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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之意義

• 生物多樣性：所有來源的形形色色生物體，這些
來源包括陸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統及其所
構成的生態綜合體；這包括物種內部、物種之間
和生態系統的多樣性

• CBD Article 2: "Biological diversity" means the 
variability among living organisms from all sources 
including, inter alia, terrestrial, marine and other 
aquatic ecosystems and the ecological complexes of 
which they are part; this includes diversity within 
species, between species and of ecosystems. 

• 生物多樣性資源包含：
– 基因多樣性
– 物種多樣性
– 生態系多樣性
– 文化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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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生物多樣性

• 法律保護的對象：生物多樣性？生物多
樣性的構成部分？

• 法律的侷限性

例如：基本資料的調查、監測等科學面

• 法律可以採取的手段：直接管制、經濟
誘因

• 本國法與國際法

– 為何需要瞭解國際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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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管制：由法令來禁止或限制某種行為，
違反者通常會被處以行政罰或刑罰
– 例如：野保法第18條「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

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他利
用。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限：」、野保
法第41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未具第十八條第一項第
一款之條件，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 經濟誘因：透過誘因的提供，讓人民自行
選擇要不要改變其行為
– 空污法第16條「各級主管機關得對排放空氣污

染物之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徵收空
氣污染防制費，其徵收對象如下：」

– REDD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 RE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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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需要瞭解國際規範

• 國際法：國家與國家（政府對政府）
間往來所必須遵循之法律，於國家主
權的大原則下，國家要受國際法的拘
束必須要明示同意（例如簽署並批准
條約），但有例外（例如習慣法、片
面宣言）

• 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關係
– 我國有簽署之條約（例如WTO相關協定）

於我國國內法下的效力：法源之一
– 其他國際法對我國的間接影響：犀牛角與

培利制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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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物多樣性相關之法規

國內法規

• 基因多樣性

• 物種多樣性

• 生態系多樣性

• 文化多樣性

• 其他

國際法規

• 資源保育面
– 生態保育類國際環境公約

– 生物多樣性公約、生物安全
議定書、名古屋ABS議定書

• 資源利用面
– 生物多樣性公約

– 世界貿易組織之相關規範

– 糧農用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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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物多樣性相關之國內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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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樣性

•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民99、農委會）：生物安
全、永續利用
– 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管理辦法(103.3.5)、基因轉殖

植物輸出入許可辦法(94.7.7)、基因轉殖植物之標示
及包裝準則(94.6.29)

• 漁業法（104、農委會）：生物安全
– 基因轉殖水產動植物繁殖養殖管理規則(101.5.24)、

基因轉殖水產動植物田間試驗管理規則(105.1.27)
（依據漁業法第69條第3項）

• 畜牧法（民99、農委會）：生物安全
– 基因轉殖種畜禽田間試驗及生物安全性評估管理辦

法(91.11.15)
• 基因重組實驗守則（民93、科技部）：生物安

全
• 尚待立法：遺傳/生物資源法制（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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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相關法條摘錄

• 第五十一條 種苗、種苗之收穫物或其直接加工物應准許自由輸出入。
但因國際條約、貿易協定或基於保護植物品種之權利、治安、衛生、
環境與生態保護或政策需要，得予限制。

前項限制輸出入種苗、種苗之收穫物或其直接加工物之種類、數量、
地區、期間及輸出入有關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後公告
之。

• 第五十二條 基因轉殖植物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輸入或輸出；
其許可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由國外引進或於國內培育之基因轉殖植物，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為田間試驗經審查通過，並檢附依其申請用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之同意文件，不得在國內推廣或銷售。

前項田間試驗包括遺傳特性調查及生物安全評估；其試驗方式、申
請、審查程序與相關管理辦法及試驗收費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基因轉殖植物基於食品及環境安全之考量，其輸入、輸出、運送、
推廣或銷售，皆應加以適當之標示及包裝；標示及包裝之準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 第五十三條 輸入之種苗，不得移作非輸入原因之用途。

中央主管機關為避免輸入之種苗移作非輸入原因之用途，得令進口
人先為藥劑等必要之處理。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10

漁業法

• 第六十九條第三項：水產動植物涉及基
因轉殖者，應完成田間試驗及生物安全
評估，始得推廣 利用；其基因轉殖水產
動植物田間試驗及繁、養殖管理規則，
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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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法相關法條摘錄

• 第十二條 發現、育成或自國外引進新品種或新品系之種
畜禽或種原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經審定核准
登記後，始得推廣、銷售。

