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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推動生物多樣性 
工作與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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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才智(intelligence)是指，學習事務

的快與慢。能力(ability)則指，是否具備

智慧來運用所學得到預期的事物，兩者並

不相同。 

              Alfred North Whitehead. 

 

Ｏ.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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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intellect)和智慧(wisdom)也是兩件事。 

智力即腦力，是掌握與操控複雜思維及觀點的

能力。倘智力加上了判斷力，也許就具備了聰

明才智，其能運用審慎的態度及準確的判斷，

對事物做出適切的解釋，並以實證的方法來檢

驗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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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則能結合智力、知識、經驗與判斷力，

對事物做出通盤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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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學 家 海 耶 克

(Friedrich Hayek) 所

著，通往奴後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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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諾貝爾物理獎普朗克(Max Planck)曾

和其司機合作，向聽眾們開了這樣的玩笑。 



根據投資專家Charlie Munger指稱，世上

有兩種知識，一種為真知，是由那些滿懷

求知慾的人投入了時間和精力換來的。另

者是司機的知識，他們僅虛有其表，藉著

表演，講那些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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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會提出各式各樣的觀點，想解釋身處的

社會，他們受直覺或疑心驅使，理出某些因

果關係，做出嚴謹或不嚴謹的思考，形成個

人的觀點。如果思考過程完整、系統、明

確，則或有可能將觀點轉化成理論。進而提

出一條條假設，以供檢驗。但其過程中的觀

點，僅將視為未受檢驗的認知理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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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公約於西元2014年

10月召開第12屆締約方大會，

秘書處發布第4版全球生物多樣

性 展 望 報 告 （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GBO-4）

檢核推動《2011-2020 年生物多

樣性策略計畫》與愛知生物多

樣性目標的中期結果。 

一、生物多樣性 



發現許多目標不但未達成，且有劣化的趨勢；大會因

此據以調整後續推動的策略與行動，並就生物多樣性

目標納入2015年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等內容進行討

論，支援後續推動2011-2020策略計畫與愛知目標的工

作，包括：能力建設、科學與技術合作等。 

會議期間也通過江原宣言（Gangwon Declaration）與

平昌路線圖（Pyeongchang Roa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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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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係行政院

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生物多樣性分組之幕僚單

位，乃規劃相關工作，使生物多樣性分組永續發

展行動計畫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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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傳多樣性(Genetic Diversity) 

 物種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 

 生態系多樣性(Ecosystem Diversity) 

生物多樣性的快速喪失是現今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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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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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面積雖小，卻擁有豐富的生物資源，依學

者概估全島的生物約有20-25萬種，其中三成的

物種是臺灣特有種。 

• 目前命名約5萬8千種 

，換言之，台灣仍有 

3/5至4/5的物種，迄 

今仍待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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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的生物多樣性 



 台灣鑑定出種名的已達58,225種，除以台灣的土地面

積，則每平方公里約有1.6個物種，遠高於紐西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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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但物種數量卻達全球

3.22％，為所有國家平均值的150倍。至海域海洋生

物之物種數更是平均值的361倍，種數可達全球總數

之1/10，實在值得驕傲與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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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特有種」是指只分布在台灣，尚未見於

全球其他地方的物種；其比例為：哺乳類約為64

％、鳥類13％、爬蟲類18％、兩棲類25％、植物

有26％，某些類群的昆蟲更高達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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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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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 

物種（已命名） 1,360,248 58,225 4.3 

哺乳類 4,863 123 2.5 

鳥類 10,301 717 7 

魚類 32,483 3,148 9.7 

昆蟲綱 795,016 22,411 2.8 

被子植物 234,227 4,921 2.1 

裸子植物 1,026 36 3.5 

全球現有種數參考：Catalogue of Life 2014 Anual List 
臺灣現有物種數即時更新：105 年 4 月「台灣物種名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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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掌握生物多樣性組永續發展行動計畫之策略

推動進程及執行成果，自92年起舉辦年度檢討會議

邀集相關單位提報概況及所擬實施策略，作為生物

多樣性未來執行參考之依據。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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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落實愛知

目標主流化。 

1、推動「生物多樣性分組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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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國際趨勢，本局建置一套具

