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國內生物多樣性重點工作與策略 

夏榮生  
林務局保育組 



簡 報 大 綱 

壹、永續發展&永續發展委員會  

貳、生物多樣性 

參、生物多樣性推動策略與分工 

肆、未來展望 

 

 



2017 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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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 「永續發展」一詞最早是由「國際自然及自然資
源保護聯盟」、「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及「世
界野生動物基金會」三個國際保育組織，於1980
年出版之「世界自然保育方案」報告中提出。 

• 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
，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將永續發展定
義為：「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
滿足其本身需求的發展」，自此推動永續發展在
世界各國掀起浪潮。 

– 公平性(Fairness) 

– 永續性(Sustainability) 

– 共同性(Comm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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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永續發展概況 

1992年 
召開地球高峰會 

簽訂21世紀議程 

(Agenda21) 

1993年 
設立聯合國永續發展
委員會 

2000年 
簽署千禧年發
展宣言 

2014年 
聯合國正式採納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2016年 
正式啟動17個
「永續發展目
標」(SDGs)169

項追縱指標 

2015年 
通過2030永續
發展方針與目
標(Agenda30)(經
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
保護) 

 

2012年 
召開聯合國永續發展大
會，決議以「永續發展
目標」(SDGs)接替「千
禧年發展目標」 (MDGs) 

(消滅貧窮飢餓、普
及基礎教育、促進兩
性平等、降低兒童死
亡率、提升產婦保健、
對抗病毒、確保環境
永續與全球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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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委員會成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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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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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永續會)，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兼任主任委員，秘書
幕僚作業由環保署兼辦。 

• 1999年4月，行政院將永續會主任委員提升由行政
院副院長兼任；2002年5月，復提升為由行政院院
長親自兼任主任委員，以示政府對永續發展的重
視。  

 

 



2017 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 

永續會 
• 200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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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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為「生物多樣性分組」之幕僚單位 

• 於2002年成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生物多樣性
推動小組」，由副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及各
相關局處署副首長層級人員為委員，並邀請專
家學者擔任顧問，提供專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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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會 
• 永續會成立以來，其下之工作分組依需求多次更動
，105年11月3日由主任委員林全召開行政院國家永
續發展委員會第29次會議，調整組織架構，設置7個
工作分組及2個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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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農業與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 
• 順應國際永續發展新趨勢，參考聯合國「2030永
續發展議程」及「永續發展目標」(SDGs)，調整
永續會組織架構，原「生物多樣性分組」調整為
「永續農業與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 

• 召集機關：農委會 

                     企劃處(永續農業)、林務局(生物多樣性) 

• 涉及部會：內政部、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 

                    交通部、文化部、環保署、海巡署、  

                     國發會、原民會、客委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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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會第17屆改派委員名單 
• 政府部門委員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行政院政務委員 張景森 

內政部部長 葉俊榮 

教育部部長 潘文忠 

經濟部部長 李世光 

交通部部長 賀陳旦 

衛生福利部部長 陳時中 

文化部部長 鄭麗君 

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林聰賢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添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瑞倉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 李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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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會第17屆改聘委員名單(1/2) 

• 民間委員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 王寶貫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呂忠津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董事 林旺根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教授 林盛豐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 林國慶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周蓮香 

臺灣環境保護聯盟創會會長 施信民 

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終身特聘教授 孫璐西 

北海岸反核廢聯盟執行長 郭慶霖 

財團法人資源循環台灣基金會常務理事 張振亞 

臺北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主任 陳亮恭 

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發貣人 陳藹玲 



2017 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 

永續會第17屆改聘委員名單(1/2) 

• 民間委員 

 

 

亞洲開發銀行環境部門資深研究員 屠世亮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交通組副教授 許添本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 黃呈琮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黃俊鴻 

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學院教授 黃得瑞 

財團法人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執行長 劉麗珠 

民間監督健保聯盟發言人 滕西華 

台灣原住民族部落行動聯盟秘書長 歐蜜偉浪 

財團法人浩然基金會海園教育休閒農場籌設負責人 謝志誠 

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理事長 蕭代基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蘇惠貞 

