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務局 

陳超仁 



生物多樣性 

 遺傳多樣性 

 物種多樣性 

 生態系多樣性 



遺傳多樣性 



物種多樣性 





昆
蟲       

哺
乳
動
物

鳥
類        

爬
蟲
類   

兩
棲
類       

魚
類       

蜘
蛛       

海
星       

軟
體
動
物

蚯
蚓       

圓
蟲       

扁
蟲       

水
母 
珊
瑚      

海
綿       

原
生
生
物

植
物       

藻
類       

真
菌       

細
菌 

 

物種測量表 



生態系多樣性 



台灣生態系類別  
 一、海洋生態系。 
 二、河口生態系。 
 三、沼澤生態系。 
 四、湖泊生態系。 
 五、溪流生態系。 
 六、森林生態系。 
 七、農田生態系。 
 八、島嶼生態系。 
 九、複合型生態系。 
 十、其他生態系。 

 





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我們靠生物多樣性
才能存活  

 生物多樣性是糧食、蔬果、海鮮的供應商  

 生物多樣性保障我們的健康與福祉  

 生物多樣性與再生能源  

 生物多樣性提供免費的生態服務  

 生物多樣性與休閑娛樂  

 生物多樣性與精神文明  



生物多樣性消失之原因 
  

『河馬（HIPPO）效應』 
 

一. 棲地（Habitate）破壞、劣化、零碎
化 

二. 外來種（Invasive）之入侵 
三. 人口（Population）增加 
四. 污染（Pollution） 
五. 過度利用（Over－exploitation）資源 

 



如何保護生物多樣性 
 棲息環境之保護 

 域內保育 

 域外保育 





國際公約之形成      
 生物多樣性公約 

 1992年6月5日 

 巴西里約熱內盧  

 聯合國環境發展大會 (「地球高峰會議」) 

 締約的國家或經濟共同體已增至195個 

 



「生物多樣性公約」  
 確信保育並永續使用生物多樣性，可以滿足現今和後
世人口對糧食、健康和其他的需求。  

 意識到各國對其生物資源擁有主權，同時各國也有責
任保育它自己的生物多樣性，及以永續的方式利用它
自己的生物資源。  



 暗示，最令後代子孫遺憾的，莫過於我們這一代對環
境的影響導致了無法挽回的生物多樣性消失-例如物種
滅絕。 

 涵蓋就地和移地保育野生和畜養物種、復育工作  

 必需考慮原住民和地方社區  



生物多樣性公約的3大目標 
 
 保育生物多樣性 

 永續利用其組成 

 公平合理的分享由於利用生物多樣性遺傳資源所產生
的利益  



生物多樣性保育政策 
 行政院93年2月20日院臺農字第0930002875
號函修正核定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之重點  

一、生物多樣性國家整體目標 

（一）保育我國的生物多樣性 

（二）永續利用生物及其相關資源 

（三）公平合理地分享由生物資源所帶來的惠益 

（四）提升大眾維護生物多樣性的意識及知識 

（五）參與區域性和全球性合作保育生物多樣性 

 



二、生物多樣性的實施策略 

（一）健全推動生物多樣性工作之國家機制 

（二）強化生物多樣性之管理 

（三）加強生物多樣性研究與永續利用 

（四）加強生物多樣性之教育、訓練與落實全民參與 

（五）促進國內、外生物多樣性工作之夥伴關係  



 2012生物多樣性公約通過10年內要達到的「愛知目標」 

 2015聯合國通過2030年實現的「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我國永續發展目標草案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17 項核心目標、169 項具體目
標 

 我國永續發展目標草案計:18 項核心目標、140 項具體
目標 

 



永續農業與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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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態 陸域生態 



核心目標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及其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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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及其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GOAL 14  Conserve and sustainably use the oceans, seas and marine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9項具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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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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減少各式海洋汙染，包括營養鹽
及海洋廢棄物。 

14.1 By 2025, prevent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marine pollution of all kinds, in particular from 
land-based activities, including marine debris and nutrient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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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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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以永續方式管理並保護海洋與海
岸生態 

14.3 減少並解決海洋酸化的影響，作法包括改
善所有階層的科學合作。 

14.3 減緩並改善海洋酸化的影響 

14.2 By 2020, sustainably manage and protect marine and coastal ecosystems to avoid significant 
adverse impacts, including by strengthening their resilience, and take action for their 
restor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healthy and productive oceans. 

14.3 Minimize and address the impacts of ocean acidification, including through enhanced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t al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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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在西元2020年以前，有效監管採收，消除
過度漁撈，以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
(簡稱IUU)、或毀滅性漁撈行為，並實施
科學管理計畫，在最短的時間內，將魚量
恢復到依據它們的生物特性可產生最大永
續發展的魚量。 

14.4 有效監管採收、消除過度漁撈、
以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
(簡稱IUU)、或毀滅性漁撈作法，
並設法恢復魚量達永續發展水
準。 

14.4 By 2020, effectively regulate harvesting and end overfishing,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and destructive fishing practices and implement science-based 
management plans, in order to restore fish stocks in the shortest time feasible, at least to 
levels that can produce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as determined by thei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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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保護至少10%的海岸與海洋區 

14.5 By 2020, conserve at least 10 per cent of coastal and marine areas, consistent wi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based on the best availabl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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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在西元2020年以前，禁止會造成過度魚撈
的補助，消除會助長IUU魚撈的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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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消除會造成過度捕撈及助長非法、
未報告及不受規範(簡稱IUU) 
漁撈行為的補助。 

(1) Taking into account ongoing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negotiations, the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and the Hong Kong ministerial mandate. 