種畜禽或種原業者不符前項審定，得於審定書送達之
次日起二個月內，備具理由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再審查。

種畜禽或種原登記經審定公告，任何人認為申請人依
申請登記規定所提出之文件有不實之情事，且能提出具體
證據者，得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備具異議申請書，敘明
理由並附具證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異議；異議審查時，
得通知申請人陳述意見；異議經審定後，應作成審定書敘
明理由，通知申請人及異議人。異議成立者，應撤銷原登
記並公告之。

本法施行前已推廣、銷售之品種或品系，種畜禽業者
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 第十二條之一 種畜禽或種原涉及遺傳物質轉置者，應完
成田間試驗及生物安全性評估，始得推廣利用；其遺傳物
質轉置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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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多樣性

• 野生動物保育法（民102，農委會）：
保育

• 動物保護法（民104，農委會）：保育

• 植物防疫檢疫法（民103，農委會）：
保育／生物安全

•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民103，農委
會）：保育／生物安全

• 尚待立法：植物保護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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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摘錄

• 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3-1條
–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植物、植物產品及其他有

傳播有害生物風險之物品， 公告為應實施輸入
檢疫之品目（以下簡稱檢疫物）。

– 植物、植物產品或其他物品，未列入前項檢疫
物，經發現有傳播有害生物風險之虞者，植物
檢疫機關得採取檢疫處理、退運、銷燬或其他
必要之措 施。

•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33條
– 為維護動物及人體健康之需要，中央主管機關

得訂定檢疫物之檢疫條件及 公告外國動物傳染
病之疫區與非疫區，以禁止或管理檢疫物之輸
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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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多樣性

• 文化資產保存法（民100，農委會）：保育

• 國家公園法（民99，內政部）：保育

• 森林法（民93，農委會）：保育／永續利用

• 野生動物保育法（民102，農委會）：保育

• 漁業法（民104，農委會）：保育／永續利用

• 濕地保育法（民102，內政部）：保育／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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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樣性

• 原住民族基本法（民104、原民會）
– 第 10 條

政府應保存與維護原住民族文化，並輔導文化產業及培育
專業人才。

– 第 13 條
政府對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識及智慧創作，應予
保護，並促進其發展；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 第 14 條
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及環境資源特性，策訂原住民族經
濟政策，並輔導自然資源之保育及利用，發展其經濟產業。

– 第 23 條
政府應尊重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習俗、服飾、社會經
濟組織型態、資源利用方式、土地擁有利用與管理模式之
權利。

•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民104、
原民會）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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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民104，衛生福
利部）
– 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民99.9.9）

– 混合型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評估原則（民
97.5.6）

– 以基因改造黃豆及基因改造玉米為原料之
食品標示事宜（民102.9.26）

• 環境影響評估法

• 污染控制相關法規

•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17

與生物多樣性相關之國際法規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18

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國際規範

• 生物多樣性資源之保育
– 生態保育類國際環境公約

– 生物多樣性公約、生物安全議定書

• 生物多樣性資源之永續利用與惠益
均享
– 生物多樣性公約、名古屋ABS議定書

– 世界貿易組織之相關規範

– 糧農用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19

生物多樣性資源之保育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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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與生態系之保育

• 保育物種
– 例：華盛頓瀕臨絕種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CITES）

– 主要之管制目的：瀕危物種的保育

– 主要之管制手段：瀕危物種之三類附錄、
附錄物種之保護與貿易管制

• 保育棲地
– 例：國際重要濕地公約（Ramsar Convention）

– 主要之管制目的：具重要性之棲地的保護

– 主要之管制手段：保護區的劃定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21

生物多樣性資源之保育

• 1992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BD)
– 架構公約
– 生物多樣性公約的三大目標：生物多樣性資源

的保育、生物多樣性資源的永續利用、遺傳資
源的取得以及惠益均享（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以下簡稱ABS）

• 2000年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
– 直接釋出於自然界之改性活生物體（living 

modified organism，以下簡稱簡稱LMOs）的跨境
運輸

– 事前告知同意協定（advanced informed agreement，
以下簡稱AIA）

– 標示等
– 2010年名古屋-吉隆坡損害與賠償補充議定書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22

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 生物多樣性資源的保育(Art 8, 9)

– 就地保育（in situ conservation）
– 移地保育（ex situ conservation）
– 其他：外來（入侵）種、保護區等等

• 組織架構：締約國大會、各類附屬
機構、秘書處

• 財務機制(Art 20, 21)
– 全球環境設施（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23

