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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國際生物多樣性日 生物多樣性論壇 

一、目的 

生物多樣性與永續發展，是聯合國本世紀最重要的兩大努力目標；生物多樣

性涉及層次含括科學、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歷史、人類永續發展等複雜面

向，其實踐策略與程序需仰賴全球各國齊心努力。「生物多樣性公約」即為全球

生物多樣性議題的最重要協定，臺灣亦長年由學者專家組成代表團，參與全球生

物多樣性公約議題討論，為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永續努力。2018 年在埃及舉

行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四屆締約方大會，主題為「為人類和地球投資生物多樣

性」，我國代表團亦積極參與，了解生物多樣性最新全球脈動。 

為因應 2020 年即將到期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2011-2020年生物多樣

性策略計畫」，即「愛知目標」的實踐與檢討，以及未來全球生物多樣性的發展

策略，本年度「522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主辦「生

物多樣性論壇」，邀集我國 2018 年前往埃及參加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四屆締

約方大會之學者專家群，進行深度專題演講，除提供公眾關於全球生物多樣性最

新資訊與知識外，亦展現我國多年來對生物多樣性的努力成果。同時也藉此論壇

活動發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與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共同出版之「上課了！生

物多樣性第五冊『愛知目標全球行動』」，書籍蒐羅了全球五大洲和臺灣精彩保育

行動案例，立足臺灣，了解國際保育趨勢和行動。 

 

二、時間 

108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三) (臺北場) 

108 年 6 月  1 日(星期六) (臺中場) 

 

三、地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樓國際會議廳 (臺北場) 

臺中市政府陽明大樓 5樓大禮堂 (臺中場) 

 

四、主、協辦暨執行單位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協辦單位：臺中市政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暨研究所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2 
 

五、議程 

(一) 臺北場  

1) 時間：108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三) 

2) 地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樓國際會議廳 

3)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號 

4) 參加對象及人數預估：政府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承辦人員、

民間組織人員、一般民眾等約 200人。 

時間 主題 演講人 主持人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開幕致詞 林華慶 局長 

鄭明修 理事長 09:40-09:50 

《上課了！生物多

樣性 (5)：愛知目標

全球行動》 

陳瑞賓 秘書長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09:50-10:30 
臺灣生物多樣性 

推動停看聽 

夏榮生 組長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10:30-10:50 Tea Time 

10:50-11:40 2020倒數計時中 
石芝菁 科長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夏榮生 組長 

11:40-12:30 愛知目標 11之 17/10  
趙榮台 研究員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退休) 

12:30-13:30 午餐 

13:30-14:20 

永續基礎設施： 

從生物多樣性主流

化做起 

劉建男 助理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暨研究所 
李玲玲 教授 

14:20-15:10 
從生物多樣性資料

到全球報告 

林瑞興 組長 

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15:10-15:30 Tea Time 

15:30-16:20 
珊瑚礁生態保育的

新視野 

鄭明修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林瑞興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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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演講人 主持人 

16:20-16:50 綜合座談 
鄭明修 理事長 

吳書平 副理事長 

16:50-- 賦歸 

 

(二) 臺中場  

1) 時間：108 年 6 月 1 日(星期六) 

2) 地點：臺中市政府陽明大樓 5樓大禮堂 

3)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4) 參加對象及人數預估：政府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承辦人員、

民間組織人員、一般民眾等約 200人。 

時間 主題 演講人 主持人 

09:00-09:30 報到 

09:30-09:50 開幕致詞 
林華慶 局長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蔡精強 局長 
鄭明修 理事長 

09:50-10:30 
臺灣生物多樣性 

推動停看聽 

夏榮生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組長 

10:30-10:50 Tea Time 

10:50-11:40 2020倒數計時中 
李玲玲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演化所 
夏榮生 組長 

11:40-12:30 愛知目標 11之 17/10  
趙榮台 研究員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退休) 

12:30-13:30 午餐 

13:30-14:20 

永續基礎設施： 

從生物多樣性主流

化做起 

劉建男 助理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暨研究所 
李玲玲 教授 

14:20-15:10 
從生物多樣性資料

到全球報告 

林瑞興 組長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15:10-15:30 Tea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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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演講人 主持人 

15:30-16:20 
珊瑚礁生態保育的

新視野 

鄭明修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林瑞興 組長 

16:20-16:50 綜合座談 
鄭明修 理事長 

吳書平 副理事長 

16:50-- 賦歸 

 

 

六、演講主題簡介 

2020倒數計時中： 

2020年將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14屆締約方大會除了檢討 2010-2020

策略規劃的實際進展外，並積極籌備後 2020年的全球生物多樣性架構。 

愛知目標 11之 17/10：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11希望在 2020年前，全球至少有 17%的陸地、內陸

水域和 10%的沿海和海洋區域受到保護，我們做得到嗎? 

