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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本「⽣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秉持兼顧保育資訊推廣的深度及廣度為策
略，於環境資訊中⼼電⼦報及網站⾧期經營⽣物多樣性與⽣物簡介⼆專欄，並
舉辦⽣物多樣性相關教育推廣活動，以落實⽣物多樣性主流化。今（2018 年）
共 12 個⽉時程間，總共編彙⽣物多樣性專欄 46 篇，⽣物簡介專欄 25 篇，報導
國內⽣物多樣性新聞 54 篇，並譯介來⾃各國最新的保育新聞 60 篇。
上述各專欄除了持續規劃關於⽣態、物種知識、說明⽣態危機等主題之⽂
章以喚起⼈們的環境意識外，也隨著今年所發⽣的環境議題，推出探討相關主
題之系列⽂章，期待藉由不同的環境事件，帶領讀者認識⽣物多樣性與⼈的關
係、重視其重要性，以喚起保育意識。
為能有效推廣資訊，持續維護網站伺服器及資料庫和功能，並透過環境資
訊電⼦報及 Yahoo！奇摩、Hinet 新聞網等網際網絡媒介，讓讀者能利⽤
Facebook、Twitter、G+等社群軟體，輕易與⾃⼰的⽣活圈分享喜歡的⽂章。藉
此觸及更廣⼤的讀者群，讓從未關切環境議題的讀者有機會透過資訊分享功能
接觸到這些訊息。今年度網站使⽤者⾼達 382 萬，總瀏覽量更⾼達 931 萬次，
單⽇最⾼瀏覽量 5 萬 8 千次。
在運⽤網路媒介之外，本計畫持續⾛出網路，透過實體活動擴⼤影響範
圍。本團隊今年呼應淺⼭議題與⾥⼭倡議，舉辦 5 場、⼀整⽇的講座，邀請中
國資深環境⼯作者來台，與民眾⾯對⾯分享在守護淺⼭環境的精彩奮⾾故事，
實際傳遞⽣物多樣性及環境議題的知識，並提供討論、交流的機會，加深資訊
推廣的深度。不僅喚起民眾對保育趨勢的認知、增加環境知識，也成功擴及不
同族群，提供參與⽣物多樣性保育的不同進路與想像。
另外，為提升民眾在⽣物多樣性主流化上之國際意識，擴⼤並深化保育訊
息的傳遞效益，同時提供相關單位政策制定與施⾏之參照，本計畫團隊集結
2017 ⾄ 2018 年與愛知⽣物多樣性⽬標相關之專欄⽂章，並完成書籍相關編輯事
宜，俾利後續印刷發⾏。
計畫期末，本團隊於 2018 年底進⾏「⽣物多樣性專欄滿意度調查」，共取
得有效問卷 493 份。調查結果顯⽰，近 8 成民眾透過環境資訊電⼦報獲得資訊
中⼼⽂章，顯⽰⽤電⼦報為媒介的資訊傳遞仍存在其必要性；另外，讀者對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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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專欄總體滿意度，將近 6 成讀者給予「滿意」以上評價。活動⽅⾯，近 5
成讀者表⽰雖未參加過相關活動，但有興趣者會想參加，由此可知，活動的設
計及規劃，也是推廣⽣物多樣性主流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過程。