亞洲開發銀行環境部門資深研究員 屠世亮 



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地球上千萬種物種(動物、植物、
微生物…)，及它們所擁有、變化
多端的基因，以及由這些生物和
環境棲地間所構成的生態體系 

•繽紛生命的代名詞 

 

生物多樣性 



 指地球上所有形式的生命體及其所
構成之各層次的生物組織 

 
基因多樣性 

物種多樣性 

生態多
樣性 

固有價值（內在價值, 

Intrinsic Value） 

面相 



基因多樣性 
•基因無法以肉眼直接觀察，需透過儀
器及其他方式了解其存在 

•基因表現於生物體上，則成為肉眼可
見之性狀 



物種多樣性 



•維持物種和基因多樣性不可或缺的
場所，並為人類提供水土、養分等
生活環境上重要服務，即為生態系。 

•溪流、海洋、森林、農田、溼地、
沙漠、離島…等 

生態系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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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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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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公約 
•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於1992年簽署於巴西里約
熱內盧的地球高峰會，並於1993年正式生效，目前有
196個締約方，堪稱全球最大的保育公約。 

• 公約三大目標： 

– 保育生物多樣性 

– 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 

– 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遺傳資源所產生的惠益 

• 討論議題涵蓋與生物多樣性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所有可
能領域，從科學、政策、教育、農業、商業至文化等
，促使保護生物多樣性成為全人類共同關切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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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公約 

• §13『促進和鼓勵對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及所需要的措施的理解，並通過大眾傳播工具
進行宣導和將這些題目列入「教育大綱」』 

• 聯合國則在第65屆會議通過2011-2020年為「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十年」，以鼓勵締約方推動
實施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策略計畫。 

• 林務局自擔任永續會生物多樣性分組之幕僚單
位開始，即規劃相關工作並適應性調整，使生
物多樣性分組永續發展行動計畫與國際接軌。 

 



臺灣 

 地處熱帶與亞熱帶交界，氣候溫和、雨量豐沛，造山
運動及板塊運動，使得地形錯綜複雜，高低差近四千
公尺；早期冰河運動，加上北迴歸線穿越及海洋調節，
孕育了豐富動植物資源。 

 地理環境特殊，擁有高比例的特有種與珍稀物種，已
鑑定出物種已達58,958種，平均每平方公里約有1.6個
物種。 

 這些生物大多以 

    森林為家，隨調 

    查進行，物種陸 

    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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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世界生物物種數量上的比較 

項目 世界 臺灣 百分比 

面積（平方公里） 148,940,000 36,000     

物種（已命名） >1,600,000 58,958 3.68 

裸子植物 1,081 36 3.33 

被子植物 247,508 4,939 1.99 

昆蟲綱 827,165 22,823 2.75 

魚類 33,364 3,196   9.570 

鳥綱 10,357 788 7.60 

哺乳綱 5,853 123 2.10 

備註：世界面積資料來源：UNEP-GEO。物種資料來源：全球現有種數參考 

Catalogue of Life 2017臺灣物種根據。「臺灣物種名錄」資料庫 

2017 年5 月資料整理。 



 

生物多樣性工作 

推動策略與分工 
 



生物多樣性推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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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2001年8月15日行政院第2747次
院會通過，為期四年，64項執行事項。 2004年2月20
日修正，內容包括五大目標與策略及38項執行事項。 

 第一階段執行期間修正自2001年至2007年。  

 第二階段自2007年貣採納CBD第6屆提出之「2010生
物多樣性目標」，改修訂永續發展行動方案，以與國
際接軌。 

 第三階段自2012至2015年，將CBD第10屆提出之愛知
生物多樣性目標(2010-2020願景)再納入永續發展行動
計畫並完成修訂，於2016年提報行政院永續會。 

 另自2014年貣配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研擬
我國永續發展目標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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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生物多樣性推動工作歷程 
1993年 
生物多樣性公約 

正式生效 

2003年 
《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
正式生效 

2012年 
《名古屋議定書》 
正式生效 

2002年 
第6屆締約方大會 

「2010年生物多樣性目標｣ 

(2010 Biodiversity Target) 

