55月月:191:191個締約方個締約方(Parties)(Parties)
聯合國有聯合國有192192會員國會員國

全球最大的環境公約之一全球最大的環境公約之一

 

生物多樣性公約三大目標生物多樣性公約三大目標

1.1. 保育生物多樣性保育生物多樣性

2.2. 永續使用生物多樣性永續使用生物多樣性

3.3. 公平合理分享由遺傳公平合理分享由遺傳
多樣性所產生的利益多樣性所產生的利益

 
19 20 

棲地的喪失、切割與劣化棲地的喪失、切割與劣化

外來種的引進和入侵外來種的引進和入侵

資源的過度利用資源的過度利用

土壤、水和大氣的污染土壤、水和大氣的污染

長期的氣候變遷長期的氣候變遷

 

什麼是外來入侵種什麼是外來入侵種
((Invasive Alien Species)?Invasive Alien Species)?

一個被人類有心地一個被人類有心地(intentionally)(intentionally)或無或無
意地意地 (unintentionally)(unintentionally) 引進非其自然引進非其自然
分布的地區，進而立足分布的地區，進而立足(establish)(establish)、、
入侵入侵(invade)(invade)、將原生物種淘汰、佔、將原生物種淘汰、佔
領該新環境的物種。領該新環境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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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來種外來種≠≠入侵種入侵種

 

外來入侵種入侵各式各樣的生態系，其
類別十分多樣，不過在陸生生態系中，
通常以植物、哺乳類和昆蟲最為常見。

外來入侵種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僅次於
棲息地的喪失，牠們破壞全球、區域及
本土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永續使用，嚴
重衝擊生態系所提供的財貨(goods)與服
務(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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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屈菜千屈菜(purple(purple loosestrife)loosestrife)於於18001800早期引進北美。由早期引進北美。由
於它顏色鮮豔、易於生長、能耐寒冬、沒有病蟲於它顏色鮮豔、易於生長、能耐寒冬、沒有病蟲
害，乃以其屬名害，乃以其屬名((LythrumLythrum))之名作為園藝花卉，在北之名作為園藝花卉，在北
達克達州販售長達達克達州販售長達5050年之久年之久 。。千屈菜千屈菜的園藝品種的園藝品種
(varieties)(varieties)繁多，包括繁多，包括 MordenMorden PinkPink、、DropmoreDropmore
PurplePurple和和 MordenMorden Gleam Gleam 等等。。

原先以為這些品種不原先以為這些品種不
能繁殖，能繁殖，不料不料它們它們竟竟
和野生和野生千屈菜千屈菜雜交，雜交，
有時候有時候還還會與會與千屈菜千屈菜
的其他品種雜交。的其他品種雜交。

有
心
引
進
：
園
藝
觀
賞

 

立足、擴張之後的立足、擴張之後的千屈菜千屈菜

還還會排擠、取代野生動物會排擠、取代野生動物

所賴以維生的禾草、沙草所賴以維生的禾草、沙草

科的苔屬科的苔屬(sedges)(sedges)以及開花以及開花

植物。植物。

千屈菜千屈菜適應在溼地適應在溼地(wetlands)(wetlands)中生長中生長，它，它

的侵略特性在於形成綿密、均質的林份，的侵略特性在於形成綿密、均質的林份，

排除原生的溼地植物排除原生的溼地植物((例如美國聯邦政府例如美國聯邦政府

列名的瀕危蘭花列名的瀕危蘭花)) ，水禽所需的棲地面積，水禽所需的棲地面積

也因而減少。也因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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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蓮(hyacinth, Eichhornia crassipes)狀似蘭花，
具觀賞價值，1898 年引進臺灣作為栽培觀賞用。
後遭人隨意棄置，在水田、水溝、水池大量繁殖。

 

布袋蓮大量繁殖，常阻塞河口或河道，造成航運的布袋蓮大量繁殖，常阻塞河口或河道，造成航運的
不便，例如美國佛羅里達州聖約翰斯河的布袋蓮使不便，例如美國佛羅里達州聖約翰斯河的布袋蓮使
航運受阻，有人謔稱之為「百萬美元植物」。航運受阻，有人謔稱之為「百萬美元植物」。
布袋蓮也會導致水域生態失衡。布袋蓮也會導致水域生態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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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葛藤 (Asian kudzu Pueraria lobata)入侵
美國東南，每年擴張 50,000ha

有
心
引
進
：
水
土
保
持

 

尼羅鱸尼羅鱸
Nile PerchNile Perch

有
心
引
進
：
水
產
養
殖

維多利亞湖
全球第二大湖
非洲第一大湖
68,000平方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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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000 363,000 公噸公噸 (1994)(1994)
Export  market USD140milllionExport  market USD140milllion