壹、 前⾔
⽣物多樣性資訊的蒐集與推廣，是推動⽣物多樣性保育、教育及研究的重
要基礎⼯作。《⽣物多樣性公約》中第 17 條要求各國建⽴⽣物區域資訊中⼼，
設置網路，積極蒐集、分類、整理、保存本⼟⽣物之資料，再透過交換機制與
其他國家相互分享，以促進⽣物多樣性之保育、利⽤、管理、研究及教育等⼯
作。第 13 條更⿎勵⼈們多藉由傳播和教育來激發公眾對⽣物多樣性的保育意
識。
2010 年在名古屋舉⾏的聯合國第 10 屆⽣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會
（COP10）上，各締約⽅通過《2011-2020 年愛知⽣物多樣性⽬標》，制定保護
⽣物多樣性的⼗年⾏動計劃，然⽽全球受威脅物種⾄今依然存在滅絕的⾵險。
2014 年於南韓舉⾏的 COP12 發表全球⽣物多樣性展望（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第四版報告也顯⽰，20 項⽬標的 56 項⼦⽬標中，僅有 5 項及格，多
達 33 項⼦⽬標進度遲緩恐難達標，10 項原地踏步，5 項惡化，3 項未評估。但
亦有國家為此⽬標努⼒，2016 年，墨西哥總統尼托在 COP13 宣布設⽴三個新的
海洋⽣物圈保護區，使部分加勒⽐海沿岸、下加州灣沿岸和深海受到法律保
護，使墨西哥達成愛知⽬標第 11 項。
科學期刊《Nature》曾於 2014 年指出世界正⾛向⼤滅絕──75%以上的物
種消失，2016《Nature》更表⽰第六次⼤滅絕與前五次⼤滅絕之不同在於⼈類
偏好捕撈⼤型物種勝過⼩型物種，導致⼤⽩鯊、藍鯨和南⽅⿊鮪等⼤型物種瀕
危，為全世界海洋⽣態帶來災難性的影響。⽽世界⾃然基⾦會（WWF）和倫敦
動物學會（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合作彙整的《2016 地球⽣命⼒報告》
（Living Planet Report）中也指出，未來短短 50 年間，全球將失去 2/3 的野⽣
動物。另外，過去 30 年，⼈⼝增加、農業擴張和民⽣動盪等間接因素，也使野
外⾧頸⿅數量減少了約 6 萬 6000 隻，跌幅⾼達 40%，2015 年野外僅剩 9 萬 7000
隻，此也使得世界⾃然保育聯盟（IUCN）紅⾊名錄將⾧頸⿅列為易危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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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球氣候變遷，已有多國陸續執⾏變⾰。如位於法國諾曼第圖爾夫
爾．歐．佩爾池鎮（Tourouvre-au-Perche）啟動了全球第⼀條太陽能板⾺路，
總⾧ 1 公⾥，太陽能板⾯積 2800 平⽅公尺。印度政府最新版的國家電⼒政策草
案表⽰，⾄少在 2027 年前都不會需要再新建燃煤電廠。同時，草案提議增加
1000 億⽡的太陽能和⾵⼒發電，這將讓印度的再⽣能源發電裝置容量成⾧超過
⼀倍。巴西也在 COP13 中做出承諾，宣誓復育 2200 萬公頃退化⼟地，並在這
些⼟地上推廣永續農業。
聯合國前秘書⾧潘基⽂曾表⽰，⽣物多樣性及其所⽀持的⽣態系統服務是
地球上⽣命以及世界各地⼈民⽣計及福祉的基礎，防⽌⽣物多樣性進⼀步喪失
是對我們共同未來必不可少的投資。全球⽣物多樣性的喪失繼續加速，預估只
有 15%的國家有望於 2020 年前實現愛知⽬標，⽽要扭轉這些趨勢，需要聯合國
