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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護區--國際的進展與台灣的挑戰

106/05/03—海管處(60 mins)

邵廣昭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講座教授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兼任研究員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顧問

 人類每年從海中擷取200億美金的經濟利益，卻忽略
了10%的海洋保護區在2015-2050年之間，可為人類
帶來約623-923兆美金生態系服務的價值的收益。

為何需要海洋保護區

 目前全球31億的人口仰賴海洋為生；20%的海鮮食品
；5億人的生計與海洋有關，但60%的海洋生態系正
在劣化。1980年後全球已失去了20%的紅樹林；19%
的珊瑚礁。如再不努力推動海洋保育，預料到2048
年將無野生魚類可吃。

 海洋保護區 (MPAs)並落實管理是挽救海洋生物多樣
性及漁業資源最簡單、最經濟、最有效的方法，但
目前真正有效的海洋保護區應是禁漁區(no-take 
zone)，其面積比卻只有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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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O統計--1980養殖魚佔 20%;
到2010年已達50%。

棄獲量 外國漁船非法入漁量

而全球實際的漁業量遠高於FAO官方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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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非地區本地漁船及國外漁船捕魚的漁產量的重製圖

機械化漁業

(Daniel Pauly; 2015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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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有效的漁獲努力量仍在逐年增加。
漁業資源當然會持續下滑。漁業資源當然會持續下滑
特別是亞洲國家>歐洲>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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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種的滅絕 --除氣候變遷的議題外，是海洋資源與海洋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最大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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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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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百年內會有超過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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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滅絕的原因過去兩百年來係由人為因素所造成，未來可能因氣候變遷而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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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D-COP締約方大會每兩年舉行一次，每4-6年各締約方應交繳國家
報告。並彙整出版G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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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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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採取預防原則，

物種數永遠是只會增不會減，且投入研究的人力、物力愈多，調查的愈詳
盡，則種數會增加愈快。但問題是各種之數量或族群量卻在銳減，以致於
許多稀有種先瀕臨滅絕，而卻不易被察覺及證實。(溫水煮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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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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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數

豐
度

需採取預防原則
多管齊下，有如
雞尾酒療法。即
在科學研究還無
法去釐清和證明
之前，最好能以
保育為優先。從

2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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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方向一起來
努力。只是漁業
的管理好比下水
道工程建設，也
是要幾年後才會
看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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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漁、棲地破壞、污染、外來種、全球變遷等 破壞因素

基因 物種 生態系 生物多樣性三層次

物種保育(治標) vs. 棲地保護(治本)

海洋保護區--才是治本之道，且風險低，符合預防原則

基因 物種 生態系

• 物種保育
• 限漁
種原保存

• 棲地保護
(海洋保護區)
整合海岸管

生物多樣性三層次

人類的利用

保護措施

遺傳資源 生態觀光資源漁業資源

• 種原保存
• 增殖放流

• 整合海岸管
理
• 污染防治

限漁包括遠洋(國際規約),近沿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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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漁中的禁止底
拖及禁採貴重珊瑚亦有棲地保護的功能。全面禁漁的禁漁區則屬MPA中
的核心區。但MPA防不了污染、入侵種及氣候變遷。

海洋資源復育的三部曲:

1. 告訴政治人物尊重科學、
縮減漁船數量 (限漁)

2. 請加入行動支持海洋保護區
和負責的捕魚行為 (保護區)和負責的捕魚行為 (保護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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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魚線的盡頭

《魚線的盡頭》2009

魚線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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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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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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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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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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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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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的全球目標

CBD-COP10於2010/10/30落幕通過: 名古屋協議+愛知目標

《愛知目標》十年行動計劃。計劃要求全球在2020年底前，至少
保護17%的陸地和10%的海洋，並消除受威脅的物種所面臨的滅絕
風險。(要達到10%的目標則尚需增加32M km2)

 美國總統歐巴馬2014/9/25運用其總統職權，擴大小布希設立的「太平洋偏遠島嶼海洋
國家保護區（Pacific Remote Islands Marine National Monument）」至目前面積的
6倍。這是歐巴馬第12次不經過議會，直接使用總統職權於環境保護。

 這處太平洋中南部490 000平方英哩，鯨魚、海豚和海龜出沒，遍佈珊瑚的美麗偏遠熱

2014/9/25美國又劃設了新的大海洋保護區(127萬km²)，
可緩和氣候變遷衝擊

 這處太平洋中南部490,000平方英哩 鯨魚 海豚和海龜出沒 遍佈珊瑚的美麗偏遠熱
帶環礁水域，將禁止商業捕撈和深海探勘等其他商業活動(原本是782,00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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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是全球推動MPA的典範，澳洲政府在近幾年來增設了40幾處
的MPA，使全澳洲MPA總面積達到361萬km²，幾乎佔該國專屬經濟
海域（EEZ）面積的一半，成為全球劃設MPA面積最大的國家。

