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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的快速喪失是重大議題，危害生物多

樣性與造成物種滅絕的趨勢若不改善，至2050年

時將有1/4以上的物種會消失 嚴重影響人類福祉 

生物多樣性的內容 

•遺傳多樣性(Genetic Diversity) 

•物種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 

•生態系多樣性(Ecosystem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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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為什麼很重要？ 
       生物多樣性不僅包括地球上植物、動物、微生物物
種和其他形式的生物之間所存在的變異性，而且還包
括物種之間以遺傳多樣性的形式而存在的變異性，以
及生態系統層面的變異性，即物種與物種之間，以及
物種與物理環境發生的相互作用。 

       這種多樣性對於人類至關重要，因為它是廣泛的生
態系統服務所賴以存在的基礎，而人類社會一直依賴
這種服務而生存，雖然它們的重要性通常被大大低估
或忽視。如果生物多樣性的要素喪失，生態系統的承
受壓力能力和復原力將降低，生態系統的服務將受到
威脅，同質程度越高，變化程度越低的景觀或水生環
境通常越容易受到疾病和極端氣候等突發外部壓力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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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服務可以分為四類： 

✤ 物供服務： 
✤ 文化服務： 
✤ 調節服務： 
✤ 支援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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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供服務： 
或者說提供對人類
有直接惠益的產品，
這類服務通常具有
顯而易見的經濟價
值，如森林木材、
藥用植物以及海洋、
河流和湖泊中的魚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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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服務： 
並非能提供直接的物
質惠益，而是滿足社
會更廣泛的需求和需
要，因此能推動人們
自願為養護工作支付
費用。文化服務包括
特殊生態系統（如聖
林）附帶的精神價值，
以及吸引遊客參觀的
景觀或沿海地貌的美
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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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節服務： 
指生態系統所發揮
的一系列重要功能，
這些功能在傳統市
場上幾乎沒有確切
的經濟價值。這些
功能包括通過儲存
碳和控制各地降雨
量來調節氣候，通
過過濾空氣和水來
清除污染物，以及
在發生山崩和沿海
風暴等災難時提供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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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性服務： 
並非能為人們提供
直接的惠益，但對
於生態系統的運轉
至關重要，因此能
間接地提供所有其
他服務。實例包括
土壤的形成以及植
物生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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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活動 
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 

   河馬困境（The HIPPO Dilemma） 
  Habitat loss (棲息地流失) 

  Introduced species (引進外來物種)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成長) 

  Pollution (污染) 

  Overharvesting (過度採收) 
 

(生物圈的未來 By Edward O.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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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 成立生物

多樣性(Biodiversity)專家工作小組，探

討國際間是否有必要成立公約，以從事維

持生物多樣性的工作。 

•聯合國於1992年在巴西里約舉行「地球高

峰會議」，呼籲各國共同行動追求人類永

續發展，並發表「里約宣言」，開放簽署

「生物多樣性公約」，並於1993年12月29日

生效，迄目前已有193個締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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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公約精神 

在於世界各國對於永續發展上之認同，

並確認各國對其國內生物之主權。 

使世界各國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育、永 

  續利用各生物之組成、以及使用生 

  物基因資源產生利益公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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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公約目標 

保育生物多樣性 

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 

惠益均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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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 
島嶼 
乾旱和半濕潤地 
海洋和沿海 
森林 
山區 
內陸水域 

等7領域的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性公約討論之專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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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性公約討論之跨領域議題 

 2010年生物多樣性目標 

指標 

氣候變化與生物多樣性 

外來入侵物種 

全球生物分類倡議 

全球植物保護策略 

保護區生物多樣性 

生態系統方法 

生物多樣性與旅遊 
生物多樣性之可持續利用 
遺傳資源取得與利益分享 
傳統知識創新和實踐 
技術轉移與合作 
影響評估 
賠償責任和補救 
經濟貿易與獎勵措施 
公眾教育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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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進行生物多樣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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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娑之洋 

   美麗之島    
 

 
台灣－亞洲陸塊 
東緣、太平洋海盆 
西嶼的豐采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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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體構造環境 



2013 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 

      

有超過200座3000公尺
以上山峰 

造山運動之褶皺、斷層
現象， 豐富了 台灣的
地形、地質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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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熱、暖、溫、寒四大氣候 
海洋、森林、淡水等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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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物多樣性之現況 

• 臺灣面積雖小，擁有豐富的生物多
樣性，依學者概估全島的生物約有
15萬種，佔全球物種數的1.5%，其
中三成的物種是臺灣特有種。 

(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院士 Peter Raven博士)  

• 相較於亞洲許多國家，我們更有優
異的條件與潛力，來落實生物多樣
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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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世界生物多樣性之比較                             