權威、正確性、可完全免費公

開，且能與國際接軌的臺灣生命

大百科資料庫，收錄臺灣本土物

種中文圖文內容及科普資料整合

並免費公開供民眾使用，以增進

社會大眾對於臺灣生物多樣性的

認識與教育。 

2、臺灣生命大百科資料庫 
（Taiwan, Encyclopedia of Life, TaiEOL） 

生物多樣性之父 
(Edward O.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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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4年底已收錄：植物(包含苔蘚)5,036種、魚

類2,785種、兩棲爬蟲類135種、鳥類568種、哺乳

類100種、昆蟲4,915種、珊瑚273種、蜘蛛272種、

其他動物3,476種，累計18,125種物種解說資料，

22,672張生態攝影照片。 

 

 

TaiEOL網站（http://eol.taibif.tw/） 

 

 

  

 



出版臺灣鳥類誌、臺灣維管束植物簡誌、臺灣蘚類植

物彩色圖鑑、臺灣苔類植物彩色圖鑑、臺灣魚類資料

庫及野生動物聲紋資料庫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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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多樣性教育宣導活動及展示(104年度) 

 行政人員生物多樣性推動工作研習班 

 「看見生命˙展現生命」用鏡頭記錄生命特展 

 「綠色行動˙永續未來」生物多樣性系列演講 

 「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第13屆培訓班 

 「全國海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第10屆培訓班 

 生態農業與里山倡議國際研討會：與自然和諧共生
的農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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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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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獵捕及外來種的引入威脅到原生

種的生存等，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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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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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57.99  27,441.46  326,282.9  21,171.43  748,949.3  1,122.65  1,133,490.13  

陸域 65,340.81  27,145.57  325,987.02  21,171.43  310,375.5  1,122.65  694,503.27  

海域 117.18  295.88  295.88  0.00  438,573.8  0.00  438,986.86  

占台灣陸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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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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類自然保護區統計資料 

 



 99年成立丹大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及九九峰自然保留區 
101年公告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 
102年公告翡翠水庫食蛇龜野生動物保護區及北投石自然保留區 
103年公告桃園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 

烏石鼻海岸自然保留區 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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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度新增之各類保護區 

 



3、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能力建構訓練(10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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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保護區與社區保育國際工作坊」 
「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基礎核心課程」訓練班 
「保護區暨生態教育館溝通與教育實務交流工作坊」 
「自然之道－保護區的任務研討會」 
「保護區遊憩承載管理工作坊」 
「都市自然保護區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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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有滅絕或獵捕壓

力之野生動物物種，指定公告為保育類野生動

物，施以嚴格管制及保護措施。目前經依法公告

之保育類野生動物計有3,000餘種，本土者計212

種，而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之保育及一般類野

生動物，於特許之情況下，得予利用，惟其利用

之種類、地點、範圍及利用數量、期間與方式，

須經主管機關公告或經劃設獵捕區域後為之。 

三、野生物保育及管理 



27 放生與護生 

台灣獼猴 保育類野鳥繁殖 



1、中華白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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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白海豚 

 Order Cetacea 鯨目 

           Family Delphinidae 海豚科 

                 Genus Sousa 駝海豚屬 

                        Sousa chinensis (Osbeck, 1765) 
- 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 
- 華盛頓國際公約(CITES) 

- 附錄I 
- 有滅種威脅須嚴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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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族群現狀 

 

WW: Near Threatened (NT) 
TW: Critically Endangered (CR) 

IUCN Red List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紅皮書:   
極危 (CR) 物種 
97年8月29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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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因此目前該種（除台灣族群外）被IUCN列為Near Threatened (NT)等級。然而，中華白海豚的台灣族群所受的威脅更嚴重，據初步估算該族群已剩不到100隻（ Wang et al., 2007），IUCN已於2008年8月29日將台灣的中華白海豚族群列為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等級，其位階僅次於Extinct (EX)與Extinct in the Wild (EW)，因此未來在西部沿海的各項開發案與離岸建設需更嚴格評估對該族群的衝擊。 



研究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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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至96年小於20趟 
97年後大量增加 

94 至 102 年共 572 目擊群次 



白海豚活動範圍 

 
 
活動範圍 
– 北起苗栗 
– 南至台南 
水深  
– 平均7.6 m (~32m) 
– 95% 小於 15 m 
離岸距離 
– 平均1.4 km (~ 6 km)  
– 95% 小於 3 km 

 
南北共二處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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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水深: 2.1-32.2 (平均7.6)公尺離岸:0.04-5.9 (平均1.4)公里大多離岸< 3公里兩熱區:苗南-彰北，雲林-外傘頂