2014/11 CBD-COP12 & GBO 4

愛知目標11的陸域保
護區已符合進度護區已符合進度
(15.6%)，但MPA的進
展仍是落後於預期。

迄今全球MPA之面積比
例仍僅4.12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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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平方公里

帕帕哈瑙莫夸基亞 2016.8.26

2016/8/26 歐巴馬在美國國家公園100週年慶的時候將夏威夷的保護區擴大到151萬平
方公里，且為完全禁漁區。

「歐巴馬擬姬鮨」(Tosanoides obama)--以總統之名所命的新魚種來表彰他對海洋保育的貢獻

2016.9.2 Midway Island

墨西哥總統尼托（Enrique Peña Nieto）
2016/12/5在Cancun舉行的CBD-COP13開幕式上特別
宣布設立了三個新的海洋保護區：加勒比海沿岸、
太平洋下加州灣沿岸和深海。加勒比海沿岸包括猶
加敦半島東岸的金塔納羅奧州的所有沿岸和近一半
的中美洲大堡礁，面積575萬公頃。太平洋島嶼生
物圈保護區面積116萬公頃。深海太平洋生物圈保
護區面積 萬公頃 共計 萬 ²護區面積5778萬公頃，共計64.7萬k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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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50%《半個地球：我們行星為生命的奮戰》
(Half 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愛德華．-威爾森 (Edward O. 
Wilson) 近十年來，他對於全球物種
的快速滅絕與生物棲境的大量縮減，
尤感焦慮與憂心。他深知此現象絕非
人類的長期福祉。他呼籲的拯救全球
生命多樣性，訴諸於他的新書《半個
地球：我們行星為生命的奮戰》。他
説我們的行星問題太大，非要下猛藥
才有希望 何況為時不晚 威爾森要才有希望，何況為時不晚。威爾森要
人類馬上採取行動，將地表(陸地與海
洋)一半的面積還諸自然，人類不再越
雷池一步，讓自然野域生息繁衍，讓
已破壞的棲境能復原。

2014 Nature的一篇報告，利用87處MPA的資料分析指出：全球劃設MPA的努力即
使2020年達到10%的目標最後也可能會失敗。B. S. Halpern (2014) Conservation: 
Mak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s work; Nature 506, 167–168 (13 February 2014) 
主要是因為（1）多數MPA缺乏落實管理而成為紙上公園；（2）多數MPA仍開放
釣具漁業和娛樂漁業，並未能完全禁漁；（3） 一半以上的MPA的面積只和足球
場一樣大；（4）多半是最近才劃設的，可保護到的物種有限。

海洋保護區成功的要件有5項：（1）是否有完全保護區；（2）
是否有在管理；（3）劃設了多少年（>10年）；（4）面積大小
（>100km); (5) MPA是否獨立或由網絡。

(a) 完全不成功，因只有一兩
個條件符合

(b) 如符合到三個條件，則仍有
希望成功；如:大，老，有管理

(c) 符合到五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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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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禁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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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me 30, Issue 9, September 2015, Pages 507 50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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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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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全球海洋保護區中完全禁漁區的面積比只有0.59 % 

在公海甚難劃設MPA

全球MPA之面積比從2010年約1%，很快增加到2016年的4.12 %。但
真正的禁漁區卻不到 1%。屬於各國領海內的MPA已佔各國領海的
12%(達標)，但佔全球海域50%的公海的MPA比例卻甚低，且各國所
劃在領海內的MPA也不是最佳的地點。

《最後的藍海》

劃在領海內的MPA也不是最佳的地點。

由紐西蘭著名的野生動物影片製片人Peter Young耗時6年拍攝，2012年中首映。佳映娛樂
電影公司取得版權後轉給輝宏，2013/4/26在台北梅花戲院上映,現由輝宏公司2013年12月
發行DVD，每片500元; 限地播映授權費,不限次數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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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CBD-COP10要求評選公海中需優先
保護之地區，即「生物及生態顯著之海洋
生態系」；Ecologically & 
Biologically Significant Marine 
Areas (EBSAs) 。
2016年在CBD-COP13中公布了EBSA的36個地點，並
要求加強EBSAs資料庫和資訊分享機制。在台灣附
近的EBSAs：冷泉區域位於台灣西南部海域。本區
域面積約為 14,000平方公里。

七項科學評估標準:
1.獨特性或稀有性
2.生活史中有特別重要性
3.有受脅、瀕危或銳減的
物種或棲地物種或棲地

4.易受傷、脆弱、敏感或
復原緩慢的海域

5.生產力高
6.多樣性高
7.仍保持自然原始的海域

南極羅斯海--2012年起
即已提案要求將劃為海洋
保護區。但每年在CCAMLR
的年會上均未能獲得全票
同意通過。後來只剩俄羅
斯、烏克蘭、中國大陸在
反對；直到2016.10.27才
終於通過。在2017年12月
時開始實施。此一全球最
大的海洋保護區有155萬平
方公里，等於43個台灣的
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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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國家公園法」- (1)生態保護區及(2)特別景觀區如1984
墾丁; 2007東沙; 2009台江國家公園;2014澎湖南方四島。