項目 世界（種數） 台灣（種數） 百分比 

面積（平方公里） 130,140,000 36,000 0.026 

物種（已命名） 1,750,000 46,776 2.65 

哺乳類 4,200 100 2.33 

鳥類 9,100 456 5.01 

魚類 31,456 2,902 9.51 

昆蟲綱 950,000 19,574 2.06 

被子植物 260,000 3,897 1.50 

裸子植物 880 30 3.41 

世界面積資料來源：UNEP-GEO。物種資料來源：96 年 3 月「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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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已鑑定出種名的已達50,164種來計算，除
以台灣的土地面積36,000平方公里，則台灣每
單位平方公里約有1.4個物種，遠高於紐西蘭
剛出版的國家物種名錄書中
53,522/268,200=0.2個物種。 

•台灣陸域土地僅佔全球萬分之2.5，但物種數
量卻達全球2.5％，為所有國家平均值的100倍； 

•而台灣海域海洋生物之物種數更是平均值的
400倍，種數可達全球總數之1/10 ，實在值得
國人驕傲與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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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物種數達全球2.5% 
為全球平均值的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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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特有種」比例極高。「台灣特有種」
是指只分布在台灣，尚未見於全球其他地方的
物種；它們不論在研究、保育或利用上都極其
重要，也是我們最珍貴的自然資產！ 

•台灣的特有物種比例： 

•哺乳類約為71％、鳥類17％、爬蟲類22％、兩
棲類31％、淡水魚19％、植物有25％，某些類
群的昆蟲更高達60％。  

• 對生物多樣性的研究、教育、保育，以及農林
漁牧之應用，如環評、生態旅遊、資源管理、
外來種防制、物種保育等等均發揮極大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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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委員會成立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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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全球趨勢，行政院於1994年成立
「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由部會
首長及專長學者組成，下設因應全球環境問
題及永續發展等6個工作分組。 

•1997年行政院將原「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
指導小組」提升為「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
員會」，由行政院院長兼任主任委員，秘書
作業由環保署兼辦，共分9大工作分組。 

•2002年立法院三讀通過「環境基本法」。
該法第29條「行政院應設置國家永續發展委
員會，負責國家永續發展相關業務之決策，
並交由相關部會執行。 

永續發展委員會成立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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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立法院三讀通過「環境基本
法」，同年12月總統頒布實施。 

•該法第29條「行政院應設置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負責國家永續發展相關業務之決策，
並交由相關部會執行，委員會由政府部門、
學者專家及社會團體各三分之一組成」賦予
永續會法定位階，永續會由原任務編組提升
為法定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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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2016 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為後代子孫永世生存考量，有義務保育我國

生物多樣性，朝資源永續利用與發展邁進 
第一階段執行期間修正自2001年至2007年。  
第二階段自2007年起採納「2010生物多樣性目

標」修訂永續發展行動方案，以與國際接軌。 
 2010 年10月15日召開分組工作會議研商修訂行

動計畫為32項，完成制定各行動計畫之績效指
標，待永續委員會正式通過 

第三階段自2012年起採納「愛知生物多樣性目
標」修訂永續發展行動方案，並於2016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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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整體目標 

 保育我國的生物多樣性 

 永續利用生物及其相關資源 

 公平合理分享由生物資源所帶來的惠益 

 提升大眾維護生物多樣性的意識及知識 

 參與區域性和全球性合作保育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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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實施策略 

 健全推動生物多樣性工作之國家機制 

 強化生物多樣性之管理 

 加強生物多樣性研究與永續利用 

 加強生物多樣性之教育訓練與落實全民
參與 

 促進國內外生物多樣性之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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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物多樣性推動相關部會 

• 中央研究院、外交部、內政部、交

通部、財政部、經濟部、法務部、

教育部 、國防部 、經建會、國科會

、原民會 、客委會、 工程會、衛生

署、環保署、海巡署、人事行政局

及農委會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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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 
永續利用 
公平互惠 

提升大眾維
護生物多樣
性的意識及
知識 

保護 
傳統知識 

消除生物多
樣性的主要 
      威脅 

永續利用生
物多樣性 

維持生態系
提供服務的
能力 

加強保育以
減少流失的
速度 

生物多樣性組行動計畫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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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檢討與改善保護區經營管理策略(D1103) 

•強化海域保護區(D1104) 

•劃設海岸保育帶，同時解決現存海岸保護與開發之
衝突(D1105) 

促進生態系、
棲地、生物區

系的保育 

•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之建置與整合及資訊交換機制
(D1201) 

•作物種原之保存與因應氣候變遷之備份(D1301) 

保育物種及 
基因多樣性 

•促進本土生物資源的永續利用與智慧財產權取得
(D3102) 

促進永續利用
與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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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外來種輸出入管理機制（包括檢疫）(D4101) 

•強化外來種走私查緝(D4104) 

•建立國內外來及入侵生物清單並防治入侵種生物 
(D4105、D4106) 

控制入侵種的
威脅 

•擬定復育劣化環境之優先順序與復育方式(D4201) 

•逐年使河川與河口水質之營養鹽與重金屬含量低於國
際標準(D4301) 

減少棲地喪失
與土地劣化 

•鼓勵民間企業、社區及保育團體，參與生物多樣性工
作(D6101) 

整合財務與技
術資源，以執
行策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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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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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入侵種植物 