Article 8 In-situ conservation

Each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as far as possible and as appropriate:
(a) Establish a system of protected areas or areas where special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to conserve biological diversity;
(b) Develop, where necessary, guidelines for the selection,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of protected areas or areas where 
special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to conserve biological diversity;
(c) Regulate or manage biological resources important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whether within or outside protected 
areas, with a view to ensuring their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d) Promote the protection of ecosystems, natural habitat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viable populations of species in natural surroundings;
(e) Promote environmentally soun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reas adjacent to protected areas with a view to furthering protection 
of these areas;
(f) Rehabilitate and restore degraded ecosystems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threatened species, inter alia,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plans or other management strategies;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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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8 In-situ conservation

(g) Establish or maintain means to regulate, manage or control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and release of living modified organisms resulting from biotechnology
which are likely to have adverse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at could affect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taking also into account the 
risks to human health;
(h) Prevent the introduction of, control or eradicate those alien species which threaten 
ecosystems, habitats or species;
(i) Endeavour to provide the conditions needed for compatibility between present 
uses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the sustainable use of its 
components;
(j) Subject to its national legislation, respect, preserve and maintain knowledge, 
innovations and practices of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embodying traditional 
lifestyles relevant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promote their wider application with the approval and involvement of the holders of 
such knowledge, innovations and practices and encourage the equitable sharing of the 
benefits arising from the utilization of such knowledge, innovations and practices;
(k) Develop or maintain necessary legislation and/or other regulatory provis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reatened species and populations;
(l) Where a significant adverse effect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has been determined 
pursuant to Article 7, regulate or manage the relevant processes and categories of 
activities; and
(m) Cooperate in providing financial and other support for in-situ conservation 
outlined in subparagraphs (a) to (l) above, particularly to developing countries.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25

Article 9 Ex-situ conservation

Each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as far as possible and as appropriate, and 
predominantly for the purpose of complementing in-situ measures:
(a) Adopt measures for the ex-situ conservation of components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preferably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 of such components;
(b) Establish and maintain facilities for ex-situ conservation of and 
research on plants, animals and micro- organisms, preferably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 of genetic resources;
(c) Adopt measures for the recovery and rehabilitation of threatened 
species and for their reintroduction into their natural habitats under 
appropriate conditions;
(d) Regulate and manage collection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from natural 
habitats for ex-situ conservation purposes so as not to threaten 
ecosystems and in-situ populations of species, except where special 
temporary ex-situ measures are required under subparagraph (c) above; 
and
(e) Cooperate in providing financial and other support for ex-situ 
conservation outlined in subparagraphs (a) to (d) above and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ex- situ conservation facil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26

生物安全議定書
(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
• 事前告知同意協定

– 進口商於首次進口直接釋出於自然界的
LMOs時應以書面記載相關資訊通知進口
國

– 在做出是否准許該批LMOs進口的決定時，
進口國必須依照風險評估結果作為決定
的依據

– 缺乏確定的科學證據，並不應影響進口
國做出進口准否的決定

• 標示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27

名古屋-吉隆坡損害與賠償補充議定書
(Nagoya – Kuala Lumpur Supplementary Protocol 
on Liability and Redress to the 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

• 針對因LMO之跨境運輸行為，造成對生物多樣性
之損害的行為人，會員政府應要求該行為人採取
適當之因應措施

• 會員應透過內國法，規範此類之損害賠償（包括
透過民事）的標準（因果關係、損害之範圍等等）

• 尚未生效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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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資源之永續利用與惠
益均享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29

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 生物多樣性資源的永續利用(Art 10)
• 阿迪斯阿部巴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指導

方針
– 國家立法的重要性
– 在地使用者就資源使用的權利與義務
– 適應性之經營管理應基於科學以及傳統

與當地知識
– 避免或降低對生態系所提供之服務的負

面衝擊
– 跨領域之研究以及跨部門之政府合作
– 考慮生物多樣性資源之經濟與非經濟的

使用
– 經營管理與保育成本的內部化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30

Article 10 Sustainable Use of 
Components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Each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as far as possible and as appropriate:
(a) Integrat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into national decision-making;
(b) Adopt measures relating to the use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to 
avoid or minimize adverse impacts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 Protect and encourage customary use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in 
accordance with traditional cultural practice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conservation or sustainable use requirements;
(d) Support local populations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remedial 
action in degraded areas where biological diversity has been 
reduced; and
(e) Encourage cooperation between its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and its private sector in developing methods for sustainable use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31