 1982「文化資產保存法」- (1)生態保育區(2)自然保留區(3)珍

台灣所謂的「海洋保護區」目前共123處，有法源的80+處

台灣海洋保護區的現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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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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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鳥及海龜野生動物保育區。

 1984 & 2001「都市計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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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漁業法」-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護區」,目前指定26處。

 無法源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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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國家重要溼地」36處將有法源依據。

推動台灣的海洋保護區劃設之期程-

 依據2001年5月行政院通過之「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中，農委會漁業署需主辦「健全保護區系統，以完整
維護本土生物多樣性」，其具體工作內容為:「檢討
與改善現有保護區系統與經營策略至少將5%近岸海域
劃設為海洋保護區」。(完成期限 2003.12)

 2009年「國家永續發展策略綱領」在修訂時，己擬在
「海洋保護」及「生物多樣性保育」二章中，列入「
要儘速增加海域保護區的數目及面積 且目標到2020要儘速增加海域保護區的數目及面積，且目標到2020
年時應將20%的沿近海各類生態系劃入保護區之範圍
」(其中10%應劃為「海洋保留區」或「禁漁區」，並
建立海洋保護區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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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MPA的面積比又如何? 2020年需10%;達標否?
但台灣MPA面積比的問題--是46%、6%或0.85％? 仍有爭議

中華白海豚野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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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的選用、定義及計算方式均應與國際接軌

中華白海豚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地 的MPA佔含內水領海面積已達46.2% (扣

除重疊部份後40.6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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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面積當分母的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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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A的比例大小，不如落實管理來的重要

MPAs需能落實管理--完全禁漁區、嚴格取締丶教育宣導、社區參與，經費募集

國內保護保留區回顧國內保護保留區回顧--海域海域
永續會指標‐海洋保護區

指標定義: 海洋保護區劃設面積佔我國領海面積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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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OECD的報告‐‐全球各國陸域及海洋保護區所佔的比例

海洋保護區的面積比例的計算應以200海里經濟海域作為分母

問題出在忽略了MPA定義中的「有效管理」

 問題的癥結仍出在對「海洋保護區」定義的解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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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4)

 也就是只要有法律加以保護的海域均屬MPA，因此由漁
業法或中央或地方所訂定的任何一項限漁措施，只要
是有某一種漁具、漁法，某一個季節，或某一魚種之是有某一種漁具 漁法 某一個季節 或某一魚種之
捕魚限制，均屬於MPA。

 然而，此一解讀却忽略了定義中亦需要「有效方式來
進行保護管理」這句話。



2017/5/4

16

台灣己有各種法令所劃設

的MPAs，但有下列問題：

–無告示牌

–邊界不明

–與原住民傳統文化衝突

–缺乏調查監測

–目標物種已消失

–棲地已改變或消失

–無有效管理計劃

故有如紙上公園
(陳章波提供)

2012/6/8世界海洋日,漁業署召開記者會,宣示要保護海洋,
要求各地區保育區應有統一的logo、告示牌或看板。

但各權責機關均不配合環資部海洋部!?

第1類「禁止進入或影響」 第2類「禁止採捕」 第3類「分區多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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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利用區（多重

全球的海洋保護區的分區規劃大致可歸成3~4類 vs.台灣的3類

緩衝區（只允許 永續利用區（多重
目的使用）開放所
有的旅遊、漁業及
養殖等活動

禁止利用區（禁
止所有人為活動）

緩衝區（只允許
適度的釣具漁業、
小規模的養殖及
生態旅遊）

禁漁區（只允許潛
水及海上旅遊活動）

核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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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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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wning at the intake bay of the 3rd Nuclear Power Plant  – Chromis viridis (藍綠光鰓雀鯛)     
(Provided by Dr. T.Y. Fan)

台灣 MPA未來應努力的方向

 1. 應多派人出席MPA的國際會議

 2 要繼續劃設及增加MPA之地點、範圍、各類生態 2. 要繼續劃設及增加MPA之地點 範圍 各類生態

系並建成網絡

 3. 落實有效管理，並推動由社區管理及全民來檢

舉違法的誘因及機制

 4. 檢討修訂現有之MPA及相關組織及法規

 5. 加強各MPA之調查監測，建立資料庫

 6. 在經濟重疊或有主權爭議的海域應考慮劃設MPP

 7. 加强海洋保育的宣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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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23-27  1st全球海洋保護區大
會 (澳洲, Geelong)

2013/10/21-27  3rd全球海洋保護區大
會 (法國, Marseille and in Ajaccio )

要了解全球趨勢應多派人出席國際會議—IMPAC
但每屆MPA國際會議台灣却甚少人出席,實難與國際接軌

2017/9/4-8 4th 國際海
洋保護區大會(智利，拉
塞雷納市)

2009/5/19-24
2nd全球海洋保
護區大會 (美
國, Washington 
DC)

IMPAC1--MPA的新思維--所有的海洋均應是MPA中的永續
利用區,亦即未來完全海洋保護區(Fully Protected 
Marine Reserve)所佔之面積比例應從三角形的頂端改
到底層；未保護區反之。(2005 IMPAC1)

新思維

未保護區

管理區 加
強

傳統思維

加
強

保護區

完全保護區

涵蓋面積

保護區

完全保護區

涵蓋面積

強
保
護

強
保
護

未保護區

管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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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的未來國際趨勢及挑戰

五大議題：
1.管理是否有效?
2.財務是否健全?
3 生態系代表性?3.生態系代表性?
4.社區的參與性?
5.如何保護公海?