• 98年度即獲知互花米草在台出現後，
隨即與各地縣政府現勘並洽請縣政府
進行處理。 

• 彰化大城族群經採用機具處理後，仍
需繼續逐年監測移除萌蘗，漢寶及大
肚溪口部份已移除完成。 

• 臺中市高美濕地內因灘地泥濘，機具
不易進入，故採人力持續移除中，大
安區已採機具處理完成，後續仍需移
除萌蘗。 

• 淡水河口族群，已由新北市政府與荒
野保護協會持續進行人力移除中。 

• 社子島族群已由臺北市政府採人工移
除，後續仍持續監測中。 

• 另亦執行連江縣互花米草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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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地區原圈養的藍孔雀及環頸雉逃逸後，在當地繁衍自
成族群，因而造成當地為害農作的情形產生，為減少農民
損失，於100年起即開始進行藍孔雀(25隻)及環頸雉(5隻)
防除工作。 

39 
製作抓藍孔雀陷阱 防治藍孔雀 

移除入侵種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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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起本局補助嘉義縣政府經費進行嘉義縣三界埔區域之
沙氏變色蜥移除，統計98至100年收購418,299隻沙氏變色
蜥，耗費4,816,840元(100年度收購177,093隻，花費
1,770,930元)。 

• 有鑑於沙氏變色蜥族群數量龐大，想要完全移除沙氏變色
蜥以幾乎不可能達成，只能藉由日後持續進行監測及定期
的移除控制，才能減緩擴散速率，避免大面積的擴散 

40 
沙氏變色蜥 

縣府人員清點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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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特殊物種-諸羅樹蛙 

• 推動竹筍綠標認證，生態
竹筍推廣、股東認購制度，
建立竹筍行銷網路，增加
竹林栽種面績，擴大保育
諸羅樹蛙棲息地。 

• 在分布密度較高之村里，
進行竹農樹蛙保育教育課
程。 

• 在諸羅樹蛙繁殖期間，舉
辦保育宣導及邀請民眾的
參與活動，並舉辦小小解
說員生態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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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特殊物種-綠蠵龜 

•屏東縣琉球鄉為綠蠵龜上岸產卵及覓食的重要棲
息環境，據研究表示族群數量可媲美澎湖望安島
綠蠵龜野生動物保護區。為了保育這個特別的物
種，於100年起積極進行綠蠵龜研究調查工作，
並進行保育宣導措施，102年成立海龜救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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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特殊物種-水雉 

•結合專家、民間團體
與地方政府進行水雉
棲地－埤塘生境之改
善與營造。 

•執行「水雉菱農獎勵
辦法」，100年度水雉
巢查核計有239巢，孵
出存活幼雛水雉510隻，
經多年努力，水雉族
群數量已明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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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教育宣導工作 

•為增進全民對生物多樣性的認知，瞭解其重要性，
針對民眾執行510場生物多樣性教育宣導活動及培
訓工作，受益人數多達59,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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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教育宣導工作 

•另為擴大推廣生物多
樣性保育的範圍及層
次，特別編輯印製相
關宣導文宣與書籍，
讓民眾有機會透過不
同管道獲取相關保育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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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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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約會員國大會
CBD COP10） 

時間：18 to 29 October, 2010  

地點：日本名古屋  

討論的重點議題包括：  

1. 內陸水域生物多樣性  

2.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 

3. 山區生物多樣性 

4. 保護區  

5. 可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 

6. 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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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0屆締約方
大會通過愛知目標：「一個與大自然和
諧共存的世界」 

遠景：到2050年，生物多樣性受到重
視、得到保護、恢復及合理利用，維持
生態系統服務，實現一個永續及健康的
地球，所有人都能享用生物多樣性所產
生的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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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愛知目標逐步納入生物多樣性組行動
計畫 

配合國際趨勢，推動或推廣下列議題: 

將生物多樣性議題主流化 

名古屋議定書 

里山倡議 

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經濟學(TEEB) 

維持生態系統提供人類之服務 

由於生物多樣性議題牽涉層面廣泛，
與永續會各分組均有關連，未來希望
各分組能配合納入行動計畫中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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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生物多樣性相關工作的內容涉及產業、

社會、文化、政策、法規、制度、組織、

教育等多層面的發展與聯繫。 

 保育與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責任不只

繫於生物科學相關的科學家身上，也是

全體「地球村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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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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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生態存摺──生物多樣性是我們的資產  

此為《為什麼不能把蚊子殺光？大自然對人類的祕密用途》2010年最新改版  

      人類與自然相處數萬年，摘果為食、砍
樹造屋，這些已不足為奇。你知道你從生
物的身上撈到了多少「好處」嗎？在你不
知道的地方，許多生物正默默地為我們勤
奮工作：一些細菌會吸收金屬，現在應用
在採礦工業上；浮萍和水生風信子可以清
除頑強的水中污染物；蚯蚓使土壤更富營
養，既可少用化學肥料又可以省錢；即使
是現代化醫院，碰上感染嚴重的傷口，也
會利用蛆身上的抗生素來進行「蛆療」！ 

http://www.owls.tw/post/1/894
http://www.owls.tw/post/1/894
http://www.owls.tw/post/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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