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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多樣性及資源保育

海草床
昆布林

大洋生態系

深海生態系

珊瑚礁

紅樹林(林澤) / 草澤

冰山生態系

深海熱泉海洋生態系與陸地大不相同

深海熱泉 vs. 淺海熱泉--龜山島淺海熱泉獨特生態系 冷泉 (Cold seep)– 冷泉處多海綿及深海珊瑚。Vent
及seep區之基礎生產者為chemosynthetic archaea and 
bacteria。硫礦噴出處形成black smokers, chimneys及其他
礦物沈積物。H2S被硫化菌合成有機物進入食物鏈。此地微生
物多為extremophilic可耐高温、耐酸。冷泉區為利用CH4之碳
化合物而非硫化物。

海底山 (Seamount)：高於海床1,000m之隆起物，山頂可能近海

平面或在海底數公尺深處。大西洋800座，太平洋 > 30,000座，全球~10萬座

鯨屍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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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34個動物門中，有33個門存活海洋，但16個門只生活
在海洋。反之，只有一個門(有爪動物門)只存活在陸地。
這還不包括95%均在海中的海綿,刺胞,苔蘚等動物門

有爪動物門

認識這些海洋生物嗎?
●二十世紀四個新動物門，其中三門只存活於海洋

鬚腕動物門﹙Pogonophora﹚-1900印尼海底發現，1914年正式發表，第二種採自西伯
利亞之鄂霍次克海，隨後由深海熱泉發現甚多。

要發現新的動物門-大多仍需來自海洋

-1960 年代發現，1995年才命名，在龍蝦之口鬚上，目前只有一種Symbion pandora，可
有性及無性生殖世代交替，矮雄﹙dwarf male﹚附生在雌體上，只負責產生精子，
雌體可行無性生殖在體內形成，但屬於雌性而已。雌體則負責營養。

環口動物門﹙Cycliophora﹚ Ｑ：全球海洋生物有多少物種？

(2000-2010) (www.coml.org)

A： 25萬種，但估計至少應有百萬種 (2010年)
- 迄2010年，已有80國2700位科學家攜手合作，已成立

了17個調查計畫。派出540個探險隊出去調查，比十
年前(2000)多增加了約两萬種。已發表1200多種，還
有6000多種待發表。

Census of Marine Life (全球海洋生物普查計畫)

OBIS (Ocean Bio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已累積資料近3000萬筆，物種已超過19萬種。

只有5%的海洋有較詳盡的調查，尚有20%的海洋完全未
被探勘過

從水深及經緯度的剖面圖
來看，全球海洋的深海及
遠洋調查最少

全球海洋生物地理資訊系统(OBIS)除了蒐集CoML計畫的點位資料外，也收集
800多個資料庫的資料。黃色點代表來自CoML及其合作計畫之調查；紅色點代
表來自新的調查地區，先前沒有調查資料，大多在南大洋、北太平洋及中大西洋
脊；而東太平洋最缺資料。

‧

(all photos from www.com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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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sus of Marine 
Life

(picture  from www.coml.org)

目前正在建置全球自動珊瑚礁監測網(ARMS-Autonomous Reef Monitoring 
Structure)，派私人飛機含專家與定序儀到各開發中國家去協助採集、鑑定及定
序之工作；建立全球海洋追蹤網(GOOS-Global Ocean Tracking Network)；主
動聲探建置MARS觀測網；生態聲探紀錄儀(Ecological Acoustic 
Recorder,EARS)可以連續追蹤長達7年，而過去傳統之電子標示器，利用人造
衛星只能追蹤一年而已。

日本海域各個海洋生物門中已描述(紅色)及已鑑定
但未描述之物種數(藍色)—121,913種(估計),多為
線蟲

(JAMSTEC Japa

兩個黑盒子(Two black boxes)
1. Microbes (微生物)

●每32公升的海水中存在229至381種的真核生物；每
毫升的海水中存在160種的原核生物

尚未解答的問題? (是否任何地方都有生物)

Bouchet COML Paris 6 July 2006

2. Symbionts: (共生生物):  commensals, 
associates and parasites (共棲, 互利以及寄生)

● 熱帶地區的底棲無脊椎動物共生的橈腳類動物還有
約95%的種類尚未被描述；每種魚身上約有30種蛔蟲

地球上數量最豐富的生物—其實是海洋中的
oxyphotobacteria, Prochlorococcus spp.

• 每毫升海水7~20萬個細胞，屬於picoplankton，行光合作用體型遠
小於一般之細菌(約30nm)

-- Nature Vol 413 Oct, 2001

1. 提供人類重要的食物來源

•據估計人類消耗的高級蛋白質中約有20%係來自海洋。

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2. 地球的最大維生系統

石化燃料燃燒 火山噴射大氣CO2

游離溶解CO2 碳酸氫
鹽和碳
酸鹽

游離溶解CO2

鈣化作用
CaCO3

浮游植物
光合作用

底棲生物
呼吸

浮游動物和
游泳動物

分解

細菌

深海沉積物

下沉

溶解和顆
粒性碎屑

CaCO3骨骼

呼吸

溶解

下沉

呼吸

(改自Lalli & Parsons 1997)

海洋生物不但提供人類食物、醫藥與休憩等多功能的需求，也藉由保護海岸、分

解廢棄物、調節氣候、提供新鮮空氣等等，成為地球上最大的生命維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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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研究河豚毒而前後有三次獲諾貝爾獎

1.1963-Hoegekin A. Anderew 
Huxley John Eccles

2.1991-Erwin Neher 
Bert Sakmann(發現 single 
path channel)

3.2003-Peter Agre
Roderick Mackinnon(發現鉀
離子與水與細胞膜之作用) 

3、基礎科學研究

971009—蘋果日報

2008年得獎因從水母身上找到綠色螢光的蛋白質並應用在生技及生
醫領域之研究而成為研究現代生物學的重要工具，因而獲獎

提供基礎生命科學研究的材料或模式動物。

軟體動物門 - 裸鰓類(海蛞蝓)

海蛞蝓(Aplysia)是研究記憶的最佳模式材料，因有動物界
中最大的neurons，神經系統簡單，只有20,000個neurons

4、生技產業

AICELLO CHEMICAL CO.,LTD.