2013年的IMPAC3由法國
海洋保護區署及IUCN共
同主辦，UN的
GEF, PEW, WWF, CBD, 
CMS, UNEP, IOC等國際
組織協辦。共有87國超
過1500人參加，含國際
組織代表;管理者,科學
家,政策制定者,地方代
表,社區,公民,產業代
表及藝文人士等。

陸域14.7%

領海10.1%

全球海域
4.12%

全球保護區面積自1990-2016年成長曲線圖

2016/CBD-COP13中OECD所提出海洋保護區的主
要挑戰：
1. 海洋保護區的選址是否恰當？在兼顧成本效

益的考量下，能夠否獲得最大的環境及社會
經濟的利益；

2. 海洋保護區管理計劃是否能落實執行；
3. 監測及報告系統的架構是否長期穩定；
4. 執法及守法的機制是否健全；
5. 是否有足夠的資金來永續經營；
6. 是否能將海洋保護區納入政府的主流政策來

減少人為因子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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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護區管理所需要的經費來源：

已開發國家來自政府基金，開發中國家所需資金來自下列來源：

1 已開發國家的金援1. 已開發國家的金援
2. 信託基金‐‐貝里斯丶墨西哥、Mauritania
3. 使用者付費‐‐澳洲丶貝里斯丶墨西哥丶泰國、厄瓜多爾的加
拉巴戈島等收取國家公園入園費；

4. 稅收及罰款‐‐如法國收取商船行經保護區水域的通行費；
5. 正面補貼‐‐海洋保護區可以使漁業資源及漁獲增加，因此是
正面補貼的一種。目前一些屬於負面補貼如漁船用油應該正面補貼的一種 目前一些屬於負面補貼如漁船用油應該
改為正面的補貼；

6. 生態系服的付費‐‐包括藍碳，或用坦桑尼亞海龜保護、墨西
哥灰鯨棲地的保護丶肯亞的紅樹林的保育等；

7. 海洋生物多樣性的生態補償‐‐較少採用，澳洲昆士蘭曾經在
2002年引入魚類棲地補償丶海草床的藍碳功能補償等等。

海域空間規劃(MSP) 誰應召集??--內政部丶海洋事務委員會

CBD-COP13: 海洋空間規劃有益於生態系統管理，加快在海洋和沿海區域實現愛知生物多
樣性指標的進展，並有助於將生物多樣性納入關於人類和經濟發展的公共政策的主流；鼓
勵各締約方對其管轄範圍內的海洋和沿海區域實施海洋空間規劃，或加強在這些區域現有
的海洋空間規劃措施。

海洋資源可貴，人類正在競相開發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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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海域空間規劃亦亟待推動：
以開發離岸風力發電為例--能源、航運、漁業、保
育…，何者優先？如何創造多贏？

風場如變為MPA風場如變為MPA，
才是創造雙贏。

2014.4預告迄今
已3年，無法公
告。

白海豚的保護區

棲地碎裂（海岸水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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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需遵守預防原則，並需多管齊下

疾病

過漁 (食餌不足) 生態系失衡 (如河川逕流量減少，使得基礎生
產力和浮游生物量減少）

誰是壓垮白海豚的最後一根稻草？

棲地碎裂（海岸水泥化、
人工設施阻隔南北洄游）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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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及未知的其他原因

噪音(船舶、震測、爆破、
聲納、施工、風機)

誰殺了中華白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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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原因及優先順序不易釐清，以致於大家會互相卸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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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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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劃設白海豚的保護區，還不如3浬內流刺網退場更有效

離岸風機之建設也會帶來一些正面之效果：

(1)「人工魚礁」的效果 -- 風機的基座及底石會表面有附著生物的生長，且提供棲
息、庇護、孵育及路標的功能，應能吸引及培育一些岩礁或中水層洄游棲性魚類的資
源。例如挪威Horns Rev離岸風力電廠應用聲波探測及漁獲試驗證實，個別風力機組基
座附近產生局部聚魚效果，魚群數量及密度均顯著增加。台灣目前需要實際的案例及
調查監測的結果來證實。

(2) 「海洋保護區」或「限漁」的效果 --在營運後，若干漁具、漁法或漁區的限制，」 」
可以有效防止網具特別是底拖網對海底棲地的破壞，及不分對象魚種及大小的無選擇
性的不永續的漁法。當然如果能全區禁漁，則復育魚源的效果會更為顯著。需要未來
OWF營運前(背景資料)及營運後的監測結果來證實。