永續基礎設施：從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做起： 

為降低基礎設施的興建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可透過生物多樣性在基礎設

施部門的主流化，來達到永續基礎設施的目標。 

從生物多樣性資料到全球報告： 

掌握不同尺度生物多樣性狀態與趨勢是從全球、區域至地方檢視相關政策

成果與擬訂因應策略的基礎。透過參與第十四次締約方大會的觀察，本主

題將簡介全球由資料蒐集、資訊架構及指標等的努力與成果，以供國人參

考。 

珊瑚礁生態保育的新視野 

對珊瑚礁的投資有助於實現多種生物多樣性和永續發展目標，聯合國自

2010-2016年投資 19億美金。2012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會議中承諾:全球環

境基金的"山脊到珊瑚礁方案"和"啟動綠色氣候基金"，大部分基金用於保育

和海洋保護區管理，有限資源用於政策制定、推廣和監測。幾乎每 10個專

案中就有 9個發生在一個國家, 顯然珊瑚礁具有高度的跨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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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名方式 

1) 網路報名，請至報名系統選取欲參加場次。 

臺北場：https://forms.gle/yTdML982C5xuE6tX8  

臺中場：https://forms.gle/VXnZ3VdycijciW1n7  

2) 會場空間及員額有限，若報名後如無法出席，請提前告知，以便開放現場報

名。(連絡信箱：swanint@seed.net.tw／連絡電話：02-27872289) 

3) 全程參與論壇者，將核發公務人員研習時數及環境教育學習時數各 6小時，

需要者請務必填寫身分證統一編號。 

4)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餐具及水杯。 

 

八、交通資訊 

(ㄧ)臺北場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號) 

1.鐵路：搭火車到臺北火車站，再轉搭捷運到善導寺站或轉搭公車到華山

文創園區站下車。 

2.捷運：板南線善導寺站下車，5號出口出站。 

3.公車：搭乘 202、202(區間)、205、212、212(直行車)、220(直行車)、232、

忠孝幹線(原 232副)、257、262、262(區間)、276、299、605、605(副)、

605(新台五)，於華山文創園區站下車。 

另開地圖：http://maps.google.com/?q=25.043607,121.526605 

 

(二)臺中場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1.自行開車： 

1)經國道 1 號： 

a.南下方向：臺中系統交流道接國道 4 號(往豐原方向)→下后豐交流

道(往豐原方向)→沿三豐路而行→接豐中路→右轉中正

路→左轉信義街→直行至信義街、博愛街、陽明街三叉路

口，行駛陽明街→台中市政府陽明大樓位於右側。 

b.北上方向：下豐原交流道(往豐原方向)→沿中正路而行→右轉信義街

→直行至信義街、博愛街、陽明街三叉路口，行駛陽明街

→台中市政府陽明大樓位於右側。 

2)經國道 3 號： 

a.南下方向：中港系統交流道接國道 4 號(往神岡、清水方向)→下后

豐交流道(往豐原方向)→沿三豐路而行→接豐中路→右

轉中正路→左轉信義街→直行至信義街、博愛街、陽明街

三叉路口，行駛陽明街→台中市政府陽明大樓位於右側。 

b.北上方向：彰化系統交流道接國道 1 號(往台中方向)→下豐原交流

道(往豐原方向)→沿中正路而行→右轉信義街→直行至

https://forms.gle/yTdML982C5xuE6tX8
https://forms.gle/VXnZ3VdycijciW1n7
http://maps.google.com/?q=25.043607,121.52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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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街、博愛街、陽明街三叉路口，行駛陽明街→台中市

政府陽明大樓位於右側。 

3)停車資訊： 

a.台中市政府陽明大樓後側平面停車場及西側道路停車格： 

第一小時為 20元，第 2小時為 40元，第 3小時起每小時為 60元。 

b.台中市政府陽明大樓附屬第二停車場(自強南街) 

c.外圍停車格建議：博愛街(鐵道西側)、南陽路(南陽國小)、樂天街 

2.搭乘高鐵或台鐵，再轉乘其他交通工具： 

先抵達高鐵台中站後，轉搭台鐵，由新烏日站至豐原火車站(車程約 30

分鐘，轉乘資訊請參閱: http://www.thsrc.com.tw/ ，火車時刻表請參閱: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後之轉乘方式： 

1) 計程車：豐原火車站至台中市政府陽明大樓計程車資計約 100~120

元(車程約 5分鐘)。 

2) 轉搭公車：豐原火車站步行約 185公尺到達「豐原」(站牌名稱)，搭

乘 221、222、223、227路公車到達「陽明自強南街口」(站牌名稱)，

共經過 8站。 

3) 步行：出豐原火車站後左轉,由中正路→左轉信義街口→在信義街、

博愛街、陽明街三叉路口，沿陽明街行走→台中市政府陽明大樓位於

右側。(全部步行時間約 15~20分鐘) 

http://www.thsrc.com.tw/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