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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生物多樣性目標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李玲玲

延續人類文明與經濟活動的兩大
前提

吃飽穿暖

健康無疾

聯合國千年發展目標

2015年達到

– 消滅極端貧窮與飢餓

– 普及小學教育

– 促進兩性平等

– 降低兒童死亡率

– 改善產婦保健

– 對抗愛滋病、瘧疾與其他疾病

– 確保環境永續

– 發展全球伙伴關係

聯合國千年發展目標

2015年達到

– 消滅極端貧窮與飢餓

– 普及小學教育

– 促進兩性平等

– 降低兒童死亡率

– 改善產婦保健

– 對抗愛滋病、瘧疾與其他疾病

– 確保環境永續

– 發展全球伙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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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水壩影響水域

約堡會議生物多樣性總目標

2010 Biodiversity Target：
積極採取適當措施，於2010年
顯著減緩全球、區域、國家生
物多樣性的喪失

http://www.cbd.int/2010-
target/

生物多樣性公約目標

維護生物多樣性

永續利用生物多樣性

惠益均享

2010年生物多樣性總目標
七大關鍵領域

減緩生物多樣性各组成部分流失的速度，
包括：(1)生物區系、棲地、生態系，(2)
物種與族群，(3)基因多樣性；

促進生物多樣性的永續利用；

處理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威脅

维護生態系的健全

保護傳統知識、創新與應用

確保公平分享使用基因資源所產生的
惠益

動員財務與技術資源

目標1：促進生態系、棲地、生物區系
中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工作標的1.1：每一類生態區至少10%
被有效保育。

工作標的1.2：保護生物多樣性特別重
要的區域。

FA1：減少生物多樣性流失的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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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2：促進物種多樣性的保育

工作標的2.1：復原、維持特定分類群內
物種的族群或減緩這些族群的下降。

工作標的2.2：改善受威脅物種的狀況。

FA1：減少生物多樣性流失的速度

目標3：促進基因多樣性的保育

工作標的3.1：作物、禽畜及供收穫的
樹木、魚類、野生物或其他有價值物
種基因的保育，以及相關傳統與地方
知識的維護。

FA1：減少生物多樣性流失的速度

陸域保護區~ 20%

但內陸水域、海岸、
海洋、熱點…

國土復育計畫、治水
計畫、環島路網…

現況

每三至五年定期進行陸域、濕地與海洋生
物多樣性之監測與評估，以掌握及預測其
變化

完成陸域、濕地與海洋生物多樣性監測系
統之規劃，包括監測地點與方式之確定

確認台灣陸域及海域生物多樣性熱點，並
完成這些地點之物種普查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完成重要濕地與珊瑚礁區域分佈圖

比照中央山脈保育軸之劃設理念，劃
設沿岸濕地保育軸，同時解決現存濕
地保護與開發之衝突

檢討與改善現有保護區系統與經營策
略，至少將5％近岸海域劃設為海洋保
護區，以完整維護本土生物多樣性

溼地

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主辦

75處國家重要濕地

國際級：四草、曾文溪口

國家級： 41處

地方級： 32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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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

中華珊瑚礁學會：珊瑚礁總體檢

東北角、花東海岸、蘭嶼、綠島、墾
丁、澎湖、小琉球等地珊瑚礁現況(中華
民國珊瑚礁學會、TRAFFIC EAST 
ASIA)(2007年)：
http://www.wow.org.tw/layout.php?type=
page&id=79)

東北角：活珊瑚僅佔底質的16% 

東部海岸：25%-45%的珊瑚白化

綠島：軟珊瑚3m深超過20%，10m深處
可達60%

蘭嶼：3m深活珊瑚覆蓋率為33%，10m
處為48%，將近89%的珊瑚呈現白化

物種：瀕危物種保育

建立健全的生物多樣性監測機制

設立國家生物多樣性資訊中心，建構生物
多樣性資訊交換機制資料庫，內容包括：
（１）專家名錄、物種名錄（２）模式標
本、空間分布、入侵種資料、台灣特有種
（３）重要生態系分布與物種解說及其資
源等相關資訊等

TaiBIFTaiBIF -- Taiw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Taiw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台灣的台灣的GBIFGBIF網站網站 (Http://(Http://gbif.sinica.edu.twgbif.sinica.edu.tw))

物種名錄查詢網頁－物種名錄查詢網頁－現有近現有近33萬種萬種

基因：種原庫、冷凍標本庫…

農委會各試驗所、中央研究院、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台北市動物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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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4：促進永續利用與消費

工作標的4.1：以生物多樣性為基礎的
產物，其來源永續的管理，產地的管
理符合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FA2：促進生物多樣性的永續利用

工作標的4.2：減少對生物資源不永續
的消費，或是減少不永續消費對生物多
樣性的衝擊

工作標的4.3：沒有任何野生動植物因
國際貿易而瀕絕

FA2：促進生物多樣性的永續利用

不永續的產業

過漁、耗水耗能產業…

認證：永續林業、不傷害海豚的鮪魚…

現況

華盛頓公約與附錄物種

國際瀕臨絕種野生動植物貿易公約組織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

http://www. cites.org/

鮪魚季、曼波魚季

玳瑁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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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過漁指標