有
心
引
進
：
水
產
養
殖

尼羅鱸Perca nilotica 分布於非
洲淡水湖泊及河川的緩流中。
取食昆蟲幼蟲、小魚或同種魚
類，具食用及遊釣價值。體長體長
可達可達2m2m，體重可達，體重可達2200kg00kg。。

偏肉食性的偏肉食性的尼羅鱸卻使該
湖50%50%的魚種滅絕的魚種滅絕。。

 

福壽螺福壽螺

有
心
引
進
：
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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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蟾蔗蟾
Cane toadCane toad
BufoBufo marinusmarinus

南美洲

夏威夷

澳洲昆士蘭

有
心
引
進
：
生
物
防
治

 

•令人厭惡
•可能嚴重影響在地野生動物(腮腺
parotoid分泌物的毒性極強)
•可能與在地蛙類競爭食物、隱匿
場所、繁殖地點
•目前沒有適當有效的防治方法

8,000-35,000粒
卵

 
33 34 

馬鈴薯晚疫病馬鈴薯晚疫病

Potato blightPotato blight
無意引進

 

大飢荒大飢荒The Great HungerThe Great Hu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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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1846年到年到18471847年，引進的馬鈴薯晚年，引進的馬鈴薯晚

疫病使得愛爾蘭的馬鈴薯嚴重歉收疫病使得愛爾蘭的馬鈴薯嚴重歉收

當時愛爾蘭有當時愛爾蘭有800800萬人，其中萬人，其中350350萬萬
人以馬鈴薯為主食或以種植販賣馬鈴人以馬鈴薯為主食或以種植販賣馬鈴

薯維生，馬鈴薯歉收造成前所未有的薯維生，馬鈴薯歉收造成前所未有的

大飢荒大飢荒

1849 1849 年死亡或移民他處的愛爾蘭人年死亡或移民他處的愛爾蘭人

大約有大約有200200萬萬

 

吹棉介殼蟲吹棉介殼蟲 cottony cushion scale Icerya purchasi 是是

最大型的介殼蟲最大型的介殼蟲，，18681868或或1869 1869 自澳洲隨進口相思樹自澳洲隨進口相思樹

入侵南加州入侵南加州，，危害柑橘危害柑橘，，柑橘產業幾乎崩潰柑橘產業幾乎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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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瓢蟲Vedalia beetle, Rodolia cardinalis

引進引進129129隻隻
66個月內釋出個月內釋出10,00010,000隻隻

 

Kauai 島 Alakai 荒野保
留區的管舌雀管舌雀Anianiau
(Hemignathus parvus)
目前僅存於 Kauai 島高
海拔的雨林中。

熱帶家蚊 (Culex
quinquefasciatus) 於 1826 
年意外引進夏威夷，之
後這個瘧疾和禽痘的媒
介昆蟲便迅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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瘧原蟲Plasmodium 
relictum 攻擊紅血球
造成貧血，急性感
染的鳥無法覓食，
而且易遭捕食 。

禽痘病毒(avian pox 
virus)使腳趾腫脹，
難以棲息和覓食。
如果造成眼和喙的
損傷，還會引影響
視覺。

 

蘇鐵白輪盾介殼蟲蘇鐵白輪盾介殼蟲

無意引進無意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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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樹蛇褐樹蛇 ((brown tree snake, brown tree snake, BoigaBoiga
irregularisirregularis) ) 平均長度平均長度1.41.4--1.8 m1.8 m，，最長最長
可達可達3 m 3 m ，，原產紐、澳、新幾內亞原產紐、澳、新幾內亞//印印
尼尼，，二次大戰後隨軍方貨輪入侵關島二次大戰後隨軍方貨輪入侵關島
((GuamGuam))，，

 

牠也擅於攀爬，

捕食鳥類，在20
年間使得12種特

有鳥類消失了 9
種，剩餘 3種中

的 2 種，也瀕臨
滅絕。

褐樹蛇繁殖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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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來入侵種的捕食和競爭

3,000至1,000年前人類移民太平洋島

嶼。在這些孤立的島嶼上生存數千

年，甚至數萬年之久的鳥類，從未遭

遇捕食者，所以很容易被人類或外來

入侵種掠食，牠們也競爭不過外來入

侵種，因此紛紛滅絕，滅絕的鳥類高

達2,000種。
 

由於市場的全球一體化、
全球貿易、旅遊、觀光和
貨物交換加速成長，外來
入侵種這個全球性的問題
也日趨複雜與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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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來入侵種在基因、物種和生態系
等各個層面，造成不可逆的環境影
響和社會經濟影響。管理外來入侵
種的成本不但包括預防、防治和撲
滅的成本，更包括它們影響生態服
務所導致的間接成本。

 

全球入侵外來物種方案全球入侵外來物種方案(Global (Global 
Invasive Species Program, GISP)Invasive Species Program, GISP)
19971997年創立，是生物多樣性科學國際方案年創立，是生物多樣性科學國際方案