會員國、聯合國機構以及民間社會、學術界和企業等所有部⾨和權益關係⼈採
取⾏動。
這些真實且迫切的資訊，亟需透過網路即時且迅速的特性予以公開，讓所
有⼈產⽣警覺。同時，藉由網路訊息的⾃由擷取與交換，⽣物多樣性資訊成為
全球分享的資源，不但符合⽣物多樣性公約的要求，也有助於⽣物多樣性研究
的國際化。⽽在茫茫「網」海中，如何蒐集最新資訊與擷取重點訊息，是瞭解
⽣物多樣性資訊的重要課題之⼀；此時，⼀個能提供親近、實⽤、公開、透明
資訊，並便於交換、整合利⽤的平台，就成了傳遞及研究⽣物多樣性訊息的重
要⼯具。
本計畫執⾏團隊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2000 年成⽴以來，歷經 18 年的努
⼒，透過環境資訊中⼼的建置及環境資訊電⼦報的發⾏，積極推動全球環境資
訊交換與提倡⽣態保育理念，截⾄ 2018 年底，環境資訊電⼦報遍及國內外的訂
⼾超過 25,000 名，網站年瀏覽量達 9,310,352 次。無論就內容或訂閱量，堪稱台
灣最⼤的環境資訊⼊⼝網站，且平均閱讀時間超過 5 分半，顯⽰讀者不僅進⼊
⾴⾯，且充分閱讀⽂章。同時，協會在⽣物多樣性、在地環境議題及⽣態資訊
網絡的議題上投⼊相當的⼈⼒，⾧期累積諸多優異的成果，受到各界的肯定與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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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 2004 年度執⾏⽣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以來，透過「⽣物多樣性
專欄」與「⽣物簡介專欄」，累積許多⽣物多樣性及物種⽣態知識，更廣泛宣
達許多國內外珍貴的保育成果；並固定與國際獨⽴環保媒體 ENS
（Environmental News Service）合作，每週定期譯介具有深度的環境新聞予國
內讀者，彌補主流媒體⾧期忽視的環保資訊，⾄今也形成⼀珍貴的議題資料
庫。
除了運⽤網路媒介，本團隊於 2008、2009 年度相繼出版《上課了！⽣物多
樣性》（⼀）∼（三）系列專書，分別探討⽣物多樣性真義、保育概念及台灣
民間的保育⾏動介紹，並引介國際上⽣物多樣性保育⼯作值得關注的焦點議
題。2012 年度因應環境教育推動需求，進⾏再版計畫，增印 2000 套書，並製作
成電⼦書，讓讀者可以多元⽅式利⽤，擴⼤資訊傳遞範圍。為使⽣物多樣性的
知識更容易分享及傳遞，也讓書本的運⽤更廣泛便利，2014 年進⼀步製作《上
課了！⽣物多樣性》電⼦書光碟。2015 年更出版此套書第四冊「綠⾊經濟幸福
學」，並獲 2016 年第 40 屆⾦⿍獎《圖書類出版獎：政府出版品獎》。《上課
了！⽣物多樣性》套書兼顧各⾯向，成為國內最完整的⽣物多樣性資訊參考來
源，讓「⽣物多樣性」相關的介紹資料、教育推廣更臻完整成熟，得獎的肯定
也顯⽰⽣物多樣性已漸受國⼈重視。
本計畫也積極進⾏實體活動及資訊跨平台合作，不但主動舉辦⽣物多樣性
講座，⾛出虛擬空間，創造專家學者和民眾⾯對⾯談話的機會，讓艱深的保育
難題成為切⾝議題。另外，2015 年開始，資訊中⼼也跟其他⽣態推廣相關網站
平台合作，包含 TaiBif（台灣⽣物多樣性資訊⼊⼝網）及科技⼤觀園，透過專
欄⽂章內關鍵字段詞連結及⽂末的延伸閱讀，利⽤網路連結的便利性，將⽣物
多樣性資訊的推廣更全⾯。