5. 生質能源
海洋綠金－生產生質酒精外,海藻還有很高的工業、農業、食用及藥用價值。從
海藻中可以提取多種醫藥、工業產品;還能「海藻減碳」、「海藻糧食」與「塑
膠原料供應」等

6.仿生學(Biomimetics, Bionics)
—向生物或大自然模仿或學習

貽貝的黏著性蛋白質 Mussel Adhesive Protein (MAP) 
優點：可塑性高，可牢固黏著在各種材料的基質上
(如礦物、金屬表面及木材等) ，也不怕潮溼或浸水，
環保且對人體無害。



2016/6/28

5

7. 生態旅遊 (Eco-tourism)
潛力無窮，獲利更多，符合永續及保育原則

8、水族館之研究、教育及娛樂功能

- > 3,133種, 分成 48目298 科(全球32,900种，62目515科) - 海水魚類
約 3000+ 種（佔全球15％），淡水及河口魚230+種

- 初級淡水魚近百種（佔全球0.8％, 42 為特有種）

- 約佔全球魚類總種數之 >1/10

台灣其實是個生物多樣性之島!—以魚類為例

China Coastal 
Waters (winter)

Taiwan

South China 
Sea Waters
(summer)

KUROSHIO

Philippines

115° 120° 125°

25°

20°

China

22oN

24oN

26oN

Tropic of  Cancer

多樣化的海洋棲地或生態系。水深、底質、地形、海流(水溫、鹽度..)的
不同造成台灣南北不同的生物相或地理區

台灣的海洋生物多樣性為何這麼高?

圖片取自:http://www.marineregions.org/

台灣海洋生物物種數平均是他國的多少倍？--以魚類為例

答案：

(1) 以陸域面積來算─約為411倍

全球魚種數
全球陸地面積 萬 ² ,, 2.16種/km2

台灣魚種數
台灣陸地面積 萬 ² , , 888.8種

/km2	(2)  以海域面積來計算--約為31倍

全球魚種數
全球海洋面積 萬 ² ,, . 0.9種/km2

台灣魚種數
台灣 面積 萬 ² , . 		27.86種/km2

台灣的土地面積只佔全球陸地的0.025%

台灣的EEZ面積佔全球海洋的0.32%

臺灣的土地面積
只占全球陸地的
0.025%，故物種
數平均比其他地
區高出400倍(海
洋生物),100倍
(陸地生物) 。

- > 3,084 種, 分成 47目289 科(全球28400種，62目515科)

- 海水魚類約 2900 種（占全球15％ ），淡水魚232種

- 初級淡水魚近百種（占全球0.8％, 42 為特有種）

- 約占全球魚類總種數之 >1/10

台灣其實是個生物多樣性之島—以魚類為例

Taiwan

臺灣是極佳海洋生態研究的地區-物種多、棲地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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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陸上不但是蝴蝶王國—海裡也是蝶魚王國!
臺灣原本是珊瑚礁魚類的天堂－如蝶魚，棘蝶魚種數全球之冠

Taiwan 29(88)          45(125)    74(213)

(引自Allen et al. 1998)

臺灣還有不少海域尚未調查 -

如50米以下的珊瑚礁或岩礁區，
及600 m以下的深海區

--2005 大深度潛水

缺乏足夠物力及探勘設備的問題--如台灣深海生物多樣性之研究

(NSC 海科中心)

(陳天任等))

過去十年來在甲殼類、魚類及頭足類新增加至少50個以上的新種，
400個以上的臺灣新紀錄種；尚有更多新種正陸續整理發表中。

海研五號 (2012/8/10啟用)
海研一號

水試一號

節肢動物十足目的多樣性
，全球超過15,000種

(海大陳天任提供)

趨同演化的實例 – 新屬深海蝦 (4000m,花蓮) vs. 爐眼魚 (Ipnops)  

燈眼蜥魚料(Ipnopidae)
陳天任提供

造成海洋生物多樣性減損及漁業資源減產的原因

物種數增加是本土分類學者努力研究的成果；但各種之數量或

族群量卻在銳減

豐富→ 常見→ 偶見→ 罕見→ 區域性滅絕

原因: 

人為因素→過漁、棲地破壞、污染、外來入侵種

自然因素→反聖嬰、颱風、冷水流入侵等

3000

2000

100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累
計

物
種

數

豐
度

(
尾
數

)

真正原因不易釐清，故
易各自卸責 (政府、漁民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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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 et al (2005)

海洋基準線/背景值的改變 (The Ocean Shifting Baseline)

沒有過去留下的科學數據(資料)來作比較，
科學家就不能道聽塗說來寫學術報告發表。

Shifting Baselines: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Ocean Fisheries (2011);  Island Press 

每當海洋基準線下降，人們總把它當成
是新的正常的基準線，而不願意去停止
向下調整這個基準線。 透過努力，如MPA，我們可以

使基準線逐漸提升及恢復往
日水準，但這需要時間。

1957

1980

2007

50年來美國佛州釣魚比賽冠軍

漁獲體型大小及營養層變
化

1950: 約2~3m

1980: 約0.5~1m

2000: 約~0.5m

中國大陸及台灣的情況???

魚源枯竭與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日益減少息息相關，如果能
推廣魚類保護區，才能確保魚源。 ( Worms et al. 2006 Science Nov.)

2006.11.04 中國時報及蘋果日報等

骨牌效應

連鎖效應

加乘效應
西非地區本地漁船及國外漁船捕魚的漁產量的重製圖

家計型漁業

申報FAO量

維生需求量

棄獲量 外國漁船非法入漁量

外國漁船合法入漁量

娛樂漁業

機械化漁業

(Daniel Pauly; 2015 
BECoME)

1980養殖魚佔
20%;
到2010年已達
50%

全球實際的漁業量遠高於FAO官方統計數字!!!

五十年來全球漁場逐漸擴張到無一倖免之處

5

4

3

2

T
ro

ph
ic

 L
ev

el

Watson and Pauly In:  Atlas of the Ocean

漁業已使食物網造成減
損或朝食物鏈底層漁撈

Fishing Down Marine Food Webs

先將體型大、種多、味美、價高的頂級掠食者先捕撈
殆盡

營養層級愈高，物種愈多但量少。反之營養層級
愈低，物種愈少但量多。

Dr. Daniel Pauly

Pauly et al. (1998, 2002)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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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們繼續不知節
制的捕撈，則水母
的量會逐漸增加，
而變成另一種資源，
成為水產輸出品

(Daniel Pauly , 2004)

大魚小魚蝦蟹蠕蟲、水母
???