經濟海域每年每平方公里碳噸數(生產量)
／每年每平方公里漁獲噸數。

由漁業署持續統計資料

93年度 – 442， 94年度 – 1,559， 95
年度 – 1,896

但Level 7 < 22,000

生態足跡 - 養活一個國民所需的生物資
源生產地面積，為4.74公頃(世界平均值
2.2公頃)，台灣的總生態足跡超過一億
公頃，相當於台灣面積的31倍

持續辦理各項漁場改造計畫，積極建構漁場
環境，營造適合漁業資源生物棲息之環境

檢討現有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之現況及實
施成效，並視各地海域生態環境及漁業資源
狀況，輔導各縣市政府劃設新的保育區及建
立經營管理制度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漁業資源保護區

輔導各縣市政府依各地情況實施各種漁業
管理措施，並加強取締違規捕魚，減少對
漁業資源的破壞

實施減船措施及休漁制度，削減及管制漁
獲努力量，以降低資源開發壓力，促使漁
業資源早日復甦

開發利用人工繁殖技術培育各種本土性魚
貝類種苗，並評估放流效益及對沿岸海域
生態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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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旅遊 生態旅遊的8項特性 (IUCN, 2001)

促進正面的環境倫理

不損害資源、不造成自然環境的消耗性
侵蝕作用

焦點集中在內在價值，而非外在形象

以“生物”為中心的，而不是以“人”為中
心的哲學

必須有益於野生物及環境，對環境的永
續性以及生態完整性應有淨利益

是對自然環境的一手經驗

具有“感激大地的期望”。可藉由教育與
欣賞來測量，不宜以恐怖感或表現體力
強弱(如：攻頂活動)作為測量的項目

具有高度認知與有效體驗的成份

生態旅遊包含對當地自然環境及文化的欣
賞和倡導重視保育議題。

辦理生態旅遊也包含國家及區域環境管理
的意義，有責任促進地方居民的生活。

在方法上，可藉由補助、立法和實施行動
計畫著手，參與土地管理並促進社區發
展。

方 針

數小就是美

重質不重量

地方參與

聯結文化與自然

謹慎的監測

…

相關研究

調查、研究、監測

環境、社經文化特性

承載量

管理策略與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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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5：減少棲地喪失、土地利用的改
變與劣化，以及非永續的使用水資源

工作標的5.1：減緩自然棲地喪失與劣
化的速度

FA3：處理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威脅

目標6：控制入侵種的威脅

工作標的6.1：控制入侵種主要的潛在入
侵途徑

工作標的6.2：針對威脅生態系、棲地、
或物種的主要入侵種建立管理計畫

FA3：處理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威脅

目標7：查明氣候變遷和污染對生物多
樣性的挑戰

工作標的7.1：維持與強化生物多樣性
組成元素適應氣候變遷的彈性

工作標的7.2：減少污染以及其對生物
多樣性的衝擊

FA3：處理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威脅 台灣十大入侵種

緬甸小鼠、松材線虫、中國梨木蝨、蘇鐵
白輪盾介殼虫、美洲紅火蟻、福壽螺、河
殼菜蛤、布袋蓮、小花蔓澤蘭與多線南蜥

parks.afcd.gov.hk/.../ 
news/image/fire_ant.JPG

似殼菜蛤等貽貝類

成體附著漁船舶、幼生浮游會隨壓艙水傳播

影響－附著木樁、浮標、繩索、水管內壁－
船舶、重要設施排水阻塞

寄生蟲類

體型小易隨商品、旅客、船員所帶物品挾帶

影響－危害經濟作物、傳播人類或畜禽病原－
國人健康

水路引入外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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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召開跨部會委員會，確立外來入侵
種防治組織架構與權責分工，訂定外來
入侵種防治策略、工作目標與步驟，涵
蓋預防管制、風險評估、引入管理與追
蹤、控制與防除等面向，寬列人力與經
費，定期評估績效，對社會大眾廣宣

壓倉水

溫室氣體排放減量與能源、水資源政策 建立外來種清單，並定期修正

影響本土生物多樣性及人畜疾病之入侵種
防治

完成引入、野放與含逸出外來種之影響評
估、管理及監測機制

完成鑑定外來種為入侵種之風險評估機制

完成外來種之管制、防疫、檢疫及監測機
制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推動人工濕地之建構，協助改善水文系統
及水域生態品質