多年來，⾏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不僅致⼒於台灣林業經濟及相關保育研
究的推動，更注重保護台灣⽣態與物種，種種政策、⾏政措施或法令，若能讓
民眾感受到或得知其重要性，對推展⾃然保育⼯作，成效將更為卓越。其中透
過執⾏本「⽣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促使執⾏團隊以豐富的環境教育及資
訊傳播經驗，收集國內外與⽣物多樣性相關新知、議題，也將各項研究成果科
普化，透過資訊公開並結合不同媒介，達到擴⼤傳播效益的功效，達到⾃然與
⼈和諧相處之⽬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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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的
本計畫主要為持續推動⽣物多樣性及⽣態保育議題之教育與推廣，增進民
眾對台灣⽣物多樣性的認識與⽀持，以作為保護本⼟⽣物和環境資源⾏動的基
礎，拉近⼈與⾃然的距離。因此本年度（2018）⽬標將達到：
⼀、持續累積⽣物多樣性知識：
（⼀）以近年國際間蓬勃發展、國內也開始積極推廣的「⾥⼭倡議」
（Satoyama Initiative）為主題，提供國內外相關保育相關知識、以
及實踐的案例。
（⼆）配合 2020 年即將到期的愛知⽬標，持續推廣⽣物多樣性概念「主流
化」，並規劃專⽂介紹⽣物多樣性公約的國際地位，以及各國和台
灣為達成愛知⽬標所做出的努⼒及案例介紹。
（三）加強國際⽣物多樣性保育新知，並注重本⼟⽣物多樣性及保育成果
介紹，融⼊台灣住民智慧，持續推廣「綠⾊經濟」、「台灣紅⽪
書」、「公民科學」、「永續海鱻⾷堂」等專欄，以促進民眾⽇常
⽣活與⽣物多樣性的關連，有助於永續⽣態觀念之建⽴。
（四）幫助讀者即時跟進國內外⽣物多樣性相關事件，每週提供⼀、⼆則
⽣物多樣性相關報導，並配合專欄刊出，讀者可定期接收國內外最
新的保育訊息和專⽂論述，藉此提昇⽣物多樣性概念普及度。
⼆、擴⼤推廣⽣物多樣性訊息的深度與廣度：
（⼀）加強環境資訊中⼼內⽣物多樣性資料庫強度，利⽤社群網站的普及
率，增加分享⽣物多樣性資訊的普及率。並藉由跨媒體運⽤，多⽅
吸引閱聽⼤眾。
（⼆）邀請專家學者分享專業知識，提升民眾的環境意識，進⼀步增加⾏
動參與度，擴⼤並深化保育訊息的傳遞效益。
（三）藉由資訊圖表等⽅式，⽅便讀者以輕鬆、簡單、易理解的⽅式，認
識⽣物多樣性相關知識。
三、籌備書籍出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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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書的規畫為前提，接續 2017 年關於國際間推⾏愛知⽬標的努⼒
過程與案例分享之愛知專欄；2018 年的愛知⽬標專欄規劃將更著重
於對照國內推⾏概況，特別引介可供國內參照之國外案例作法。
（⼆）將 2017 年及 2018 年，關於愛知⽬標的相關專欄⽂章集結成冊，先
⾏完成書籍相關編輯事宜，俾利後續印刷發⾏，以達宣導推廣，提
升民眾在⽣物多樣性主流化上之國際意識，擴⼤並深化保育訊息的
傳遞效益，同時提供相關單位參照。
四、舉辦實體活動，與民眾互動：
藉由實體講座等交流⾏動，向國⼈介紹中國及台灣在⾥⼭倡議上之努⼒過
程，以及⽬前的保育成果。