海洋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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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繼續推動MPA之增設地點及範圍、各類生態系並建

成網絡

 如北方三島、龜山島、綠島、蘭嶼、南沙太平島等離
島。

其實 所有珊瑚礁海域均應列入 並至少有 其實，所有珊瑚礁海域均應列入MPA，並至少有30%-
50%列為禁漁區，不准捕撈珊瑚礁魚類，只准潛水觀光
利用。

 其他的海洋棲地，如海岸溼地、大洋、深海熱泉、冷
泉、海底山等生物多樣性高或具特殊生物熱點區域（
如中華白海豚出現之區域） 均應納入MPA之範圍如中華白海豚出現之區域），均應納入MPA之範圍。

 在規劃時並能配合國際潮流，增加「核心區」或「禁
漁區」之面積，及建立MPA網絡等。

河口

岩礁海岸

沙 / 泥灘地

海洋四周棲地（生態系）多樣化均應有代表性的MPAs

冷泉 (seep)

深海大洋

珊瑚礁 / 海草床

紅樹林(林澤) / 草澤

沙洲舄湖

( p)

藻礁

深海熱泉？

707 

臺灣四周海岸之生物棲地概況既複雜又多樣化，可謂各種不
同的海洋生態系應有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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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land Conservation Law  濕地
保育法 (2014) (36 Coastal 
Wetland Areas was announced in 

National Coastal Important Wetlands

2007 by the government. 

什麼是「海岸藍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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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海岸溼地(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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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 Pg C y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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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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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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碳 減污
排放

防災

J.-P. Gattuso et al. Science 2015;349:aac4722

海洋保護區網絡

復育劣化的生態系

搬遷
以生態系為基礎的管理

Kaomei Wetland (高美濕地)

Tidal flat Zostera japonica

–– 700700 haha

–– Tidal range 3Tidal range 3--44 mm

–– Extensive salt Extensive salt 

Bolboschoenus
planiculmis

Spartina alterniflora

(台中市農業局)

te s e sa tte s e sa t

marshesmarshes

高美濕地生態系服務加總價值 (林幸助)

5252

供給+調節+支持 = 每年 133億1294萬元
文化 = 每年 4,911 萬元
加總 = 每年 133億6205萬元

高美濕地 300 公頃計算
每公頃價值 = 每年4454萬元 (148萬美金)
0.2公頃濕地補償代金 = 每年89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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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 （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TEEB）

基於超過80處珊瑚礁估價研究分析，生態經濟
學計算每公頃珊瑚礁服務的價值如下：

食品，原材料，觀賞植物資源：平均$ 1,100
（高達6000美元）;
氣候調節，緩和極端事件，廢物處理/水淨化，
生物控制：平均$ 26,000（最高至35,000元）;
文化服務（如休閒/旅遊）：平均$ 88,700
（110萬美元）
維護遺傳多樣性：平均$ 13,500（至57,000元）

蘇克德夫說，全球珊瑚礁服務的平均年產值蘇克德夫說，全球珊瑚礁服務的平均年產值
172億美元的估計。

DIVERSITAS-OSC 2009/10 建議各國政府和非政府
組織建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委員
會（IPBES）」。而IPBES已在联合國UNEP, UNDP, 
UNESCO, FAO之主導下於2011年正式成立
(http://www.ipbes.net)

如何建構MPAs網絡的指導準則或資料庫將海洋保護區連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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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斗子

龜山島

北方三島

增設不同生態系的海洋保護區(MPA)之地點及範圍，並建成網絡

OWF沙地的MPAs

蘭嶼

綠島

白沙、吉貝

小琉球

石梯

三仙台

墾丁
南方四
島

南方四島

已有的MPAs       沙地

建議新增的MPAs

墾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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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業署2012公布去幾年，非法捕撈之取締件數統計

如何管理才有效，卻少人去探究
MPA不在面積大小、數目多少，而在管理是否有效!!

3. MPA最重要的是要能落實管理

漁業署2012公布去幾年 非法捕撈之取締件數統計

年份 拖網 珊瑚漁
業

火誘網 鱙魩 櫻花蝦 漁業保育
區非法捕
撈

物種保
育

毒魚、炸
魚、電魚
等

其他

2009 158 3 4 4 0 3 3 6 14

2010 145 0 1 56 4 3 1 11 49

2011 167 2 0 9 4 10 5 14 19

總計 470 5 5 69 8 16 9 31 82總計 470 5 5 69 8 16 9 31 82

MPA管理成效的真正指標--應是監測禁漁區內的海洋生物或魚
類多樣性是否有回復到一定的水準。並不是只看取締了多少
件違法盜捕（獵）的案件。因為若民眾均守法而不侵入MPA去
捕撈，則也無從或無需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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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管，竟然就...墾丁開放釣魚