 照片辨識 

 97至102年集中於4至9月份 
 每年50至150趟 
 大於120,000 張照片 
 從顆痕傷疤辨識個體 
 6年內辨識出76隻個體 
   (不包含青年及幼年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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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個體都是族群內部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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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至 102 年族群動態模式 

50

60

70

8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歷年累積辨識隻數 

每年辨識隻數 

2隻幼兒個體長大加入 
1隻是舊個體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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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中華白海豚目擊隻數變化 
•2008-2014年共累積76隻可辨識個體，今年辨識個體56隻 
•歷年趨勢：辨識隻數＆育幼母豚數皆緩步下降（有小波動）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表示雖然目擊率明顯上升，但多是重複個體目擊。每年目擊的累積母親角色的海豚，在2013些微上升後，再度下降。



 鮮少分布於離岸深水區域 
 偏好棲息於河口周遭 
 近岸平行穿越線調查法具效率及價值 
 六年監測資料顯示族群密度和峰量於100至104

年驟降 

小結 

就地 (原位) 保育行動為迫切要務 

36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為什麼近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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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界:苗栗龍鳳港 

南界:雲林外閃頂洲 

東界:海岸線距岸50m並包括主要河口 

西界:距海岸基線1-3海浬內 

最保守總面積: 約763 km2 

區 面積 
(Km2) 

距岸
(nm) 

面積 
(3nm) 

一 211 1 355 
二 132 2 197 
三 243 3 243 
四 177 2 294 

重要棲息環境範圍與面積 



101年-102年 

邀集國內「海洋保護區」之機關及專家學者，召開跨部會協調
會議。召開「漁業資源保育區檢討與管理會議」。完成「中華
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劃設邊界修訂，並邀請漁會
幹部及漁民參加座談會。 

103年 

預告訂定「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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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海域保護區 



保育目標 

1. 維持與增進臺灣中華白海豚的族群健康 

2. 建立永續的管理機制與長期運作的能量 

3. 推動以保育為主的海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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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減少原因複雜多樣 

 水下噪音衝擊: 聽力損失、生理緊迫、遮蔽效應 
 海水酸化及污染: pH值小於8時罕見海豚出現；

化學污染物累積效應 
 漁業衝擊: 41%個體有受傷狀況 
 棲地破壞族群分隔: 提高近親繁殖滅絕風險 
 淡水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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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虎 

估計全台剩上不到 500 隻 



什麼是「瀕臨絕種」？ 

500 隻 最少可延續的數量 

古代 現代 未來 

小族群維
持的時間
越短越好 

族群數量
成長回升
越快越好 止血 

脫困 



西湖荔枝園、林地和農墾地交會 



石虎在台灣可能殘存的
棲息地分布模擬 
 
本圖的產生係使用石虎活
動核心範圍（Fix Kernel 
50%）內的： 
 平均海拔或出現點海拔 
 農地面積（不含稻田） 
 森林面積 
 草地灌叢荒地面積 
 900m半徑道路密度

（不含快速道路） 



石虎的生態學 

 是環境中的頂級消費者。 

 棲習環境類型廣範、多樣。 

 夜行性動物。 

 以鼠類為主食，其他食物還包括：鼩鼱、松鼠、野兔、鳥
類、蜥蜴、昆蟲。會偷吃小隻的家禽，但並非重要的食物
（案例：在72堆排遺中，只有2堆發現雞形目的鳥羽）。 



苗栗石虎分佈現況 

2005-
2008 

2012-
2013 



無線電追蹤 



高密度地區（通霄楓樹里）石虎個體之 
最小所需範圍面積只估計值 

MCP-75 

平均 137 公頃 

最小值 45 公頃 

最大值 371 公頃 



• 2012/3/11：苗128烏眉里路

段，同一地點2隻相隔約8天。 

• 2013/4/07：苗栗造橋鄉台13

甲10k。 

• 2013/08/19：台中新社。 

• 2013/10/15：苗栗造橋。 

• 2014/8/29：南投152縣道，綠

色隧道內。 

• 2014/11/12：集集台16線4 

k。 

…… 

 

 

石虎路死事件（新聞、路殺社） 



通霄地區進行無線電追蹤個體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狀況 野放日期  結束日期  追蹤天數 原因  