參、 效益分析
由以上⽬的出發，本計畫以在地態度、國際觀點、⽣活化知識為依歸，蒐
整、編寫國內外與⽣物多樣性相關案例與相關資訊，將⽣物多樣性知識做深⼊
淺出、更具親和⼒的傳遞。同時，也以「環境資訊中⼼」及「環境資訊電⼦
報」為平台，為民眾提供公開透明的環境資訊，以及⽅便查找、隨時更新的專
業網站服務，提升國⼈對台灣⽣物多樣性的認識與⽀持，從⽽保護本⼟的⽣物
資源，並激發其⽀持⽣物多樣性保育、利⽤、管理、研究及教育等⼯作之熱
情。同時也透過國際新聞翻譯，即時掌握全球最新保育訊息，在全球化的時代
中為台灣民眾建⽴與國際接軌的管道。因此經由本計畫執⾏，達成的效益計
有：
⼀、⽣物多樣性資訊⼤量流布，總瀏覽⼈次超過 28 萬
本計畫⾃ 2018 年 1 ⽉⾄ 12 ⽉期間，共產出⽣物多樣性專欄 46 篇、⽣物簡
介 25 篇、國際環保資訊 60 篇，⽣物多樣性報導 54 篇，合計 185 篇（⾒表
1）。此 183 篇保育新聞和專欄，不僅透過環境資訊中⼼網站及電⼦報之傳送，
24 ⼩時提供國⼈點閱、查找。尤其為容納更多流量，不斷努⼒加強資料庫及伺
服器強度，及⾴⾯之友善程度，吸引讀者充分閱讀⽂章。同時，也利⽤民眾常
使⽤的 Facebook、Twitter 和 LINE 等社群軟體，將⽂章加上可分享的功能，讓
保育訊息更易於複製及傳遞。新聞及專欄⽂章轉寄及流傳的總量過去難以計
數，⾃去年起透過 Google Analytics，統計⽂章瀏覽⼈次。今年度本專案所產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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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章（不包含歷年產製舊⽂），⾃ 2018 年 1 ⽉ 1 ⽇起⾄ 12 ⽉ 31 ⽇⽌，所
吸引閱讀的總瀏覽量超過 28 萬⼈次（⾒表 2），不論是從教育推廣或宣傳效益
來看，皆可⾒成效。
單篇⽂章中，以⽣物簡介專欄〈【台灣紅⽪書】即將消失的⾶⾏哺乳類—
—台灣狐蝠〉年瀏覽量達 6,058 ⼈次為例，1 ⽉ 29 ⽇刊登當週瀏覽量達 1,209，
臉書共得到 9,178 觸及⼈數。另⼀篇⽣物多樣性報導〈野外觀察不怕沒⼈鑑定
iNaturalist 中⽂化 ⾃然觀察更容易〉，於本計畫年度 6 ⽉ 26 ⽇刊登後，當周
就達到 8,444 次的瀏覽量，結⾄ 2018 年 12 ⽉ 31 ⽇為⽌，總瀏覽量共達 13,351
次。資訊中⼼臉書觸及⼈數則有 17,129 ⼈。
⽽除了當年熱⾨⽂章外，2015 年⽣物簡介專欄舊⽂〈百⾜之蟲：蜈蚣⼼事
誰⼈知〉，除了在 2015 年度總瀏覽量達 16,579、2017 年度增加 26,192 瀏覽量之
外，在 2018 年度再新增了 31,258 瀏覽量，顯⽰歷年刊登的⽂章也有機會再受讀
者青睞，科普性強、與民眾⽣活息息相關的⽂章也較易反覆閱讀。
回顧今年「⽣物多樣性」專欄及「⽣物簡介」專欄不論新舊⽂章，資料庫
裡豐富的資訊隨時都可成為有⼼瞭解議題者最多元的搜尋媒介。
表 1：⽣物多樣性資訊數量統計