要限漁--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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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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究竟是目標還是口號？

端視其管理政策是否正確及有效。

如：年金改革丶教改等等都是為了要挽救當初政府錯誤政策

所造成不永續的後果。

•為何許多管理政策是否有效都不知道？

因為缺乏量化指標(KPI)及趨勢圖、缺少長期監測

數據及整合公開的機制(鴕鳥心態)。

如:以行政院2001年推動的《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的行動

計劃的績效指標(KPI)為例 林務局於2015起推動「國家計劃的績效指標(KPI)為例。林務局於2015起推動「國家

生物多樣性監測與報告系統規劃計劃(TaiBON)」。

•好的KPI應是「狀態」指標（以海洋保護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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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禁漁區或核心區在
MPA 中所佔的比例

投入在 MPA 規畫管理
及研究之經費 執法寬鬆？

過度開發？投入 MPA 之教育及

海洋保護區議題

目前的KPI

MPA 所占含內水領
海及 EEZ 之面積比

棲地破壞？
汙染？
過漁？
觀光？
海鮮文化
(吃珊瑚礁、 瀕危物
種與大型魚類)?

投入 MPA 之教育及
宣導的人力物力

新增規劃與公告的
MPA 之件數

執法覆蓋率？

漁業資源匱乏？
海洋生態系失衡？
漁業產值下降？
潛水觀光業產值降？

MPA中生物多樣性監測之變化趨勢

61

非MPA中生物多樣性監測之變化趨勢

 如何蒐集資料

–列出保護區內及周圍的焦點物種

–測量方法

IUCN的MPA調查準則

現地觀察評估物種個數

以遙測或現地調查方法評估生物量

取得受關注區域焦點物種的卸魚量

焦點物種種類-- 特有種, 外來種, 旗艦種, 
指標種,關鍵種,  目標物種, 易危物種, , ,

 現地觀察調查方法

–固著性、定棲性、移動範圍較小的底棲生物

設立隨機或具有組織性的永久樣框、樣區、
穿越線或點計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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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性高的生物

潛水調查 (小型魚類)

樣帶調查 (小型魚類、定棲性無脊椎動物)

定時巡游 大型魚類定時巡游 (大型魚類)

–高度遷移性生物(鳥類、海龜、哺乳類)

現地觀察

標識追蹤

 除記錄個體數外，應紀錄體型大小 除記錄個體數外 應紀錄體型大小

–較分散的體型分布可能代表生殖系群的存在，
可維持或增加族群量

 調查頻度
–一年兩次或四次

–至少一年一次或兩年一次

–每次調查應盡可能在相同月份

 調查範圍
–保護區內、外，包含保護區邊界，以偵測外溢效應

 資料分析與闡釋
–比較保護區內外目擊頻率

–比較保護區內外物種密度

–空間分布分析(是否在調查範圍內均勻分布)

–比較不同焦點物種的族群豐度彼此間是否有關聯?

–物種豐度隨時間的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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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長期的資料 (有固定測站及每季一次):均在核電廠
1st NPP – 1978-1979
2nd NPP – 1981-1983
3rd NPP – 1985-1986

Q:台灣有長期監測的資料嗎?
(LT>10 yrs; MT>5 yrs; ST<5yrs)

4th NPP –封存
麥寮工業區;八里海放管;………
--環評法1994年起實施.

--國家公園 (沒有固定測站且多為生物相的調查):
1st  墾丁– 1982
2nd 東沙環礁–2007
3rd 台江潟湖– 20093 台江潟湖 2009
4th  澎湖南方四島– 2014.

--其他:
1. 災害–阿瑪斯洩油(只作珊湖,只2年); 澎湖寒害2009 (只3年);均無背景資料
2. 國家風景區– N, NE, E. coast of Taiwan and Penghu (多為生物相的調查)
3. NSC – 1st海洋LTER在墾丁(2001-2005); 2nd大鵬灣;蘭陽溪口;………(<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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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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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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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種數

2008

魚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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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採樣

漁業資源及海洋生物的消失有多嚴重?
-- 需要看和多少年前的資料(背景值)來比較

漁法精進、努力量增加、體型
變小、組成改變、生態系營養
層下降、物種減少、資源枯竭

y = ‐1.005x + 127.7
R² =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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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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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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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² = 0.54150

200 逐季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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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3.597x ‐ 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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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只看短期資料則還有可能會呈現增
加的相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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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討修訂現有之MPA及修訂不合時宜的現有法規
內政部營建署亦已就1987年所公布的沿海自然保護區，作了第二
次通盤檢討，將早期的12處MPA增加到23處，面積由2,200km2增加
6.5倍，達13,300km2。

990422修正草案990422修正草案

法令 權責單位 主要保育目
的

社區參
與

罰
則

執法單位

國家公園法 內政部 物種保育及
棲地保護

N Y Y (國家公
園警察)

台灣不同法令所劃設的MPAs,其目的,社區參與,罰則,及是
否有執法能力各不相同

棲地保護 園警察)
漁業法 漁業署 漁業資源 N Y Y (海巡署)

野生動物保育法 林務局 物種保育 Y Y Y (警察)

發展觀光條例 觀光局 自然及地景 N Y N

都市計畫法 內政部 棲地保護 N Y N
保護沿海自然環
境計劃

內政部 棲地保護 N N N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部 物種保育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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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1

例：環保署的水污染防治法之水質標準亦應修訂

.