The jellyfish joyrid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management responses to a more gelatinous future. 
(Richardson et al, 2010, TREE Vol.24(8)

水母在各地海域暴增的原因重回寒武紀的海洋？

《人、魚、海的兩種未來》

回想過去的五、六十年前我
們所吃的每一尾魚都是野生
魚類，但到今天市場上已是
野生和養殖各半，消費者已
不易分辨哪些是野生，哪些
是養殖。如依此趨勢持續發
展下去，我們的孫兒輩很可
能就再也吃不到野生魚類，
下海潛水也看不到美麗的珊
瑚礁魚類了。

1980養殖魚佔 20%; 到2010年
已達 50%

山岳文化，2011

2004; Ebury Press

2006; NY Press 2004; Island Press

2010; Peguin Press
2012; 城邦文化

台灣北部海域魚類的數量正在快速
的減少 (1987—2014)

Scientific Data 是Nature 2014剛發行的
子期刊，是以刊登資料論文為主的學術刊
物

魚種數

魚尾數

要有長期監測的資料才能看出生物多樣性之真正變化趨勢

2008

2006長江大壩截流；
2007-2008反聖嬰；
2008中國雪災及澎湖寒
害

漁業資源衰退的原因

1. 過漁與不當的消費

過漁 誤捕，棄獲

白金傳奇-鰻魚展. 宜蘭縣蘭陽博物館
於2012年11月27日至2013年5月5
日舉辦

台灣的「白金」傳奇 --鰻魚的悲歌

(為生計連老命也拼了)

2014年06月12日--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宣佈，確定將鰻魚列
入介紹瀕危物種的紅皮書。報導指出鰻魚將被指定為瀕危物種。
將於2016年召開的CITES會議上討論，如通過則但今後鰻魚可能
被列入禁止貿易，或被列入需出口國許可。。



2016/6/28

9

東港黑鮪魚歷年捕獲量,年年創新低:
1998年: 6,905 尾
1999年: 11,311 尾
2000年: 10,456 尾
2001年: 6,686 尾
2002年: 5,351 尾
2003年: 5,886 尾
2004年: 5,903 尾 (全台灣7206尾)
2005年: 4,604 尾 (全台灣5531尾)
2006年: 3,918 尾 (全台灣4673尾)
2007年: 4,453 尾 (全台灣5548尾)
2008年: 2,934 尾 (全台灣3819尾)
2009年: 2,342 尾 (全台灣3269尾)
2010年: 988 尾 (全台灣1277尾)
2011年: 704 尾 (全台灣923尾) 
2012年: 439尾 (全台灣700尾) 
2013年: 643尾 (全台灣1141尾) 
2014年: 842尾 (全台灣1671尾) 

東港黑鮪魚市場.
( 感謝: 攝影專家《Leica M8寫真紀錄》部落格的林先生熱心分享提供本照片. )
註: 《Leica M8寫真紀錄》網路部落格連結: 《Leica M8寫真紀錄》

難得有網路上可查詢的資料
東港鮪魚季--又一個不願面對的海洋真相

黑鮪季開跑

60年來已減產
96.4%

但太平洋黑鮪族群也會隨時崩潰，因為目前
70%的漁獲均為小於一歲的未成年魚
(Nature, May 2010)

台灣沿岸之水泥人
工化長度已經超過
全部海岸線的55%

紅線:人工海岸
綠線:天然海岸

29(Ministry of lnterior)

2.棲地破壞

消失的海岸溼地

「寶」島 「堡」島

今昔對照 -- 需要老照片
台灣海岸的變遷 -“自然海岸→人工海岸”

以後灣村為例

82年的後灣港
澳

91年的後灣港澳

楊天富提
供

引自屏東縣漁港

90年的後灣

94年的後灣

「生態工法」或「綠美化」？ 為「人」,或是為「生物多樣性」？

(現在的後灣)

82年的後灣

YC Tsai

YC Tsai

不當或過度之遊憩活動
也會對海洋生態造成破壞

12 m寬底拖網，作業6 km/h，可掃過70,000 m²面積，
每年涵蓋全球一半陸棚 =每年砍伐美國兩倍面積之森林
掃過之處，連鬼神也哭泣

海洋捕撈: 盲目浪費，毁掉整座森林，只為
取其中少數經濟性物種 (vs 森林打獵，只針
對目標物)

(Special Edition: National Geographic – Ocean; 2010)

誤捕 (混獲) 、棄獲 -- 底拖網因漁獲無選擇性，1977年全球1/3的漁
獲為棄獲(30%體型過小);2005年比例降，因連過去不吃的魚種也吃了，
或將下雜魚作飼料。近年來連下雜魚也奇貨可居。

東海大陸棚漁區是全球混獲及棄獲比例最高
的海域，底拖網漁獲中雜魚高達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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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平方公里

2,222
平方公里

652平方公里

269平方公里

3,895平方公里

領海外界線

領海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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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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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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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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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
1

B

C

D

E

E
4

E
3

E
2

E
1

看見台灣的陸地、河川，卻看不見台灣的海底

底拖網及珊瑚漁業嚴重破壞海底棲地--深海珊瑚生態系是一個未知的生態系

註：珊瑚漁船限於所列A、B、C、D、E五處漁區作業，其中A及B漁區可全年作業，C、D

及E漁區限於每年農曆9月至翌年農曆4月作業。

沈積物,有機物 (優養化),重金屬,洩油,垃圾等等

3. 污染

sediment heavy metal

eutrophication 
oil spill garbage

荒野保護協會2014/11/20表示，
今年台灣最新十大海洋廢棄物
依數量排名依序是：塑膠碎片、
保麗龍碎片、紙袋塑膠袋、玻
璃飲料瓶、吸管攪拌棒及封套、
瓶蓋、免洗餐具、菸蒂、衣服
鞋子手套、塑膠飲料瓶。其中，
塑膠產品比例高達88.8%。

海洋事權不統一，行政院環保署的管轄範圍只到岸邊，負責廣大海域的農委會漁
業署卻缺乏財力、能力來維護，航道管控再涉及交通部航港局，權責分散也使得
發生事故時難以及時反應處理。未來成立「海洋委員會」協商各部會以統籌海洋
事務，期有助於防治海洋進行有效整合。