訂定河川污染改善計畫與時程，逐年使河
川與口水質之營養鹽與重金屬含量低於國
際標準

調查評定陸域、濕地與海洋擬復育劣化環
境之優先順序與優先擬定之復育方式 逐年發展各類生態系之合理復育方法，

及評估自然生態工法之成效與生態資源
調查、監測（含河川及海岸）

轉基因作物- 救星還是惡魔？

生物技術可用於增加經濟收益、提高產
量、用於農業、工業、醫學等，謀求人類更
大之福祉

轉殖基因可能轉向非目標群生物，造成
「生物惡魔」，需進行危險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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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光魚

www.azoo.com.tw/.../ topic/topic_041122_3.jpg www.azoo.com.tw/.../ topic/topic_041122_1.jpg

FA4：維護生物多樣性支援
人類福祉所提供的物資與服務

目標8：維護生態系提供物資與服務，
以及支援民生的能力

工作標的8.1：維護生態系提供物資與
服務的能力

工作標的8.2：維護支援永續民生、保
障地方糧食和健康照顧生物資源(特別
是貧困者)的生物資源

http://www.lter-tern.org/

生態系健康度

穩定度

承受擾動

彈性

復原力

閥值

…

FA5：保護傳統知識、發明與應用

目標9：維護原住民與地方社區的社會文
化多樣性

工作標的9.1：保護傳統知識、發明與應
用

工作標的9.2：保護原住民與地方社區傳
統知識、發明與應用的權益，包括其公
平分享的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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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探勘(bioprospecting) -觀察及搜集各
種生物，進行檢測與篩選，然後將有潛在商業價
值的生物樣本，以生物技術進行分析，提取活躍
成份或基因序列，以供利用

哥斯大黎加InBio計畫

黃石公園生物檢測計畫

全球20多萬種開花植物中的生物鹼被檢視過
者 <5千種，隨機採收檢視找出有潛力之植
種機率約1/17，民族植物學篩選機率5/15

日記範例 - H.C. Conklin, 1954

清晨6點，Langa與我由Parina赴Bilinli。...。
在Aressas時，Langa要我由一棵叫做amapla
kilala [Albizia procera (Roxb.) Benth.]的
樹，砍下若干條樹皮，大小約10 x 50 cm。將
樹皮的形成層在腿與腳跟上不斷摩擦，由於腳已
經被樹葉沾濕，因此含有皂素 (而且具毒性)的樹
皮就在腳上形成粉紅色的泡沫黏質，對於趕走水
蛭很有效。…
Langa突然停住，用柺杖朝小徑旁猛刺，然後拉
出一種小雜草，稱作tawag kugum buladlad
的 (Buchnera urticifolia R.Br.)，他告訴我這
可以塗上槍矛，準備用來獵野猪。...。

在生物多樣性架構下，檢討原住民之人
文及經社體系與現行法規之關係

完成現有民族生物學整理，出版台灣民
族生物學誌，並以此向國際社會登錄與
建立相關專利與智慧財產權

原住民族生物多樣性傳統知識保障法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FA6：確保公平分享使用
基因資源所產生的惠益

目標10：確保公平分享使用基因資源
所產生的惠益

工作標的10.1：所有基因資源的轉移符
合生物多樣性公約、國際糧農植物遺
傳資源協定和其他相關協定

工作標的10.2: 與提供遺傳資源的國家
分享商業和其他利用此資源所產生的
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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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資源法

雙邊或多邊協定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FA7：確保提供足夠資源

目標11. 動員財務與技術資源，特別是
針對發展中國家，以執行生物多樣性公
約的策略計畫

工作標的11.1: 提供發展中國家新的和
額外的財物資源，以便他們能有效地執
行公約

工作標的11.2: 提供發展中國家科技，
以便他們能有效地執行公約

擬訂辦法，獎勵民間企業、社區及保育
團體，參與生物多樣性工作

建立良好之機制與管道，強化與非政府
組之間之對話及合作關係

制訂鼓勵民間主動協助保護生物多樣性
棲地之獎勵辦法

2010年生物多樣性總目標
七大關鍵領域

減緩生物多樣性各组成部分流失的速度，
包括：(1)生物區系、棲地、生態系，(2)
物種與族群，(3)基因多樣性；

促進生物多樣性的永續利用；

處理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威脅

维護生態系的健全

保護傳統知識、創新與應用

確保公平分享使用基因資源所產生的
惠益

動員財務與技術資源

每個人都可以做的事

不吃、不養、不放生野生動物

不養外來種寵物或負責終生

節用水、電、紙張等資源

垃圾分類回收，舊衣、舊物再利用

發明一些好用不浪費資源的物品

在工作時多想想如何維護與永續利用生
物多樣性

大家告訴、提醒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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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站

生物多樣性公約 http://www.cbd.int

中華民國生物多樣性資訊網
http://www.biodiv.org.tw

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網
http://taibnet.sinica.edu

臺灣自然保育網
http://www.forest.gov.tw

參考書籍

生物多樣性概論 –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
育協會

野生新視界 -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生命聚寶盆 - 趙榮台 - 幼獅

生物圈的未來 - 威爾森 - 天下

繽紛的生命 - 威爾森 - 天下

生物多樣性 - 遠哲科學教育基金會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