海洋pH值在7.8以下，即會對海洋生物造
成影響或威脅；

中華白海豚只剩72頭，只分布在沿岸淺水
域 (< 15 m )及近岸區 (< 3 km) 。牠們尚未
在pH  < 8.0的水域出現過。

EPA的環評專家及NGO建議應要求台塑加
強環保投資，改善pH由7.67.8 8.0。強環保投資 改善pH由7.6 7.8 8.0

我國1992年所訂定的甲類水質標準7.5‐
8.5%；是否應予修訂。

中華白海豚重要棲息地範圍大，污染源多
又是漁場；要保護所需投入的監測管理的
人力物力甚大，又需與漁民溝通如何雙
贏；遠不如黑面琵鷺(台江) &台灣鉤吻鮭
(雪霸)的保育

5. 加強調查監測建立MPA資料庫及網站，編撰

MPA的國家報告 --但台灣目前都沒有

 何處需優先劃設及劃設範圍大小等，均有待進行海洋
生物之普查，了解其種類組成、分布、數量之時空變
化等基礎的調查研究工作，並結合地理資料系統（
GIS）建立資料庫及各類海洋棲地的生態或地理分布
圖，找出「熱點」（hotspot）。因此，目前政府在
推動的國土規劃的工作，亦必須包括海域在內。

同樣地 已劃設之MPA要完成各類MPA之叠圖工作 評 同樣地，已劃設之MPA要完成各類MPA之叠圖工作，評
估其管理成效，亦需有監測計畫，定期評估各MPA管
理之成效，並作檢討修正，才能確保MPA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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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需要正確可靠的資料作統計，才能制訂有效的管理及復育政策
-- 但在台灣，政府的資料常有各種理由或藉口不願公開

1. 研究成果尚未發表

2. 若干敏感保育物種不能公開

3 智慧財產權不清楚3. 智慧財產權不清楚

4. 只授權給計畫的委辦單位，不能開放給其他網站用

5. 擔心外界或環評公司誤用

6. 或擔心因資料品質不佳而被質疑

7. CC授權的等級不同

8 各機關的本位主義或希望自己是頭(整合單位)8. 各機關的本位主義或希望自己是頭(整合單位)

9. 要付費、要註冊、要成為會員、或要被授權

10. 調查研究成果會被國外直接使用

11. 個資法

12  …

7373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

國家MPA系統及網站

GIS系統 -- MPA Inven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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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MPA資料庫的建置與整合
1. WDPA ─ IUCN World Database on Protected Areas)─世界保護區資料庫

目前(2017.4)已有超過全球235個國家或地區，共16萬個保護區的資料。所有資料均
上網公開，可經由GIS圖層及地圖來查詢及分析研究，以求能對物種保育、棲地保
護、保護區之規劃、設置、經營、管理能有所幫助。WDPA己正式與GBIF合作，可與
GBIF所整合之物種原始分布及物種資訊作整合。(http:www.wdpa.org/)

MPAMPP_可復育魚源。
也可避免海上喋血及漁船
被扣事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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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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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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Z重疊或有主權爭議的水域應劃設MPA/MPP，是最佳的自然及和平的解決方案

2016.7.12--Marine Biodiversity at Spratly Islands  and 
Proposal for Establish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s (CSIS-6th

SCS Conference)

民國86年(1997) 起中研院每年舉辦海洋環境大會；
89年(2000)在臺灣開始加強海洋保護區之宣導及教育，但進展緩慢

7. 加强海洋保育的宣導教育--宣導教育最重要,但18年來
成效有限

保護區不易劃設及管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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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物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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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類重要的食物來源--估計人類消耗的高級蛋白質中約有20%係來自海洋。

2. 地球的最大維生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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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及碳封存等等，成為

發現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價值需要靠研究:

海洋保育三帖藥--加强研究、立法、教育

也藉由保護海岸 分解廢棄物 調節氣候 提供新鮮空氣 減碳及碳封存等等 成為
地球上最大的生命維生系統。

3. 基礎科學研究--不少諾貝爾獎醫學及化學獎得主歸功於利用海生物為研究材料(河
魨毒、烏賊神經、水母發光基因等。

4. 生技產業--海生物之天然化合物之民生、醫藥之功能之開發利用為明日之星。如試
劑檢驗、育苗、飼料、製藥費的抗癌、抗病毒、診斷試劑或治療心血管疾病之藥物、
以及一些抗附著物、酵素、清潔劑或黏著劑之特殊化學品等等。

