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與「農委會生物多樣性推動小組」

林務局保育組
管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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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發展」應包含公平性(Fairness)、永續性
(Sustainability)、及共同性(Commonality)三個原則；
就社會層面而言，主張公平分配，以滿足當代及後代全體
人民的基本需求；就經濟層面而言，主張建立在保護地球
自然系統基礎上的可持續經濟成長；就自然生態層面而言，
主張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

永續發展

孟子：「不違農時，榖不可
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
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
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
（《孟子‧梁惠王上3》），
就是指順應萬物生長的時序，
就可以獲得「永續利用」的
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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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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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景
一、願景：

（一）讓當代及未來世代均能享有「寧適多樣的環

境生態」、「活力開放的繁榮經濟」及「安全和

諧的福祉社會」。

（二）達成永續國家目標，善盡全球永續責任。

二、願景內涵：

（1）寧適的環境（2）多樣的生態

（3）繁榮的經濟（4）福祉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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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則
一、世代公平原則

二、平衡考量原則

三、環境承載原則

四、成本內化及優先預防原則

五、社會公義原則

六、公開參與原則

七、科技創新與制度改革並重原則

八、系統整合原則

九、國際參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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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方向

一、塑造好山、好水、好生活的環境品質

二、創造生態平衡的健康城鄉

三、加強社會福利政策

四、調整國人生活與個人行為習慣

五、以風險管理及前瞻規劃推動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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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方向（續）

六、強化永續發展決策機制

七、加強永續發展執行力

八、以指標檢視國家推動永續發展成效

九、推廣大眾參與公共決策

十、協助地方推動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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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內涵
• 綱領下有「永續的環境」、「永續的社

會」、「永續的經濟」、「執行的機制」

等四大「政策領域」。

• 每個「政策領域」包含5至6項「政策議

題」，合計22項政策議題。

• 每項「政策議題」包含：前言及項目，每

個項目下包含課題、目標及策略。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

永續會第16屆委員名冊（政府部門委員）

經濟部部長 鄧振中

交通部部長 陳建宇

文化部部長 洪孟啟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杜紫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保基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曾銘宗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 魏國彥

內政部次長 林慈玲

教育部次長 陳德華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 邱淑媞

主任委員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執行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 葉欣誠

永續會第16屆委員名冊（學者專家委員）

臺灣大學生態學暨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 李玲玲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邵廣昭

臺灣綜合研究院院長 吳再益

臺灣大學建築及城鄉研究所教授 林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專任教師 林郁真

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終身特聘教授 孫璐西

交通大學運輸研究所教授 馮正民

臺灣大學機械系終身特聘教授 楊鏡堂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秘書長 葉毓蘭

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教授 蔣本基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蕭代基

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鄭守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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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會第16屆委員名冊（社會團體委員）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余範英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 李棟樑

祐生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林俊興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董事長 林志森

環保媽媽環境保護基金會董事長 周春娣

中華鯨豚協會常務理事 周蓮香

中華民國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常務理事 宮榮敏

臺灣原住民族人文關懷協會理事長 陳士章

臺達電子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 張楊乾

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執行長 劉麗珠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 賴榮孝

臺灣環境管理協會榮譽理事長 駱尚廉

永續會第17屆委員

政府機關新任委員簽核中

永續會第17屆委員名冊（專家學者委員）

國立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講座教授 李 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李素馨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 吳肖琪

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教授 林建元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 范建得

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終身特聘教授 孫璐西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高翠霞

國立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教授 張四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運輸科學系教授 張玉君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副教授 陸曉筠

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教授 馮正民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蕭代基

永續會第17屆委員名冊（社會團體委員）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余範英

財團法人環保媽媽環境保護基金會董事長 周春娣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執行長 周聖心

中華鯨豚協會常務理事 周蓮香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董事長 林志森

台灣原住民族人文關懷協會理事長 陳士章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董事 張滿惠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黃正忠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 黃呈琮

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執行長 劉麗珠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 賴榮孝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謝英士

1、工作分組置召集人，由分組召集機關首
長兼任之，每三個月召開工作會議一次，
每半年提報一次工作成果。各工作分組
得聘請顧問，並報執行長備查。

2、永續會依據國家及社會需求，得擬定永
續發展相關議題，交由相關工作分組、
政府機關或學者專家研究執行，定期提
報推動情形，所需經費由相關機關支應。

執行機制

3、100年9月9日永續會第24次委員會議決議：
為落實國家永續發展，未來國家重大經建計畫，
可視需要，請相關部會將計畫之草案，提至永
續會報告（分組會議或工作會議），經討論及
意見整理後，提出永續會之「諮詢意見」，供
提案部會或院方參考。

執行機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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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生物多樣性之研究、管理、保育、
利用及公平合理分享

二、提升大眾維護生物多樣性之意識及知
識

三、參與區域性和全球性生物多樣性保育
合作

主辦機關：農委會
協辦機關：科技部、內政部、國發會、

環保署、經濟部、中研院、
教育部等

生物多樣性組 生物多樣性推動工作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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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5月間中研院院士會議，建議成立「國
家生物多樣性及永續發展中心」。

 2001年8月15日行政院第2747次院會通過，
2004年2月20日行政院同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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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樣性推動工作說明(續)
 2010年制定各行動計畫之績效指標。

 2012年將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納入生物多樣性
分組行動計畫草案進行修訂，邀請各工作項目
之主協辦機關共同討論可推動事項與績效指標，
確認修訂內容及工作項目，將自2016年開始施
行。

 農委會負責推動各部會執行生物多樣性工作，
為加強橫向聯繫以順利推動工作，遂建與各單
位之對應窗口建立聯繫管道，加強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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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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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科技部

、原民會、客委會、工程會、衛生

署、環保署、海巡署、人事行政總

處及農委會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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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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檢討與改善保護區經營管理策略(D11030)

‧強化海域保護區，將12浬領海面積之10%納入MPA的
範圍(D1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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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之建置與整合及資訊交換機
制(D12010)

‧建構國家種原資料庫(D1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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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1020)

促進永續利用
與消費

‧建置外來種輸出入管理機制（包括檢疫）(D41010)

‧強化外來種走私查緝(D41040)

‧建立國內外來及入侵生物清單並防治入侵種生物
(D41050、D41060)

控制入侵種的
威脅

‧擬定復育劣化生態系之對策(D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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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3010)

減少棲地喪失
與土地劣化

‧鼓勵民間企業、社區及保育團體，參與生物多樣性與
保護生物多樣性棲地工作(D61010)

整合財務與技
術資源，以執
行策略計畫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生物多樣性公約2010年目標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 擇取重要生物多樣性量化資料納入國家
統計項目

– http://bulletin.coa.gov.tw/files/web_articl
es_files/7839/1173.xls

生物多樣性指標

指標的四項功能

– 簡化(simplification)

– 量化(quantification)

– 標準化(standardization)

– 溝通(communication)

生物多樣性指標

指標01 本土生物物種多樣性

指標02 受威脅物種

指標03 入侵外來種

指標04 物種豐度趨勢

指標05 陸域綠資源

指標06 珊瑚礁

指標07 濕地

指標08 保護區

指標09 災害敏感地

指標10 農漁牧用地

指標11 基因多樣性

指標12 生態足跡

指標13 過漁

指標14 生物多樣性行

動計畫目標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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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