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 遺傳資源的取得與利益均享(Art 15)

• 波昂遺傳資源取得與利益均享指導
方針

– 國家主管機關的設立與權責

– 事前告知同意程序的主要原則

– 雙方同意之條件的主要原則與要件

– 金錢與非金錢之利益

• ABS 國際管制架構的談判：2010年
名古屋遺傳資源取得與惠益均享議
定書（ABS議定書），已生效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32



2016/6/28

9

Article 15. 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1. Recognizing the sovereign rights of States over their natural resources, the authority to 
determine 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rests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and is subject 
to national legislation.
2. Each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endeavour to create conditions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for environmentally sound uses by other Contracting Parties and not to 
impose restrictions that run counter to the objectives of this Convention.
3.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Convention, the genetic resources being provided by a 
Contracting Party, as referred to in this Article and Articles 16 and 19, are only those that 
are provided by Contracting Parties that are countries of origin of such resources or by the 
Parties that have acquired the genetic resour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Convention.
4. Access, where granted, shall be on mutually agreed terms and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5. 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shall be subject to prior informed consent of the 
Contracting Party providing such resources, unless otherwise determined by that Party.
6. Each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endeavour to develop and carry out scientific research 
based on genetic resources provided by other Contracting Parties with the full 
participation of, and where possible in, such Contracting Parties.
7. Each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take legislative, administrative or policy measures, as 
appropriat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s 16 and 19 and, where necessary, through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established by Articles 20 and 21 with the aim of sharing in a fair and 
equitable way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benefits arising from the 
commercial and other utilization of genetic resources with the Contracting Party providing 
such resources. Such sharing shall be upon mutually agreed terms.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33

名古屋遺傳資源取得與惠益均享議定書
(Nagoya Protocol on 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 名詞定義

• 締約國就惠益均享、遺傳資源（包括傳統知識）
之取得必須訂定國內法規或措施，並透過內國管
制措施加以執行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34

世界貿易組織之相關規範

• 1994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ATT）第二十條

• 食品衛生安全與動植物檢疫措
施協定（SPS協定）與生物
多樣性資源保育相關

• 與貿易相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TRIPS協定）與生物多樣
性資源利用相關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35

GATT 第二十條 一般例外

• 各締約國在相同狀況下，就各項措
施之實施，均不得構成專斷及無理歧視
之手段，亦不得成為對國際貿易之變相
限制。惟下列措施不在本協定限制範圍
內：

• (b) 維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之
必要措施。

• (g) 關於可能枯竭之自然資源之保存措施，
但以此項措施須同時限制本國生產及消
費始生效者為限。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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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衛生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
協定（SPS協定）

•SPS措施應基於科學證據且經風險評估

•外來種的管制

•基改食品的貿易管制

•國際標準的尊重

•較國際標準更嚴格的SPS措施應基於科
學證據

•不得對貿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礙

• 歐盟生物科技產品爭端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37

TRIPS協定：專利權相關規範

• 提供WTO會員對於專利權的最低保護標
準

• 可專利性、獨特的保護機制（sui generis 
system）

• 專利保護與強制授權

• 專利來源的揭露：談判中

• 傳統知識

• 「生物剽竊」、生物探勘契約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38

糧農用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 目標：糧農植物遺傳資源（PGRFA）的

保育及永續利用、資源使用利益的均享、
糧農安全

• PGRFA的使用、保育以及永續利用，特
別提及農民於農場中進行的保育行為

• 農民權：保護傳統知識、參與PGRFA之
利用所得利益的分享、參與國家決策；
不影響農民儲存、使用、交換或販賣農
場內積存的種子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39

糧農用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 建立ABS的多邊系統：為了糧農研

究、育種與訓練的目的，要求締約
國應協助取得多邊系統下所涵蓋的
PGRFA（原則上列於附件一的作
物），此類的取得應依據制式的
「物料取得協議」

• 原則上，於多邊系統的架構下取得
的作物不得申請IPR

• 詳細的利益均享條款，包括技術移
轉以及商業化之產品的利益分享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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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41

法規之重要性與侷限性

• 依法行政

• 法規之侷限性

– 增修之時效性

– 法規間之衝突

– 不同主管機關之協調

– 國際規範之發展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42

相關國際公約/組織網站

• CBD: www.cbd.int
• CITES: https://cites.org/
• Ramsar: http://www.ramsar.org/
• ITPGR: http://www.planttreaty.org/
• WTO: www.wto.org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43

Q＆A

生物多樣性相關法規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