「德翔台北」衝擊生態 學者：缺乏海洋資料庫不利求償

http://ngm.nationalgeographic.com/2011/01/big-idea/noisy-ocean

海洋噪音(船舶、震測、爆破、聲納、施工、風機等)也可能會危
害到MPA的海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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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ternational-marine.com/invasivespecies/what-are-invasive-
species.aspx

http://worldoceanreview.com/en/wor-1/marine-ecosystem/invasive-species/

4. 外來入侵種

Credit: Monaca Noble, Smithsonia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Center

魔鬼簑鮋(Pterois volitans)

眼斑擬石首魚 (Sciaenops ocellatus)

•俗稱紅鼓魚及美國紅魚，原產美國大西洋沿岸成長快速，
抗病力強，存活率高，耐低氧，適合高密度養殖。18個
月可長到36公分，26個月到55-60公分。 1987年水試所
引進魚卵與1999年繁殖成功，開始推廣。大陸在1991年
引進， 1995年亦繁殖成功。1998年起即在西海岸被發
現。 Biological Invasions (Liao & Shao; 2010)

5. 氣候變遷

使物種組成及其時空分布，以及生態棲所、生物學參數甚至食物網結構發生改變

Mass coral bleaching in 2010, Chalok Bay, Koh Tao/http://www.newheavendiveschool.com/articles/coral-bleaching/

The effects on ocean

海洋酸化減緩碳酸鈣的累積

海洋酸化對魚類的影響

-減低成長率以及活存率
-改變行為模式--視覺、聽覺

、嗅覺

2. 海洋酸化 海洋生物正以驚人的速度在消失!
台灣潮間帶魚類群聚在過去20-30年間魚種已大幅減少，比較1999-
2001(300多種);1969-1985(約150種); 2010-2011北部只剩下不到50種。

＊ 經濟魚種 ＊ Economic species

科名 俗名
各科物種數

1969-1985 1991-2001 減少/增加種數 2010-2011

隆頭魚科 隆頭魚 31 7 -24 1

鯙科* 鯙(海鰻)* 22 3 -19 -
雀鯛科 雀鯛 28 11 -17 3

鳚科 鳚 32 17 -15 7

刺尾鯛科* 刺尾鯛* 10 1 -9 -
鮋科* 鮋* 10 1 -9 -

蝴蝶魚科 蝴蝶魚 10 2 -8 -

鮨科* 鮨(石斑) * 10 2 -8 2
四齒魨科 四齒魨 9 1 -8 -

金鱗魚科 金線魚 6 0 -6 -

擬雀鯛科 准雀鯛 6 0 -6 -
鯔科* 鯔(烏魚) * 6 1 -5 1

鸚哥魚科 鸚哥魚* 5 0 -5 -

天竺鯛科 天竺鯛 10 6 -4 -
銀漢魚科 銀漢魚 4 0 -4 -

鬚鯛科 鬚鯛* 4 1 -3 -

鰕虎科 鰕虎 17 18 +1 6



2016/6/28

12

已滅絕動物(魚類)

1.台灣下鱵

2.大鱗細鯿

3.銳頭銀魚

4.楊氏羽衣鯊

5.香魚

6.小林氏華棘鰍

應有不少物種在尚未被發現或命名前即已滅絕
Racing Extinction (2015)  滅絕最後關頭
90分鐘記錄片|  2015.9.18在美國首映。
2015.12.2 在全球220國，包括台灣在內的Discovery電視頻道同步播映

地球生命正面臨第六次大滅絕--
預估百年內將會有超過50%的物種
消失!人類亦將難以苟活於世。

除氣候變遷的議題外，海洋資源與海洋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
最大的挑戰就是物種的滅絕

41%兩棲
25%哺乳
13%鳥
30%針葉樹
已被列入IUCN紅皮
書
的受脅及瀕危種

地球自有生命以來正在進行第六次大滅絕--這次純係由人為因素所造成。
預估百年內會有超過75%的物種消失--估計的誤差大，是因為科學家至
今無法確定地球上的物種數。2011年最新的估計地球約有870萬種(海洋
220萬)，現只知190萬種。還有91%的海洋生物及86%的陸域生物尚未被
發現及命名。

生物多樣性的名詞1986年被提出。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正式成立。
2000-2010設定減緩物種滅絕速率的十年目標。2010-2020再設定廿項愛知目標。

陸域 HIPPO  海域 OHPPI

H: Habitat destruction 棲地破壞 67% (37%)

I : Invasive species 入侵種 19%

P: Pollution 污染 (8%含氣候變遷)

P: Population 人口過多

O: Overexploitation 過度利用 37%

(Overfishing) 過漁 (55%) (Dulvy et al. (2003)

(E.O.Wilson 生物圈的未來)

要了解破壞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殺手為何才能對症下藥

真正原因不易釐清，故易各自
卸責 (政府、漁民、消費者..)

一般人的認知卻是:氣候變遷>污染>非法捕撈>棲地破壞

台灣連日出現地震魚 學者：氣候變遷劇烈！

2016年4月4日--漁民在宜蘭捕獲地震魚，但有網民指牠
是幼魚，要求將牠放生。（互聯網圖片）

2016.4.15

2016年4月18日台東太麻里海邊，才有釣客發
現四公尺長的地震魚現身台灣海域，19日清
晨五點多，花蓮一位釣客又在新城鄉康樂村海
邊發現長為3米的地震魚， ...

粗鰭
魚

皇帶
魚

巨口
鯊

WWF Living Planet Report 2014.

Biodiversity: Life – a status report       NATURE | NEWS FEATURE 
10 December 2014 Richard Monastersky

Species are disappearing quickly  —
but researchers are struggling 
to assess how bad the problem is.

過度開發和過漁

棲地劣化及改變

棲地喪失

氨候變遷

入侵種

污染

疾病

主要的威脅

當研究人員正在忙於探
討或評估物種消失的原
因或問題之時，物種正
在迅速地消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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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優養化、洩油、工業廢水中的有毒物質、重金屬、
油質、有毒化合物，農藥、環境荷爾蒙、pH 降低、濁度高、
垃圾、廢棄物、塑膠微粒吸附毒性物質進入食物鏈)

棲地碎裂（海岸水泥化、
人工設施阻隔南北洄游）

預防原則 & 多管齊下 —
個體死亡的原因或可解剖得知，但族群量的減少原因均常無法釐清

老死

疾病

基因窄化(最小族群存活
數或有效族群大小) 機械傷害

（引擎、網具纏繞）

過漁 (食餌不
足)

未知的其他原因

真正的原因及優先順序實不易釐清，以致於大家會各說各話、互相卸責。
如果中華白海豚的數量逐年減少時，又誰該來負責呢？--是主管野動法
的林務局，還是環保署、漁業署、內政部、經濟部《海洋保育署》

噪音(船舶、震測、爆破、
聲納、施工、風機)

河川逕流量減少 (使得基礎
生產力和浮游生物量減少）

誰殺了中華白海豚?