項⽬

規劃篇數

計畫完成

⽣物多樣性專欄

45 篇

46 篇

⽣物簡介

20 篇

25 篇

國際保育資訊與議題

60 篇

60 篇

⽣物多樣性報導

40 篇

54 篇

總計篇數

165 篇

185篇

保育翻譯訊息

⽣物多樣性報導

表 2：訊息發送瀏覽⼈次

項⽬ ⽣物多樣性專欄
瀏覽

36,933

⽣物簡介
41,088

79,170

125,261

次數
總計

28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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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合作加倍擴增閱聽族群、建⽴⼝碑
除了利⽤環境資訊中⼼平台，本計畫也致⼒與不同屬性之媒體合作，例如
引薦精彩專⽂供平⾯媒體及其他網路媒體刊載等等。如此將觸⾓延伸⾄廣播、
平⾯刊物及其他網路媒體，使讀者群以加乘的效益向外拓展，更有效推廣⽣物
多樣性觀念。
此外，除了跨媒體合作，根據今年度問卷調查讀者票選最愛專題結果，本
計畫於⽣物多樣性與⽣物簡介專欄中企劃的「愛知⽬標」、「⾥⼭台灣」、
「⾥⼭國際」、「淺⼭動物」、「淺⼭議題」等主題，都受到讀者廣⼤的歡
迎。藉由與相關研究學者及各⽣態領域達⼈的跨界合作，邀約諸多國內⽣態學
者、專業⼈員書寫其獨特觀點、介紹台灣正在推⾏的⼯作、⽬前台灣⽣物的處
境，以及引介國際保育作為等，成功將⽣物多樣性知識推廣給民眾。年末的問
卷讀者回饋中也有讀者表⽰「很感謝環境資訊中⼼為⽣物多樣性議題投⼊很⼤
的⼼⼒，希望未來可以繼續加油，讓更多⼈了解並關⼼在我們⽣活周遭的動物
和植物」及「多虧你們的專欄我才有機會⽐較完整認識⽯虎的議題」等，可⾒
本計畫的良好⼝碑，且有成功將⽣物多樣性的知識傳達給民眾、喚起關⼼。
三、實體活動孕育更多環境意識的公民
今年本專案共舉辦 5 場講座，邀請關⼼⾥⼭倡議與其實踐⽅式的⼀般民眾
參與。今年舉辦的講座參與⼈數約 70 ⼈，且因為講者皆是踐⾏⾥⼭精神的實踐
者，與聽眾們多所交流，互相了解如何在⽣活中實踐⾥⼭倡議，有時講座時間
已結束，聽眾們卻還不斷提出問題請教，顯⽰民眾對於切⾝相關且有⾏動可能
的⽣態環境議題，具求知欲望，且樂於吸收新知，現場也有聽眾因為喜歡演講
內容，⽽加⼊環境資訊電⼦報的訂閱⾏列中。
四、宣傳公部⾨保育推動決⼼
本計畫與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合作，共同推動⽣物多樣性資訊的教育及傳
播，因此不論在專欄、廣播或培訓活動中，或是相應的宣傳、新聞中，皆清楚
標⽰合作單位，展現民間團體及公部⾨間「跨界合作」之成效，同時成功使民
眾體驗公部⾨推動保育事務的努⼒及成果。計畫期間，提供民眾接觸林務局
logo 機會有 626,375 次之多（詳⾒表 3），多⽅宣揚公部⾨保育推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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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林務局圖誌露出頻率

露出單元

露出⽅式

單位

網站露出

46 篇

電⼦報露出

46 篇

網站露出

25 篇

電⼦報露出

25 篇

網站露出

60 篇

電⼦報露出

60 篇

網站露出

54 篇

性報導

電⼦報露出

54 篇

專欄滿意

廣告露出

⽣物多樣
性專欄

⽣物簡介
專欄
國際保育
訊息
⽣物多樣

度問卷調
查

宣傳露出

⽣物多樣
性講座

露出次數
統計⼀年度閱讀量，總露出次數約 36,900
次
環境資訊電⼦報寄送平均開信⼈數 1700×46
篇=78,200 次
統計⼀年度閱讀量，總露出次數 41,000 次
環境資訊電⼦報寄送平均開信⼈數 1700×25
篇=42,500 次
統計⼀年度閱讀量，總露出次數 79,100 次
環境資訊電⼦報寄送平均開信⼈數 1700×60
篇=102,000 次
統計⼀年度閱讀量，總露出次數 125,000 次
環境資訊電⼦報寄送平均開信⼈數 1700×54
篇=91,800 次

⽣物多樣性專欄滿意度調查 Survey Cake ⾴⾯進⼊者共
968 ⼈次
E-DM 透過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電⼦報平均開信⼈數 1700
×1 份=1700 次

網站露出

5場

宣傳露出

5場

環境資訊中⼼活動綠課表，每⽇平均瀏覽⼈
次 25,507×1 次宣傳=25,507 次
透過台灣環境資訊電⼦報寄送活動報名資
訊：1700 次×1 份=1,700 次