5 仿生學—向生物或大自然模仿或學習，如鯊之鱗(游泳衣，防菌膜)、貽貝足絲(黏5. 仿生學 向生物或大自然模仿或學習 如鯊之鱗(游泳衣 防菌膜) 貽貝足絲(黏
膠)、魚群游(風機無扇頁)

6. 生質能源--海藻因生長快速，光合作用效率高於陸生植物，在海中立體生長，不會
與糧食作物競爭陸地資源，所以被認為是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生質能源原料之ㄧ。

7. 生態旅遊－潛力無窮，獲利更多，符合永續及保育原則。如潛水賞魚、海底攝影、
或賞鯨等活動，每年全球收益可達數十億美金。

賈福相教授 (1931 2011) ；筆名莊稼

「台灣海洋環境大會」

保育的三帖藥：
1.研究
2.教育
3 立法 有效管理

賈福相教授: (1931-2011) ；筆名莊稼。
1997在台灣催生「台灣海洋環境大會」 ，中
研院與海生館、海科館、海大及聯合報等共
同舉辦；每年一次

3.立法 有效管理

《環境教育法》--2011年6月正式實施。
《濕地保育法》--2015年2月2日由總統

府公佈於施行
《海岸管理法草案》--立法院內政委員

會2014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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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海洋保育和守法觀念不足

「漁村再造」-- 漁村轉型觀光休閒業里海 (Satoumi))SDG目標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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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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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海(Satoumi):「經由人為的操作或人與自然的互動而使其生產力及生物多樣性均
能提高的沿岸海域」(日本的里海網站 Satoumi Net)

• 「里海」強調的是人與海的結合，須透過人為的經營管理
而使漁業資源及生物多樣性得以恢復並可永續利用。

「里海」與海洋保護區(MPA)的關係或不同，嚴格的MPA是以「禁漁」(no-take)為
主，其「核心區」或「保留區」除了科學監測及管理者去取締違法侵入外，並沒有
其他人為的設施或作為 而 里海 則是有人為的施作在內 包括養殖 魚礁或是

http://www.env.go.jp/water/heisa/satoumi/en/05_e.html

其他人為的設施或作為。而「里海」則是有人為的施作在內，包括養殖、魚礁或是
某些限漁的措施在內。因此里海應是在MPA的「緩衝區」或「永續利用區」內來操
作。

目前的海洋保育可能落後陸域保育工作十五年左右，而且還
有下列額外的三項挑戰：

1. 世界海洋缺乏一統一與完整的政策，特別是公海部分；

2. 海洋生態系的保育同時有賴於陸地與海洋活動的改善 --
「海納百川」，污染、垃圾、沈積物、優養化及過度捕
撈、棲地破壞；

3. 人類不當的海鮮文化也加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人類
享用海鮮時，無法和陸地上的「野生動物肉品販賣」劃上
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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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目前分散在各部會，如《生物多樣性行動計劃》中許多工作項目常
為了誰是主辦，誰是協辦單位，而爭論不休。

聯合國SDG目標14

《海洋基本法》需對應的權責單位-(海委會/海洋部)+(海保署+國海院)

才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及經費去規劃、推動及執行，否則「徒法不足以自行」。

聯合國SDG目標14

•14.1 減少海洋污染，尤其是廢棄物以及營養污染。環保署丶交通部丶漁業署

•14.2 以永續的方式管理及保護海洋與海岸生態系。環保署丶科技部…

•14.3 減少並解決海洋酸化的影響。環保署丶科技部…

•14.4 有效監管採捕，終結過度漁撈，以及IUU。漁業署丶海巡署

•14.5 保護至少10%的海岸與海洋區。漁業署丶營建署、文化部丶林務局丶觀

光局…光局

•14.6 禁止負面的漁業補貼政策。漁業署

•14.8 提高科學知識，發展研究能力。科技部、農委會…

•14.10 落實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保護及永續使用海洋及海洋資源。漁業署
丶環保署丶外交部

2015世界各國達共識要研議海洋保護全球公約(公海)，現正起草中，將於

2018開始於UN大會討論，希2020可開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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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漁產復育及漁村共榮要向阿拉斯加政府來學習

SDG目標14.2--永續方式管理海洋

七項措施：
1.用科學數據捕魚
2 漁船行蹤摸透透

立法、研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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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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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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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採取保護海洋健康的措施，與復育失地還不算晚。在海裡還

2009 TED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
sign) prize winner

黃金救援時刻!!

塞爾維亞‧厄爾勒（Sylvia A. Earle）

存有10％的大型魚，牠們還沒完全消失。半數的珊瑚礁也還健
在。雖然有污染問題，大半的海洋都還是健康且富有調節力。
不論我們是要將知識化成行動，還是要讓眼前致力行動的機會流
失，未來這十年可能就是下一個千禧年中對海洋保育－以及人類
未來－最關鍵的時期。

The End

- 劃設海洋保護區(MPA)
落實「有效管理落實「有效管理」
還給魚類一個安全的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