如何才能挽救瀕臨滅絕的海洋生物
需要正確有效的資源復育方法

政策不一定永續—(1) 漁船用油;(2)外籍漁工之補貼;(3)過多的漁
港建設

種原庫(種苗繁殖養殖場)—缺實際成功之案例

限漁—遠洋(國際規約),近沿海(成效不彰)。漁具、漁法、漁期
(季) 、魚種、体長大小、總量(責任制漁業) 、船數、漁場
(區) 。種苗放流—仍停留在追蹤評估技術之研發.

人工魚礁—毀譽參半,地方歡迎,但其成效及目的仍有爭議(為了更
方便捕魚或是培育資源？).

禁漁(保護區)或休漁—面積太小,且未落實管理取締減船、減港、
減少補貼、輔導就業及推廣娛樂漁業

推動釣魚之證照及稅制，以及釣魚、吃魚之守則（生態標章）。

加強調查研究及建立資料庫

加強教育宣導、推動生態標章、慢漁及底食運動– 捕對魚、養對
魚、買對魚、吃對魚；珊瑚礁魚類應全面禁捕。

種苗放流(物種保育)—效果有待評估，但可作親子教育

點帶石斑(紅點石斑) 

Epinephelus coioides

赤鰭笛鯛(紅雞仔、紅魚) 

Lutjanus erythropterus

布氏鯧鰺(紅衫、金鯧) 
Trachinotus blochii

四絲馬鮁 (午仔) 

Eleutheronema rhadinum

銀紋笛鯛 (紅槽) 

Lutjanus argentimaculatus

青嘴龍占 (青嘴) 
Lethrinus nebulosus 

三線雞魚 (雞仔魚) 
Parapristipoma trilineatum 川紋笛鯛 (嗑頭、赤海舅) 

Lutjanus sebae

黃鰭鯛 (黃翅、赤翅仔) 

Acanthopagrus latus 
嘉鱲 (加臘) 
Pagrus major 

黃錫鯛 (枋頭) 
Rhabdosargus sarba

黑鯛 (烏格) 
Acanthopagrus schlegelii

鮸魚 (鮸仔、白鮸) 
Miichthys miiuy

即使增殖放流真的成功了，未來台灣的海洋如果
只剩下這些少數人工繁殖成功所放流的魚種，其
他尚不能人工繁殖及放流的野生魚種則悉數消失
我們真的把海洋變成了牧場了，這樣好嗎？

Not easy angling Easy angling and overfishing

“Artificial Fish Reef”     or   “Artificial Fishery Reef”

早期設置人工魚礁之目的是為了方便漁民去釣獲(副漁具的功
能) ，但在資源持續枯竭的情況下，設置人工魚礁之目的應
是改為以培育資源的目的為主(MPA的功能) 。

人工魚礁 人工漁礁

很難管，竟然就...墾丁開放釣魚
2015-03-26 03:03:17 聯合報 記者潘欣中／屏東縣報導

墾丁卅一年前成為國家公
園後，依法釣客在墾丁釣
魚「需經許可」，卻始終
無人申請，去年底有釣客
被取締開單，竟發生鎮長
帶民眾抗議「管太多」，
墾管處疑因壓力，擬有條
件鬆綁垂釣禁令。

國家公園法明文規定，一
般管制區或遊憩區內垂釣，
需經國家公園管理處許可，
違者可罰三千元，但墾丁
國家公園卅一年來申請件
數為零。

墾丁國家公園海岸線七十
五公里，但負責執行海洋
資源保育巡查任務的墾管
處保育研究課員額只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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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驟: 魚線的盡頭

1.購買前請先問清楚來源、
只吃符合永續標準的海產
(海鮮指引)

2. 告訴政治人物尊重科學、
縮減漁船數量

(限漁)

3. 請加入行動支持海洋保護區
和負責的捕魚行為 (保護區)

End of the Line 5 mins.mpg

漁業署近年來開始推動多項限漁措施

「限漁」- 總有人爭辨說你不能這麼做，因為會影響許多人的生計(Worms, 2009)

一、降低漁撈努力量
1. 漁船限建
2. 漁船收購
3. 獎勵休魚
二、推動資源培育工作
1. 種苗放流
2. 投放人工魚礁
三、推動棲地環境維護工作--迄今共計
設置28處漁業資源保育區管制

四、強化保育與管理作為--針對
海洋漁業捕撈管理研訂禁漁區、
禁漁期、漁具漁法限制、漁獲體
長限制、漁獲量限制及漁獲回報
等管理措施
1. 拖網漁業管制
2. 刺網漁業管制
3. 魚勿鱙漁業管制
4. 飛魚卵漁業管制
5. 珊瑚漁業管制
6. 燈火漁業管制
7. 潛水器漁業
8. 鯊魚漁業管理
9. 鯖鰺漁業
10. 鰻苗漁業

體型愈大愈快絕種

如鯖科中的黑鮪
如鯊中的鯨鯊、象鮫
如魟中的蝠魟
如鸚哥魚科中的隆頭鸚哥魚
如隆頭魚科中的曲紋唇魚
如翻車魨科中的翻車魨

2008起海水魚只有鯨鯊一種被列入(漁業法),2014年再增加隆頭鸚哥魚及
龍王鯛兩種(野動法) 被政府列入保育類物種

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4/
01/140129-whale-shark-endangered-cites-ocean-
animals-conservation/

© Alfonso González 
http://www.flickr.com/photos/alfonsator/110544300/

但不易解決混獲及
黑道在中南美的割
鰭問題

漁業署近年來開始推動多項限漁措施

「限漁」- 總有人爭辨說你不能這麼做，因為會影響許多人的生計(Worms, 2009)

漁法的限
制

歐盟執委會（EC）因
此一事件將我國列為
打擊「非法、未報告、
不受規範漁業」
（Illegal, 
Unreported, 
Unregulated, IUU）
的警告名單（稱為黃
牌）(2015/10/15)