#32 Male 中年  

2007/2/3  2007/12/3
1  

331天 被捕獸夾夾到  

2008/2/25  2008/3/11  15天 遭毒餌毒死  

#33  Male 壯年  2007/2/23  2007/4/13  49天 死亡(毒餌？)  

#29  Male 壯年  2007/3/17  2007/12/2
9  

287天 研判已被捕捉  

#37  Femal
e  

年輕成體  2007/5/25  2007/9/28  126天 發報器脫落  

#39 Femal
e  

老年  2007/11/2
9  

2008/4/2  125天 被夾導致死亡  

#14  Male 年輕成體  2007/12/3  2008/2/1  60天 研判已被捕捉  



威脅 

1. 開發所產生的棲息地減少與破碎化 

2. 農藥毒藥使用造成的死亡及棲息地品質下降 

3. 道路造成的障礙及路死 

4. 人虎衝突防治所發生的捕獵和毒殺 

5. 商業性非法捕獵 

6. 犬貓的獵殺、疾病傳染和潛在的食物及資源

競爭 



3、桃園觀新藻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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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觀新河口藻礁海岸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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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區行政區界：桃園縣觀音鄉保生村、桃

園縣新屋鄉永興村及永安村。保護區範圍：

保護區範圍界線係緊連各堤岸構造物，但

各堤岸構造物主體不納入保護區範圍，面

積：39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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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範圍與面積 



生態保育目標 

永續利用目標 

環境教育目標 

學術研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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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目標 



四、實際案例 

官田水雉保育 
雲林口湖成龍濕地 

水梯田濕地生態系統復育 



•2000年1月由高鐵開發單位及政府共同出資設立「水雉復育 
  區」，並委託進行水雉棲地復育，林務局並於2006年起，直 
  接補助台南市野鳥協會水雉園區之經營管理 

•2007年，為加強推展保育教育，更名為「水雉生態教育園 
  區」 

水 
雉
復
育
區 

1、官田水雉保育 



水雉園區已成為水雉在台灣最重要的繁殖棲地 



清除草澤中不適合水雉築巢之植栽 

為改善園區棲地，營造有利水雉繁殖與度冬環境，林務局於
2009年起迄今每年約投入250~290萬元 



•將原有大面積之埤塘分隔為小區，以利植栽管理 

•提早種植菱角等浮葉性水生植物，以利水雉進駐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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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雉族群調查 

 園區：每週一次、繁殖期的繁殖狀況記錄 
 大台南：7~8月、11~12月各調查一次 
 台灣： 7~8月調查一次 



園區水雉繁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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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水雉歷年繁殖結果折線圖

成鳥

巢數

雛鳥長

成數

最早產卵日:103年4月29日 蛋數：614個；孵化數：334隻



水 
雉
園
區 

水雉誤食農藥之隱憂 

• 菱角收成後之殘菱水田，是水雉度冬期間的重要覓食棲地，
多數農友於12月中至次年1月底會接續進行一期稻作 

 



• 近年農友開始採用成本較低之「直播稻穀」法種
植稻作，部分農友為防蟲害及鼠、鳥啄食，乃事
先將稻穀拌入農藥，導致水雉與其它水鳥誤食 
 

中毒虛弱個體 中毒個體搶救 中毒死亡個體 

• 2009年12月至2010年2月期間，共發現85隻死亡個
體，另有5隻中毒個體經搶救後痊癒 



2010年起邀請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進駐官田，
推動「官田水雉農田棲地經營管理計畫」 

農民座談 有機觀摩 

2010年重要工作 
•密集辦理座談，並結合水雉園區，引導農友初步認
識 有機農業與水雉生態 



水 
雉
園
區 

B區：20死 

A區 

•2010年12月，於水雉度冬農田熱區之A區，試辦補助
農民以插秧取代直播，該區在冬季過後並無水雉中毒死
亡，其他區域總計仍有51隻死亡 



•2011年起輔導農友轉型有機耕作，推出「官田水雉
綠色保育」標章，並訂定保證價格收購機制與管理審
查制度 

重要工作 

•爭取消費者支持「官田水雉綠色保育」菱角與稻米，
建構無農藥的永續生產與水雉的永續生態 

農民簽約 稽核員培訓 



•從2011年計有7戶農友參與菱角契作，面積3.37公頃 
•迄今2014年簽約農友達57戶，實際面積約47.4公頃 
•2014年官田地區通過綠色保育標章申請之農友共24
戶、 
  農地面積共17公頃。 