((DIVERSITAS)DIVERSITAS)的一部分，它是由環境問題的一部分，它是由環境問題
科學委員會科學委員會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Problems of Environment, SCOPE)Problems of Environment, SCOPE)主導，協主導，協
調世界保育聯盟調世界保育聯盟((IUCN)IUCN)、、國際農業及生命國際農業及生命
科學中心科學中心((CAB International)CAB International)、、聯合國環境聯合國環境
署署((UNEP)UNEP)等組織整合而成的方案。等組織整合而成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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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1年年66月月88日公約秘書處與日公約秘書處與GISPGISP
簽訂備忘錄，由簽訂備忘錄，由GISPGISP開發外來種開發外來種
的行動計畫，做為資訊交換機制的的行動計畫，做為資訊交換機制的
總聯絡總聯絡，，並促成國際和各國的外來並促成國際和各國的外來
種預防、撲滅與管理行動。種預防、撲滅與管理行動。

 

1.1. 預防預防 preventionprevention
2.2. 減輕影響減輕影響 mitigationmitigation
3.3. 立法立法 legislationlegislation

外來入侵種的管理外來入侵種的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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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是防禦的第一線，也預防是防禦的第一線，也
是最便宜的防禦線。是最便宜的防禦線。

Prevention is the First and 
Least Costly Line of Defense.

 

1.1. 預防預防
公共資訊公共資訊

風險評估及環境影響評估風險評估及環境影響評估

預防措施及法規預防措施及法規

進口貨物處理進口貨物處理

以以SPS Agreement SPS Agreement 為依歸的貿易禁令為依歸的貿易禁令

外來入侵種的管理外來入侵種的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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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預防預防預防
公共資訊公共資訊公共資訊 / / / 風險評估風險評估風險評估 / / / 法規法規法規 / / / 進口進口進口
貨物處理貨物處理貨物處理 / / / 貿易禁令貿易禁令貿易禁令

外來入侵種的管理外來入侵種的管理

2.2. 減輕影響減輕影響
撲滅撲滅((eradication) eradication) 
封鎖、圍堵封鎖、圍堵(containment) (containment) 
壓制壓制((suppression)suppression)

 

物理防治物理防治((Mechanical Control)Mechanical Control)

防治入侵外來種的工具防治入侵外來種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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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防治物理防治((Mechanical Control)Mechanical Control)

防治外來入侵種的工具防治外來入侵種的工具

化學防治化學防治((Chemical Control)Chemical Control)

 

物理防治物理防治((Mechanical Control)Mechanical Control)

防治外來入侵種的工具防治外來入侵種的工具

化學防治化學防治((Chemical Control)Chemical Control)

生物防治生物防治((Biological Control)Biologic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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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防治物理防治((Mechanical Control)Mechanical Control)

防治外來入侵種的工具防治外來入侵種的工具

化學防治化學防治((Chemical Control)Chemical Control)

生物防治生物防治((Biological Control)Biological Control)
棲所管理棲所管理((Habitat Management)Habitat Management)
綜合防治綜合防治((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1.1.1. 預防預防預防
公共資訊公共資訊公共資訊 / / / 風險評估風險評估風險評估 / / / 法規法規法規 / / / 進口貨物處進口貨物處進口貨物處
理理理 / / / 貿易禁令貿易禁令貿易禁令

2.2.2. 減輕影響減輕影響減輕影響
撲滅撲滅撲滅(((eradication) /eradication) /eradication) /封鎖封鎖封鎖(((containment) / containment) / containment) / 壓壓壓
制制制(((suppression)suppression)suppression)

3.3. 立法立法

外來入侵種的管理外來入侵種的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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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範環境劣化，必須採取有效為防範環境劣化，必須採取有效
的措施，不得以缺乏科學證據做的措施，不得以缺乏科學證據做
為延宕或為延宕或不採取措施的藉口。不採取措施的藉口。
((里約宣言里約宣言Rio Declaration)Rio Declaration)

事先防範原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Legal principles, approaches, and tools

 

保護環境最好的辦法是預防
環境受到破壞，而非在破壞
之後謀求補救。

預防原則預防原則
Principle of PreventionPrinciple of Prevention

Legal principles, approaches, and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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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者必須確保可能受到損害的
一方透過許可證、憑證或其他行
政步驟或措施，在事先就得知外

來種所可能產生的威脅。

事先知情同意原則Principle of 
Prior Informed Consent (PIC)

Legal principles, approaches, and tools

 

環境可能遭受破壞的風險一旦確
立，舉證責任就落在外來種的引
進者身上，引進者必須要將入侵
的風險降至最低，甚至將風險完
全消除。

舉證責任原則
Principle of Burden of Proof

Legal principles, approaches, and tools

 

6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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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The End

http://www.biodiv.org/programmes/cross-cutting/a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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