農委會漁業署依《漁業法》訂定「沿近海漁
船捕撈蟳蟹類漁獲管制措施」，2014年4月
起5種野生螃蟹殼長若未超過規定大小不得
捕撈；且每年5至9月底禁止漁船捕撈「開花
母蟹」，違者將依漁業法處3至15萬元罰鍰。

台灣一年螃蟹產量約1萬公噸左右，但逐年有減產趨勢，其中又以三點蟹、
花蟹、花市仔等野生蟹為主。

http://www.wanli-crab2014.tw/

海洋保留區

劃設海洋保護區 (MPAs)並落實管理是挽救漁業資源保育生態最簡單、
最經濟、最有效的方法 -- 雖應是知難行易，但卻是知易行難

(2) MPA或禁漁(no-take)--棲地保護及保育所有物種才是治本之道

海是銀行，魚是存款，會生利息。

Spillover (溢出)

保護區可增加魚的體型大小(+28%)、密度(+166%)、生物量(+466%）及物種豐度(+21%)



2016/6/28

15

一尾體型大的母魚所產的魚卵的質與量遠勝於十到百尾體型小的母魚

0.33 Pg C yr-1.

海岸藍碳:  碳在沿岸鹽沼、紅樹林及海草床的吸存、排放及移出

什麼是「海岸藍碳」?:

保護海岸溼地(MPA)也是減緩及調適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衝
擊的最佳自然解決方案(CBD-COP11). 

對抗氣候變遷包括海洋酸化所需採取的四類行動--減緩(mitigate)、調適
(adapt)、保護(protect) ，和修復(repair) J.-P. Gattuso et al. Science 2015;349:aac4722

海洋保護區網絡

復育劣化的生態系

減碳
減污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搬遷

防災

以生態系為基礎的管
理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1次締約方會議 (UNFCCC-COP21)—2014.12.21
《巴黎協議》將取代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成為2020年後唯一具備法律約
束力的全球氣候協議，也將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新的核心。

2014最新的全球MPA的地點分布圖

台灣 MPA的面積比又如何? 2020年需10%;達標否? –
台灣共有70~80處MPAs；約30,000 km²之面積

中華白海豚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地

MPA的定義--「平均高潮線往海洋延伸之一定範圍內，具有特殊自然景觀、
重要文化遺產及永續利用之生態資源等，需由法律或其他有效方式進行保
護管理之區域」 MPA佔海域面積的比例也是全球及國家的

永續指標之一
但台灣MPA面積比的問題--是6%或46%? 仍
有爭議
1. 如將目前70--80處依不同法令劃的
MPAs均予計入(不論是否核心區),則台灣
沿岸及東沙的MPA約佔含內水在內12nm領
海的6% (東沙即佔了4.78%)。如除以EEZ
的200nm面積當分母的話，則臺灣的MPA面
積比，只剩下0.85％，連1％都不到。

2. 但如將含有任何一項限漁措施者，均
納入保護區面積並納入分子計算，則台灣
的MPA佔含內水領海面積已達46.2% (扣除
重疊部份後40.65%)
MPA的比例大小不如落實管理來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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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國家公園法」- (1)生態保護區及(2)特別景觀區如墾丁
國家公園內的海域生態保護區及海域特別景觀區：共有7處。

 1982「文化資產保存法」- (1)生態保育區(2)自然保留區(3)
珍貴稀有動植物，共有6處，如挖仔圍之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1994 「加強野生動物保育方案」---目前共有9處野生動物保
育區，7處海鳥、2處海龜。

 1984、1987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包括「自然
保護區」及「一般保護區」兩類---目前有12處，由縣市政府
執行。

 「發展觀光條例」- 在風景特定區內禁止污染、狩獵行為(但
卻無罰則)，目前有東北角、東部、澎湖等共12處。

 「漁業法」-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護區」,目前指定26處。

台灣的「海洋保護區」目前共70-80處

台灣己有各種法令所劃設

的MPAs，但有下列問題：

–多無告示牌

–多邊界不明

–與原住民傳統文化衝突

–多缺乏調查監測

–保育的目標物種多已消失

–棲地多已改變或消失

–多無有效管理計劃

故有如「紙上公園」

(陳章波提供)

八斗子

蘭嶼

綠島

龜山島

北方三島

已有的MPAs

建議新增的MPAs

白沙、吉貝

小琉球

石梯

三仙台

墾丁

墾丁

南方四
島

南方四島

台灣的MPA還沒有成立網絡的規劃；就珊
瑚礁的棲地而言最該先設北部的MPA

繼續推動MPA之增設地點及範圍、各類生態系並建成網絡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並非全面禁漁，仍可以從事某些漁業活動

保護利用管制原則第六點中：（三）本區國家公園管理處得許可既
有傳統之季節洄游性之漁業活動，惟經漁業主管機關公告禁止管制
之漁業活動除外。
漁業主管機關公告禁止管制之漁業活動指的是包含澎湖縣政府公告
的澎湖縣東吉、西吉、東嶼坪、西嶼坪週邊海域禁漁區，除了在鐵
砧周圍海域(還是可以採紫菜)是屬於核心禁漁區，禁止任何捕撈外，
其他區域主要是針對底刺網，分為完全禁止到季節性禁止兩種。(吳
佳其/2014年11月21日)

真正的「核
心區」或完
全禁捕的
「禁漁區」
只有這一小
塊而已。其
他都只是限
制某種漁法
的
「限漁區」。

魚類伊甸園--核三進水口的海洋保護區

邵廣昭、蔡正一、陳靜怡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2015年10月

95

台灣本島沿岸最好的海洋保護區在哪裏？

-核三入水口無心插柳, 柳成蔭

96

Figure I. The cumulative (A) number and (B) area 
(millions km2)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 
classified as no-take Marine Reserves (≈IUCN category 
1a) (red triangles) and other ‘take’ MPA (solid line).

Highlights
•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a natural 
condition requires no fishing.
生物多樣性保育需要完全禁漁來保存自然狀況

94%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 allow 
fishing.
全球94% MPAs仍允許捕魚
Most MPAs are about fishery management not 
conservation.
大多數MPAs用來漁業管理而非保育

Less than 1% of the ocean is in Marine 
Reserves (no-take MPAs).
全球海洋只有<1%是保留區
Less than 25% of coastal countries have 
Marine Reserves.
全球只有<25%的海洋國家有保留區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should 
concentrate on Marine Reserves, not MPAs.