台南地區的水雉族群（近五年） 



2014年繁殖期全台水雉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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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散台北2隻 

宜蘭5隻（有
繁殖族群） 

花蓮55隻（有
繁殖族群） 

零散屏東1隻 

高雄62隻
（有繁殖族

群） 

台南422隻
（有繁殖族

群） 

零散嘉義2隻 



高質化產品研發，協助發展產業 

(一) 官田區產出的綠色保育產品除了菱角仁、菱鄉米外，兩
年來陸續又開發有：菱角茶、菱香南粽、純天糙米粉…等農
產加工品。 

(二) 本年度開發出以菱角為原料的「菱角糕」，上架到全台
里仁商店。 

 
 

 

以里山倡議精神發展水雉保育工作 



2、雲林口湖成龍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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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位置 

口湖鄉下湖口地區因地
層下陷，自1986年韋恩、
艾貝颱風來襲後，即水患
不斷。 
 
民國1996年7月31日賀
伯颱風引發海水倒灌，導
致部分農田長期浸於鹹水
中無法耕種，且因未符水
旱田利用調整計畫之相關
要件，亦無法申請休耕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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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B 

A 

成龍濕地整體面積約91
公頃，包含30公頃之養
殖區，餘主要為農地，
其中長期浸於鹹水之農
地約佔48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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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龍濕地 

鰲鼓溼地 

林務局經評估，
於2005年度起補助
雲林縣政府辦理
「濕地生態園區經
營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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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生態園之理念 

台灣西南部沿海地區，因地層下陷導致部份土地長期
積水或鹽化，針對其中具備自然生態發展潛力之區域，
以生態休耕補貼之方式租用土地，輔導其轉型為兼具保
育與遊憩功能的濕地生態園區，並進一步與地方特色產
業結合。 
 
除可創造新型態之產值，有助居民之生活外，並可讓
土地休生養息，孕育生物多樣性；未來更將可與各類法
定自然保護區域共同串聯成西海岸濕地生態廊道。 
 
營造濕地聚落景觀、形塑社區新文化，並輔導友善環
境之地方特色產業，除可創造新型態之產值，並減緩地
層下陷趨勢。 



成龍溼地生態園區 

鰲鼓野動重要棲息環境 

學甲溼地生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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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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口湖鄉濕地生態園區經營管理示範計 
    畫」，期程自2005年迄今 
 
 

執行概要與重要成果 

  (1)長期租用農地42公頃，並組織成龍濕地巡守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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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社區居民為對象，辦理濕地經營管理社區參訪及生  

     態解說導覽培訓課程。 

  3、結合在地居民栽植濱海原生植物（五梨跤、欖李、草 

     海桐等），強化生態復育與濕地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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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然資源調查與監測－生態復育成果 
    以鳥類資源為例 

 種屬組成： 12目29科107種 (包含黑面琵鷺及鸕鶿等) 

 遷徙屬性：留鳥 (佔38%)、候鳥 (佔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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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地方政府與居民之共識，統整成龍濕地之
發展軸線 
 

 強化濕地生態園區之社區參與 
       讓在地居民重新接納並且愛惜曾經絕望的淹沒土地，認識與理

解成龍濕地對於社區發展所能扮演的角色與意義，進一步思考
社區與溼地的永續發展之路 

 

 2009年新增2項補助計畫： 
    (1)雲林縣口湖鄉溼地生態園區總體規劃計畫         
    (2)雲林縣口湖鄉溼地社區學習參與計畫 
         

2009年新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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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雲林縣口湖鄉溼地生態園區總體規劃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 

目標：以成龍濕地生態永續發展為上位規劃概
念，整合當地自然、人文及產業三大資源，結
合居民、社區、學校等在地性團體，發展生態
旅遊路線、解說導覽系統、及硬體設施及空間
環境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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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雲林縣口湖鄉溼地社區學習參與計畫 

 執行單位：觀樹教育基金會 

 目標： 
 協助周邊聚落進行社區保育營造與環境教育紮根 

 強化成龍濕地之自然保育功能，並以全國性地層下陷
區域環境教育中心為定位。 

 與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善用居民廢棄或閒置建築空間，
規劃設計作為環境解說教育及諮詢服務場域。 