2010年 
第10屆締約方大會 

「2011-2020生物多樣性策略計畫｣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里山倡議」 

2001年 
(民國90年) 

核定我國生物多
樣性推動方案 

2002年 
(民國91年) 

成立生物多樣性
推動小組 

2004年 
(民國93年)核定 

生物多樣性永續發展
行動計畫 

滾動式階段性修訂 

2017年 
(民國106年) 

研擬我國永續發
展目標 

2014年 
聯合國正式採
納「永續發展
目標」(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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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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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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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區域
和全球性
合作保育
生物多樣
性 

消除生物多
樣性的主要 
      威脅 

永續利用生
物多樣性並
保護傳統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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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合作 

外來入侵
種管理 

執行社區 
林業計畫 

執行國家植群
多樣性調查及
植群圖繪製 

檢討各類自
然保護區經
營管理 



2017 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 

推動生物多樣性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 邀集相關單位提報概況及所擬實施策略，
舉辦年度檢討會議，作為生物多樣性未來
執行參考之依據。 

• 配合國際生多樣性保育育趨勢滾動式修訂
生物多樣性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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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調查研究、資料蒐集、建立資料庫 

• 生物誌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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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生物多樣性指標建立、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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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棲地保育、維護管理、人員能力建構 

• 棲地保育(各類自然保護區) 

–依據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資料，造成物
種絕滅最主要的原因有： 

• 原始棲地被干擾或破壞 

• 過度獵捕 

• 外來種的引入威脅到原生種的生存… 

–保護物種多樣性最直接的途徑是保護其棲地
。以自然保育為目的所劃設之保護區，可分
為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等五
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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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保護區統計資料 

類別 
自然保留

區 

野生動物 

保護區 

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 

自然保護
區 

國家公園 
國家自然
公園 

總  計 

個數 22 20 37 6 9 1 95 

合計面積 

(公頃) 
65,457.79  27,441.46  326,282.9  21,171.43  748,949.3  1,122.65  1,133,489  

陸域 65,340.61  27,145.57  325,987.02  21,171.43  310,375.5  1,122.65  694,503  

海域 117.18  295.88  295.88  0.00  438,573.8  0.00  438,986  

占臺灣陸域
面積百分比 

(3,619,282) 

1.81% 0.75% 9.01% 0.58% 8.58% 0.03% 19.19% 

註：百分比已扣除保護區範圍重複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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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能力建構訓練 

 

 

 

 

 

 

 

 

 

「2016保護區事務衝突管理小型
實務工作坊」，學員深入探討保
護區衝突管理的練習課題。 

鼓舞年輕世代參與保育工作是
世界趨勢，「與世界接軌-2016

世界保育大會之經驗傳承與分享」
研習會，將國際最新資訊傳達給
國內各機關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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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育類物種調查 

野生物保育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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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修正「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 

 10603參考華盛頓公約附錄修
正國際物種名錄，將197種野
外族群受生存威脅之物種，列
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國內物種列入瀕臨絕種保育類
野生動物 

 「福爾摩沙偽絲珊瑚」 

 「柴山多杯孔珊瑚」 

 包括國內、外物種達3千種。其中臺灣常見保育
物種共214種，包括哺乳類陸域17種、海域27種、
鳥類90種、爬蟲類32種、兩棲類12種、淡水魚
類10種、海洋魚類2種、節肢動物昆蟲類23種、
及甲殼類1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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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資源保育與管理 

• 漁業資源的管理 
• 逐步強化漁業資源資料的收集 

• 監測資源變化狀況 

• 推動獎勵休漁計畫 

• 規範捕撈鮪旗鯊類之延繩釣漁船安裝衛星通訊漁船監控
系統(Vessel Monitoring System, VMS)，進行監控以減
少非法、未報告、未受規範之漁業行為 

• 培訓遠洋漁船之觀察員，隨 

    船觀察紀錄漁獲等。 

 2008 年貣完全禁止捕捉鯨
鯊，並加強宣導漁業資源
保育及生態環境保護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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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維護措施 