生物多樣性保育需要保留區而非
MPAs

Science & Society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hould 
focus on no-take Marine Reserves: 
94%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llow fishing
•Mark J. Costello , Bill Ballantine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Volume 30, Issue 9, September 2015, Pages 507–509

2015/9 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生物多樣性保育需要『保留區』而非『M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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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MPP_可復育魚源。
也可避免海上喋血及漁船
被扣事件。

在經濟重疊或有主權爭議的海域應考慮劃設跨國保護區或國際
海洋和平公園（Marine Peace Park, MPP）

但南沙太平島應劃設為海洋和平公園(MPP),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
育區,或禁漁區等等的建議却難有進展

營建署委託案
(2009.6-2010.5)

McManus J. W.*, K. T. Shao and S. Y. Lin (2010) Toward Establishing a Spratly 
Islands International Marine Peace Park: Ecological Importance and Supportive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Taiwan.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41:270–280, 2010. 

釣魚島 --另一座MPP的可能地區
2012 Nobel Laurel for Literature – Mo Yan: Diaoyutai Islands 
dispute should be set aside and established MPAs 
莫言：擱置釣島爭端 誰都別去 (10/14/2012)

莫言說，擱置爭端有時候也未必不好，
海洋的爭端暫時擱置一下也是魚類的福音，
人類捕魚捕的瘋狂了，有一個爭端的地方誰
都不許去，「讓魚過去，魚類感謝你。」

「留下半個地球」──生物多樣性之父的最後籲求！

愛德華．-威爾森 (Edward O. Wilson)今年
（2016）出版了他的第32本書《半個地球：
我們為生命而戰》（Half 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有別於他這
輩子的其他著作，《半個地球》是不折不扣
的下戰帖，其中沒有太多科學論證，更沒有
他過去所企圖的、少見於一般生物學家的道
德勸說，只是直截了當說，我們就留半個地
球給人以外的其他物種吧，不然的話，地球
上的第6次大滅絕，肯定會發生的。
哈佛大學預定在5月31日為威爾遜舉辦終生
成就慶祝會，也在當天宣佈「半個地球」計
畫正式起跑。6月10日是威爾遜的87歲大壽。

民國89年(2000)在臺灣開始加強保護區之宣導及教育，但進展緩慢

臺灣的問題:

1.業者反對 (民意代表施壓)

2.政府機關事權不統一、缺乏魄力及公權力

3.民眾保育觀念及守法觀念不足

4.重陸輕海

吃海鮮要注意什麼?
•是否可口味美

•是否價格合理

•是否新鮮衞生

•是否營養

•是否有產銷履歷

•是否浪費食材

•是否符合生態保育

•……

台灣是海鮮王國
台灣是海鮮王國 - 是褒或貶?   台北是「美食之都」或「貪吃之都」？

(CNN  2011/5/4旅遊網評亞洲都市)

答案：端視海鮮是否可以永續 --年年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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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噸/百萬消費人

1 挪威

2 智利

3 日本

4 台灣

5 馬來西亞

6 南韓

7 西班牙

8 泰國

9 英國

10 菲律賓

11 法國

12 義大利

13 美國

14 越南

15 印尼

16 俄羅斯

17 奈及利亞

18 墨西哥

19 中國

20 印度

20

12

那一國捕最多魚？吃最多魚？

20

全球漁獲量(公噸)-

2006年77.9M;1994年
85.2M;1950年16.7M

各地漁獲量(公噸)-

中国9.9M;秘魯8.3M;美
国4.9M;日本4.4M;台灣
1.0M

2010.10  國家地理雜誌(正體字版)

健腦、護心、降脂、補鈣、
養血、防糖尿及高血壓、抗
氧化等

2007/3/17 捕對魚 、買對魚 、才能年年有「魚」

選好魚、吃好魚、年年有餘
新天地主厨示範日風式海鮮料理---示範石斑、鰻

2007年漁業署曾設立全民漁業教室加强教育宣導

2007/2/10

2007/4/21     年年要有魚，需要漁業管理

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邵廣昭

台大動物研究所---丘臺生

却無人去深究漁業要如何管理，資源才能永續

如何買對魚？吃對魚?
1. 養殖魚 > 海洋捕撈魚

2. 常見種(量多) > 稀有種
3.  銀白色洄游種 > 定棲種

沙泥棲性 > 岩礁棲性 > 有色彩

4. 死魚 > 活魚

5. 不買遠道而來的海鮮(耗能)

6. 不買長壽的掠食魚(汞量高)

7. 不買養殖的蝦、鮭、鮪(以下雜魚為餌
料) ，

而選擇吳郭魚、鯉等(植物性蛋白)

8. 買食物鏈底層的海鮮--底食原則

9. 不買流網、炸魚、底拖網、刺網及延繩
釣

的漁獲

拒買血汗海鮮--2016是普立茲獎100周年。美國新聞界最高榮譽普立茲獎
2016.4.20揭曉。今年最大獎公共服務獎得主是美聯社的「血汗海鮮」報導，4名
女記者冒險揭發東南亞貧苦漁工被迫出海、被毒打關籠，只為生產銷往歐美市場
的海鮮。一名逃走的漁工說：「當美國人和歐洲人吃這些海鮮，應該想想我們，
以及海底堆積如山的人骨。」這篇報導讓2千奴工重獲自由，美聯社總編卡洛稱
讚旗下記者「利用我們的能力與工具來告知世界。」

時不我予，只好來推海鮮指南(Seafood Watch or Seafood Guide)
--全球已有甚多國家已出版、資料庫、網站、手機版、摺頁等– 加拿大

– 美國

– 奧地利

– 比利時

– 丹麥

– 芬蘭

– 德國

– 法國

– 義大利

– 荷蘭

– 挪威

– 波蘭

– 俄國

– 西班牙

– 瑞典

– 瑞士

– 英國

– 澳洲

– 紐西蘭

– 香港

– 印尼

– 馬來西亞

– 新加坡

–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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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在2010年底印製及推廣「台灣的海鮮指南」，在台灣魚類庫
資料庫可免費下載;2015/2修訂三版，有手機版

期刊、雜誌、媒體紛紛報導

1.黃政杰(2013)國人接受MSC海洋生態標章
認證之研究-以基隆市民為例(海大)
2.王譽善(2014)MSC生態標章於台灣之應用
-以櫻花蝦為例(中山)

Paul Greenberg. 我
們吃得過多的四種
魚— 應該改成吃什麼.