14.6 By 2020, prohibit certain forms of fisheries subsidies which contribute to overcapacity and 
overfishing, eliminate subsidies that contribute to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and refrain from introducing new such subsidies, recognizing that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for developing an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should b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isheries subsidies negotiation 
(1). 

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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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是小島嶼開發中國家(SIDS)與最低度開
發國家(LDCs)。 

14.7 用於研發海洋科技的總預算。 

14.a Increase scientific knowledge, develop research capacity and transfer marine technolog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Criteria and 
Guidelines on the Transfer of Marine Technology, in order to improve ocean health and to 
enhance the contribution of marine biodivers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an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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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b 提供小規模人工魚撈業者取得海洋資源與
進入市場的管道。 

14.b  Provide access for small-scale artisanal 
shers to marine resources and markets 

14.8 依據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我國合
法小規模經濟漁撈業者所捕獲
進入市場交易無障礙，亦輔導
相關區漁會設立魚貨直銷中心，
讓合法小規模漁撈業者所捕獲
漁獲銷售順暢。 

14.c 確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
UNCL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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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落 實 聯 合 國 海 洋 法 公 約
(UNCLOS)現有的區域與國際
制度。 

14.c Ensure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s reflected i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for States parties thereto, including, where applicable, 
existing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s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oceans and their resources by their parties. 



核心目標15  
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
性，並防止土地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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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15  保護、維護及促進陸域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管
理森林，對抗沙漠化，中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
物多樣性的喪失。 

GOAL 15  Protect, restore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use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sustainably manage forests, 
combat desertification, and halt and reverse land 
degradation and halt biodiversity loss. 

10項具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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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在西元2020年以前，依照在國際協定下的
義務，保護、恢復及永續使用陸域與內陸
淡水生態系統與他們的服務，尤其是森林、
沼澤、山脈與旱地。 

15.1 保護、維護及促進陸域及內陸水
域生態系統的永續利用。 

15.2 在西元2020年以前，進一步落實各式森林
的永續管理，終止森林砍伐，恢復遭到破
壞的森林，並讓全球的造林增加x%。 

15.2 落實森林永續管理，終止森林盜
伐，恢復遭到破壞的森林。 

15.1 By 2020, ensure the conservation, restor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terrestrial and inl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 and their services, in particular forests, wetlands, mountains and 
drylands, in line with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15.2 By 2020,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all types of forests, halt 
deforestation, restore degraded forests and increase 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by [x] per 
cent globally. 

15.3 在西元2020年以前，對抗沙漠化，恢復惡
化的土地與土壤，包括受到沙漠化、乾旱
及洪水影響的地區，致力實現沒有土地破
壞的世界。 

15.3 恢復退化的土地與土壤。 

15.3 By 2020, combat desertification, restore degraded land and soil, including land affected by 
desertification, drought and floods, and strive to achieve a land-degradation-neutra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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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在西元2030年以前，落實山脈生態系統的
保護，包括他們的生物多樣性，以改善他
們提供對永續發展的有利的條件。 

15.4 落實山脈生態系統的保護。 

15.4 By 2030, ensure the conservation of mountain ecosystems, including their biodiversit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capacity to provide benefits that are essentia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5.5 採取緊急且重要的行動減少自然棲息地的
破壞，終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在西元
2020年以前，保護及預防瀕危物種的絕種。 

15.5 野生動植物受威脅程度未劣化或
呈現改善趨勢。 

15.6 通過立法、行政和政策框架以確保公正和
公平分享利益。 

15.6 確保基因資源使用所產生的好處
得到公平公正的分享。 

15.5 Take urgent and significant action to reduce the degradation of natural habitats, halt the loss 
of biodiversity and, by 2020, protect and prevent the extinction of threatened species. 

15.7 採取緊急動作終止受保護野生物遭到盜採、
盜獵與非法走私，並解決非法野生生物產
品的供需。 

15.7 查緝野生動物盜獵與非法走私 

15.7 Take urgent action to end poaching and trafficking of protected species of flora and fauna 
and address both demand and supply of illegal wildlife products. 

15.6 Ensure fair and equitable sharing of the benefits arising from the utilization of genetic 
resources and promote appropriate access to such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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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在西元2020年以前，採取措施以避免侵入
型外來物種入侵陸地與水生態系統，且應
大幅減少他們的影響，並控管或消除優種。 

15.8 採取措施預防及管理外來入侵種，
以降低其影響。 

15.8 By 2020, introduce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introduction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mpact 
of invasive alien species on land and water ecosystems and control or eradicate the priority 
species. 

15.9 在西元2020年以前，將生態系統與生物多
樣性價值納入國家與地方規劃、發展流程
與脫貧策略中。 

15.9 將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價值納
入國家與地方規劃及發展流程。 

15.9 By 2020, integrate ecosystem and biodiversity values into national and local planning, 
development processes,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and accounts. 

15.a 動員並大幅增加來自各個地方的財物資源，
以保護及永續使用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 

15.10 政府開發援助及公共開支。 

15.a Mobilize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financial resources from all sources to conserve and 
sustainably use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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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建置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 
• 串聯東西向河川、綠帶，

連結山脈至海岸。 
• 編織『森、里、川、海』

廊道成為國土生物安全網。 
• 提升淺山、平原、濕地及

海岸的生態棲地功能及生
物多樣性的涵養力。 

• 營造友善、融入社區文化
與參與之社會-生產-生態
地景與海景，以促進永續
發展。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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