–縣(市)政府、漁會、當地海巡、志工及潛水
人員組成巡守隊。 

新北市貢寮區的卯澳灣海洋生態豐富，但昔日因
過漁而漁產銳減；漁業署輔導漁會成立輔導「卯澳
栽培漁業示範區」，也是全國第1個漁業示範區，生
態漸漸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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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苗放流 

 
• 藉由人工繁養殖技術，孵化培育健康優質的魚貝介種
苗，實施放流，有效增裕漁業資源。 

• 公告「水產動物增殖放流限制及應遵行事項」將民間
辦理海域水產動物放流納入管理。104年放流9,260千
尾魚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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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致死預防與友善路廊建置 
–白鼻心通道：動物箱管涵洞穿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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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道讓蝶道 

– 於清明節前後架設1,010公尺長的防護網 

– 設立紫斑蝶預警機制 

– 飛越的蝶量超過300隻/分鐘時封閉北上外側車道 

– 種植適生植栽，提高紫斑蝶飛越高度 

– 與林內鄉公所及其他保育團體合作，投入紫斑蝶保
育推廣行動 

紫斑蝶防護網 



2017 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 

46 

1.境外控制：針對高入侵風險外來種生物進行輸 
  入風險評估，作為是否禁止輸入之依據，並由 
  各主管機關審核輸入外來種生物之許可申請。 
2.邊境控制：執行輸入查驗、加強走私查緝，經 
  緝獲者依法銷毀。 
3.境內控制： 
 (1)進行境內外來種普查，評估管理優先順序， 
    並長期監測入侵物種，持續控制族群數量。 
 (2)對於首次核可輸入之外來物種，定期進行調 
    查追蹤。 
 

巴西龜（賴卓彥 攝） 南美角蛙（賴卓彥 攝） 

多線南蜥（林青峰 攝） 

綠繡眼（吳志典 攝） 

大陸畫眉（姚正得 攝） 

紅色吸蜜鸚鵡（王金源  攝） 

入侵種防治與移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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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管理-野生動物輸出入審核 

 
• 透過野生動物簽審通關作業平台，審核、蒐集 
   國內動物輸出入現況，節省行政效能；另可針 
   對高風險或具入侵性物種，於關口邊境預先防 
   範。 
    



2017 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 

• 強化邊境違法案件查緝 

–防檢局運用檢疫犬加強入境旅客行李及郵遞
包裹之偵測，防杜境外重要疫病蟲害隨違規
攜帶之動植物及其產品入境。 

– 105年度檢疫犬組查獲動植物或其產品逾5.8

萬件、約63公噸。 

桃園國際機場檢疫犬執勤情形 

1060313台北關查獲運動鞋夾藏15隻活體烏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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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區的合作外來入侵種管理 

 • 嘉義縣水上鄉成功活動中心舉辦宣導說明會，
進行沙氏變色蜥捕捉、移除、收集。  

 

 

 

年度 收購數量 

（隻） 

所需經費 

（千元） 

98年 88,385 1,526 

99年 152,821 1,520 

100年 177,093 1,771 

101年 171,874 1,719 

102年 133,333 400 

103年 11,506 35 

104年 225,434 676 

105年 224,485 673 

總計 1,184,931 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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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花米草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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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山、農田、濕地生態系統復育及保育 

– 復育緊鄰森林範圍的水梯田等淺山濕地生態系 

– 農田濕地生態系與海岸、森林及溪流等環境接壤，
位處都會與自然生態系間，扮演緩衝區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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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育農田生物多樣性熱點 

–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水 
雉
園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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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龍濕地生態園區 

鰲鼓野動重要棲息環境 

學甲濕地生態園區 

曾文溪口野動重要棲息環境 

台南巿四草野動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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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建置台灣生命大百科資料庫、生物多樣性資訊網 

生物多樣性推動工作訓練班、年度檢討會議、研討會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系列活動，包括專題演講、講座、
展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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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打造「科學迴廊」，以電視牆及透明電
視為載體，導引民眾透過藝術視角探尋科學的
奧秘。 