-吃素
-長的快
-適應性強
-有魚油：

EPA, DHA, 

Omega-3脂肪
酸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的海洋目標
• 聯合國於2014年9月17日發布訊息表示，第68屆大會於同年9月10日採納「永續發展

目標(SDGs)」決議，作為後續制定「聯合國後2015年發展議程」之用(Agendaa 2030; 
2015/9/25)。

* 永續發展目標包含17項目標(Goals)及169項細項目標(Targets)。
-----------------------------------------------------------

目標十四：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14.1 在西元2025年以前，預防及大幅減少各式各樣的海洋污染，尤
其是來自陸上活動的污染，包括海洋廢棄物以及營養污染。

14.2 在西元2020年以前，以可永續的方式管理及保護海洋與海岸生
態系，避免重大的不利影響，作法包括強健他們的災後復原能
力，並採取復原動作，以實現健康又具有生產力的海洋。

14.3 減少並解決海洋酸化的影響，包括改善所有階層的科學合作。
14.4 在西元2020年以前，有效監管採捕，終統過度漁撈，以及非法

的、未報告的、未受監管的（以下簡稱IUU）、或毀滅性漁撈作
法，並實施科學管理計畫，在最短的時間內，將資源量恢復到
依據它們的生物特性可產生的最大永續生產量(MSY) 。

海洋保育及永續利用是國際的趨勢及共識

14.5 在西元2020年以前，依照國家與國際法規，以及可取得的最佳科
學資訊，保護至少10%的海岸與海洋區。

14.6 在西元2020年以前，禁止會造成生產過剩及過度漁撈的補助，消
除會助長IUU漁撈的補助，禁止引入這類補助，承認對開發中國
家與開發度最低國家採取適當且有效的特別與差別待遇應是世界
貿易組織漁撈補助協定的一部分。

14.7 在西元2030年以前，提高海洋資源永續使用對小島國(SIDS)與
低度開發國LDCs的經濟好處，作法包括永續管理漁撈業、水產養
殖業與觀光業。

14.8 提高科學知識，發展研究能力，轉移海洋科技，思考跨政府海
洋委員會的海洋科技轉移準則，以改善海洋的健康，促進海洋
生物多樣性對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貢獻，特別是SIDS與LDCs。

14.9  提供小規模人工漁撈業者取得海洋資源與進入市場的管道。
14.10 確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UNCCLOS）簽約國全面落實

國際法，包括現有的區域與國際制度，以保護及永續使用海
洋及海洋資源。

美國阿拉斯加
州法：「魚群
為全民共同財
產、永續管理
方式、禁止漁

業專有權。」

七項措施：
1.用科學數據捕魚
2.漁船行蹤摸透透
3.執法密不通風
4.限量分配
5.規定捕魚工具
6.魚的來歷全揭露
7.消費者憑證安心買

管理要落實SDG目標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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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政府的職責，但管理是否真的有效卻很少人會去探究，特別是很多
的管理措施並不是立竿見影，可能要好多年後才會呈現效果。這就好比建
設下水道工程不如修路造橋可以讓民眾看見政績一樣，漁業的管理也是要
幾年後才會看見成效。(TaiBON –國家生物多樣性監測及報告系統)

•海洋保育還有三大困難：

(1) 公有物的悲劇，海裡的魚誰先抓到就是誰的，就會造成大家競相捕撈的
現象；

(2) 海納百川，陸上保育作不好，如山坡地濫墾濫伐，陸上的垃圾及污染亂

丟亂排，海洋遭殃；

(3) 一般人不會認為海洋生物也是野生動物，吃起來也沒有罪惡感，遠不如

陸域野生動物這麼受到大家的愛護和保護。

動力漁船船數與噸數
雖自1989年後開始逐
年遞減，但漁船馬力
數卻是逐年增加。

經國際SAUP計算後呈
現的台灣海洋營養指數

https://www.facebook.com/twaic/videos/vb.253541981467307/579444798877022/?type=2&theater

Fisheries + Hackathon (程式設計馬拉松/駭客松) = Fishackathon
-- 以海洋漁業為主題的黑客松--「程式設計（hack）」和「馬拉松（marathon）」

全球比賽規範 (Fishackathon 2016 Rules and Guidelines) : http://go.usa.gov/cBY5Q

魚客松

全球漁業總值超過50億美金！我們的海洋
面臨魚量減少、海洋污染、海洋酸化種種
問題，身在臺灣的我們不能置身事外。希
望用你的技術與知識幫助未來的海洋嗎?
「魚客松」是由美國國務院全球夥伴計畫
辦公室所主持，將在包括台北和高雄等全
球40多個城市同時舉行，邀請程式開發人
員針對全球海洋、魚類、和漁業當今所面
臨的問題，為之開發行動和技術工具。

教育--民眾的海洋保育和守法觀念不足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保護海洋生態人人有責
•改變個人的生活方式及態度
•節省能源
•海洋生物也是野生動植物，
•不吃珊瑚礁及稀有魚類，
•不收集貝殼、不放生、不污染
•支持海洋保育活動、擔任宣導保育義工
• 願免費提供有助於保育的知識及資訊

(圖文影音資料庫；一張好照片可勝過千言萬語)
•….

「漁村再造」-- 漁村轉型觀光休閒業

宜蘭南方澳的鯖魚季、基隆的石花菜及鎖管
季、金山的磺火捕魚、苗栗灣瓦及外埔石滬
的採蛤，彰化芳苑海牛車採蚵或挖蛤、台中
高美及嘉義的鰲鼓溼地、台南的七股鹽田及
黑面琵鷺、台東鏢旗魚的黑潮文化、花東的
賞鯨豚及柴魚製作、墾丁及各離島的珊瑚礁
潛水旅遊等等

里海 (Satoumi))SDG目標14.2

立法—
《環境教育法》--2011年6月正式實施。
《濕地保育法》--總統府公佈於2015/2/2正式施行
《海岸管理法草案》--立法院2015/1/20初審通過，將設立海岸保護區。
《海洋四法》--包括海洋保育署及國家海洋研究院， 2015/6/16立院三讀

通過，7/1總統府公佈。。
《國土計畫法》--2015/12/22三讀通過。將台灣土地分為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未來若要變更
分區使用，必須透過中央通盤檢討。但6-7年後才會正式上路。

《海域使用管理法》(MSP)--3至12浬的海域作合理規劃
《海洋保育基本法》--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