 實施方法：以成龍國小學童為核心，藉由在地陪伴，

牽引社區居民關懷成龍濕地及參與濕地保育與管理；進而
共同思考社區與濕地之永續發展方案。 

 

 



 建立環境教育基地 
   以成龍國小為據點，成立「成龍濕地三代班」，工作內容

包括課業指導以及濕地生態調查，藉由學校深入社區，
引導學童與成人參與環境調查及保護行動。 
 

執行情形與成果 



 濕地環境教育 
  設置「成龍濕地Long Stay部落格」，並出版「小偵探

特報」刊物 

 

 



 成龍濕地國際環境藝術節（2010年起） 





 漁產純海水生態養殖試驗 
 觀樹教育基金會於「HOPE(漁網)學程」中除

了邀約全台各地的生態養殖達人至成龍村進行
經驗交流外，並帶領村民前往宜蘭觀摩金車生
技的純海水養殖法，以取代抽取地下水養殖白
蝦等漁產經驗。 

 加強人為的管理，配合科學的管理方式，根本
不需使用藥品，養蝦仍有不錯的利潤。以他們
所設計的養殖場為例，其依蝦子大小分池飼養
，使得一分地養殖池的收成量比傳統一甲地土
池還多，而且可穩定收成不間斷。 



以成龍濕地結合周邊聚落，打造兼具保育、遊憩與生產
的溼地生態園區，並成為 
•台灣地層下陷區域的環境學習中心 
•台灣地層下陷區域的樂活中心 
•台灣地層下陷區域的友善環境產業示範中心 
 

 

未來願景 



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Satoyama Initiative 
里山倡議 

 

2010生物多樣性公約 
締盟國大會  COP10 

3、水梯田濕地生態系統復育 

簡報者
簡報註解
1.《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屆締約方會議（CBD COP10）於2010年10月18-30日在日本名古屋舉辦，並提出2011年至2020年生物多樣性的新目標《愛知目標》。2. 「里山」一詞源自日文，指的是高山與平原之間，森林、社區與農業生態系構成的地景，是實現社會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想，以永續利用的方式來管理土地和自然資源，達到兼顧生物多樣性維護與資源永續利用的願景，作為實現生物多樣性愛知目標的重要工具之一。3.林務局為推動生物多樣性工作之中央主管機關，為符合國際趨勢，自99年起逐步將水梯田暨濕地生態系統復育及保育工作與「里山倡議」的理念扣合，以因地制宜的策略發展臺灣在地的里山倡議



里山倡議 

 2010年《生物多樣性
公約》第十屆締約方
大會有關生物多樣性
永續使用的第32號決
議通過了「里山倡議 
」，認定「里山倡議
」是一個謀求生物多
樣性和人類福祉雙贏
的有用工具。 
 

社會-生態生產地景 



新北市金山區八煙、兩湖及清水濕地聚落，與生態工法
基金會深耕實踐「金山倡議」。 

 
新北市貢寮區吉林村雙溪河上游集水區河谷，與人禾環
境倫理基金會合作，共同發展水梯田生態復育的工作。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部落(石梯坪)，與原住民觀光產業發
展協會，動「海稻米」產業品牌發展，提昇海岸部落居
民對在地文化、農耕方式、與生態資源的關心與重視。 
 

選擇地點 



 著力於保存具有生態、景觀與文化保存價值之
珍貴水梯田與埤圳生態環境，使其受到妥善的
保護，以保育棲息其中之珍稀濕地物種 

 符合國際趨勢，自2010年起逐步將水梯田暨濕
地生態系統復育及保育工作與國際「里山倡議
」的理念扣合，以因地制宜的策略發展臺灣在
地的里山倡議 

 

目標 



實務執行策略 

 擇定示範區辦理先驅計畫，以具生態與景觀復
育潛力、文化元素豐富之水梯田為選取原則 

 除客觀條件符合外，復育計畫應有社區居民及
地方政府共同推動與參與，必要時應委請專業
環教或社造團體在地陪伴與輔導 

 針對已陸化之水梯田，協助修復必要之灌溉與
蓄水設施，重新蓄水回復濕地生態 

 欲復耕之農民，須以無藥方式種植水生作物、
或具地方文化特色之傳統作物，林務局與輔導
團隊將協助農產品之行銷 

 

 

 



五、其他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 
1. 中研院、農委會與國科會建置「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網」