飛羽翩翩─ 
馬祖列島鷗科
鳥類生態 

Blue 生色－
探索海洋多元
生態 

打造諾亞方
舟–全球熱帶
植物種源保育
計畫 

蟲林探奇– 
昆蟲大解碼 

態精彩— 
台灣生態驚奇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ZiN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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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生中心建立 

「臺灣公民科學 入口網」 

  整理多項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公民科學資訊
。 

幫野生動物過馬路： 

動物通道可靠嗎？ 

海灘垃圾圖鑑 

路殺是什麼？ 

把螢火蟲請回大安森林公園？
不只為人，是為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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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民間團體、社區建立夥伴關係 

 

–文化部建置臺灣社區通網站，深耕社區文化
，擴大宣導社區永續發展之理念。 

 

–臺灣博物館 

 

 

 

 

 

田裡有腳印市集 永續年夜飯 「悠遊愛地球 展翅的生命力」 
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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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務局與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合作出版 

   「上課了！生物多樣性」系列套書 

– 漫談生物多樣性 

– 永續利用面面觀 

– 保育思潮全球行 

– 綠色經濟幸福學 
電子書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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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保育交流 

–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
會 

–華盛頓公約締約國大會 

–  IUCN國際保護區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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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國際生物多樣性發展，持續以國際自然生態保
育協會」(Society for Wildlife and Nature International

，簡稱 SWAN International)之名義，邀請部會代表及
國內專家學者，以非政府組織之觀察員身份以報名參
加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及科諮機構會議。 

–舉辦周邊會議 

• COP12 「島嶼生物多樣性」 (Connecting the 

islands to complete the biodiversity puzzles) 

• COP13「紮根在大地—社區參與和生物多樣性」
(Rooted in the ground—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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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國際保育行動，贊助國際保育計畫 

 

塞內加爾彎角劍羚復育計畫 

巴西大犰狳保育和生態計畫 非洲國家反盜獵巡邏計畫 

捐助執行國家遍及全球五大
洲 45餘國 

 各類保育宣導計畫 

 瀕臨絕種動物保育計畫 

 非洲地區反盜獵計畫 

 協助華盛頓公約執法計畫 

 重要野鳥棲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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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生物多樣性榮耀 
• 榮獲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之肯定 

– 2010年「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工作」(林務局) 

– 2013年「災後重建推動原鄉部落參與保護區監 

             測行動計畫-以霧台鄉阿禮部落為例」 

                   (林務局) 

– 2014年「推動水梯田暨濕地生態系統復育及保 

             育計畫」(林務局) 

               「國道生態友善環境復育計畫」(高公局) 

    2016年「水土保持導入生態保育計畫」(水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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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第40屆金鼎獎 

 

 

 

 

得獎評語 

政府出版品除了推動政策使命之外，
更期望人民體會政府用心。 

本書為系列中第4本書，延續先前之
生態多樣、永續、保育，清晰論述
人與自然的複雜。在眾多西方生態
翻譯書中，本書凸顯在地生態，也
是關心臺灣教育者必讀作品。 

「上課了！生物多樣性4:綠色經濟幸福學」         

       獲頒圖書類政府出版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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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2011-2020策略計畫 與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願景：一個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世界 

 (Liv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  -  

於2050年，生物多樣性被重視、保育、復原、
合理利用，並維護生態系服務，維持永續的
健康地球，使所有人都能共享重要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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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目標1：透過將生物多樣性納入政府
和社會的主流，解決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根
本原因 

• 策略目標2：減少生物多樣性的直接壓力
和促進永續利用 

• 策略目標3：保護生態系、物種和基因多
樣性以改善生物多樣性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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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目標4：提高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帶
來的惠益 

• 策略目標5：透過參與性規劃、知識管理
和能力發展加強執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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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將愛知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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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社會、文化、
政策、法規、制度、組織、教育等各面向均含括其內。
彼此密切聯繫、溝通、協調與互動發展，將是行動計畫
實質推動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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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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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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wan.org.tw/2010plusyou/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