（TaiBIF），出版2015臺灣物種名錄，共收錄58,217種。 

2. 持續推廣GBIF之建議資料分享工具（Darwin core與

TAP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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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條第2項規定修

正並公告「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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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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進物種多樣性 

 



由林務局統籌進行外來入侵種管理及分工，訂定「

外來入侵種管理行動計畫」具體實施管理措施，推

動相關防治計畫，並建立「已入侵動物管理優先順

序評估系統」，聯合地方政府與民眾防治入侵生物

，將入侵種造成之經濟損失及生態衝擊降至最小。

如:移除入侵紅火蟻、白腰鵲鴝、亞洲錦蛙、沙氏

變色蜥、多線南蜥、八哥、輝椋鳥及監測埃及聖䴉

、小花蔓澤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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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國內外來及入侵生物清單並防治入侵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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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鼓勵民間企業、社區及保育團體，參與生物多樣性工作 

 「貢寮和禾感恩會」見證貢寮水梯田復育成果，保存與自然
共生共享的傳統思維與技術經營環境，營造雙溪河流域洄游
生物的生態廊道，延續地方產業並活絡保育推廣教育工作。 

 保育鳥類棲地環境，補助中華鳥會檢視全台IBAs、彙整歷年
資料並進行調查，104年完成「臺灣重要野鳥棲地」。 

 

貢寮水梯田 貢寮社區開發之農產品 台灣重要野鳥棲地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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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裡有腳印市集」：每周六舉辦常態性之綠色保育農產品
市集，邀請來自臺灣各地的綠保與具有相同理念的農友進駐
市集，展售悉心栽培的友善環境農產品。 

 「2015阿里山四季賞螢暨步道遊蹤系列活動」，結合社區業
者、旅行社及志工宣導生物多樣性與推廣生態旅遊。 

阿里山地區生物多樣性及螢火蟲
生態復育有成 田裡有腳印市集 



 99年度：「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工作」 
101年度：「推動造林計畫」；「環境教育資源整合暨推廣平台計畫」 
102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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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推動水梯田暨濕地生態系統復育及保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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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來展望 

榮獲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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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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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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的生活環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Forestry Bureau Council of Agriculture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3、保護區經營管理人員能力建構訓練(104年度)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中華白海豚
	台灣族群現狀
	研究努力量
	投影片編號 32
	 照片辨識
	97 至 102 年族群動態模式
	歷年中華白海豚目擊隻數變化
	小結
	投影片編號 37
	投影片編號 38
	投影片編號 39
	族群減少原因複雜多樣
	2、石虎
	什麼是「瀕臨絕種」？
	西湖荔枝園、林地和農墾地交會
	投影片編號 44
	石虎的生態學
	投影片編號 46
	投影片編號 47
	高密度地區（通霄楓樹里）石虎個體之�最小所需範圍面積只估計值
	投影片編號 49
	通霄地區進行無線電追蹤個體資料 
	威脅
	投影片編號 52
	桃園縣觀新河口藻礁海岸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範圍圖
	投影片編號 54
	投影片編號 55
	投影片編號 56
	投影片編號 57
	投影片編號 58
	為改善園區棲地，營造有利水雉繁殖與度冬環境，林務局於2009年起迄今每年約投入250~290萬元
	投影片編號 60
	水雉族群調查
	園區水雉繁殖成果
	投影片編號 63
	投影片編號 64
	投影片編號 65
	投影片編號 66
	投影片編號 67
	投影片編號 68
	台南地區的水雉族群（近五年）
	2014年繁殖期全台水雉分佈圖 
	投影片編號 71
	2、雲林口湖成龍濕地
	投影片編號 73
	投影片編號 74
	投影片編號 75
	投影片編號 76
	投影片編號 77
	投影片編號 78
	投影片編號 79
	投影片編號 80
	(1)雲林縣口湖鄉溼地生態園區總體規劃
	(2)雲林縣口湖鄉溼地社區學習參與計畫
	執行情形與成果
	投影片編號 84
	投影片編號 85
	投影片編號 86
	漁產純海水生態養殖試驗
	投影片編號 88
	投影片編號 89
	里山倡議
	投影片編號 91
	投影片編號 92
	實務執行策略
	五、其他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
	投影片編號 95
	投影片編號 96
	投影片編號 97
	投影片編號 98
	投影片編號 99
	投影片編號 100
	投影片編號 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