總露出次數

以上總和為 626,375 次

肆、 執⾏情形與成果
本計畫年度重點⼯作：在累積⽣物多樣性知識部份，應完成 165 筆，實際
達成 185 筆；跨媒體合作，加強資訊推廣部份，在其他新聞⼊⼝網站合作轉
載，應完成 60 次，實際達成 185 次；講座預計完成 5 場，實際完成 5 場；視覺
化資訊 1 套，如期完成並觸及超過 14,976 位讀者；與讀者互動於年末順利完成
1 次專欄滿意度調查；另外持續維護⽣物多樣性資料庫 1 個，提供讀者穩定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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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介⾯與分享功能。本年度⼯作重點皆圓滿達成或超越⽬標，以下試就各⼯
作細部成果做說明：
表 4：計畫年度⼯作項⽬與執⾏進度表

⼯作重點

⼯作項⽬

年度⽬標 期末進度 達成率 完成情形

1-1 ⽣物多樣性專欄

45 筆

46 筆

102%

超出⽬標

1.累積⽣物多 1-2 ⽣物簡介專欄

20 筆

25 筆

125%

超出⽬標

樣性知識

1-3 國際新聞編譯

60 筆

60 筆

100%

達成⽬標

1-4 ⽣物多樣性報導

40 筆

54 筆

135%

超出⽬標

共 60 次

185 次

308%

超出⽬標

1套

1套

100%

達成⽬標

1本

1本

100%

達成⽬標

5場

5場

100%

達成⽬標

1次

1次

100%

達成⽬標

1個

1個

100%

達成⽬標

2.跨媒體合作

2-2 Yahoo！、Hinet
新聞網轉載

3.視覺化資訊 3-1 視覺化資訊
4. 愛知⽬標

4-1 愛知⽬標專書籌備

專書籌備出版 出版
5.多元訊息推
廣
6.民眾互動

5-1 講座推廣活動
6-1 專欄滿意度問卷
調查

7.⽣物多樣性 7-1 ⽣物多樣性專欄
資料庫維護

網⾴維護

實際達成總進度

127%

⼀、累積⽣物多樣性知識：⽣物多樣性專欄、⽣物簡介專欄、國際新聞編譯及
⽣物多樣性報導
依據 2018 年執⾏本案之意⾒調查，有超過 8 成 5 的讀者對本計畫之執⾏感
到滿意到⾮常滿意。⽽除了提供眾⼈實⽤新知，也提供討論的話題，確實達到
了資訊推廣潛移默化的功效；故在 2019 年，我們也將持續累積多元⽣物多樣性
知識，運⽤⽂字、圖⽚，透過精闢剖析、精彩的⽣物介紹、軟性輕鬆的⽂字，
呈現豐富的在地⽣物多樣性知識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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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樣性專欄帶領讀者認識環境奧秘，發覺在地⽣態價值及國際保育
動態
本計畫固定於每週⼆於環境資訊中⼼/電⼦報推出⽣物多樣性或⽣物簡介專
欄，根據國內現況及國際現勢規劃主題，再邀請學者專家或記者採訪寫成，並
搭配精彩圖表完整呈現。
在台灣，有許多豐富的⽣態奧秘依然等待我們的了解與保護，本團隊持續
發掘新的⽣物多樣性議題與保育途徑，努⼒將這些知識轉化為淺顯易懂的⽂
章，並傳遞給讀者。本年度專欄規劃以愛知⽬標、⾥⼭倡議、淺⼭議題為三⼤
主軸，讓讀者認識基礎⽣態知識，與國內外各種不同的保育做法。
在 2018 年，距聯合國規劃要達成愛知⽬標的 2020 年已僅剩 2 年時間，但
對於⼀般⼤眾，還有許多⼈都不知道⽣物多樣性的重要性，遑論對愛知⽬標的
認識及其希望能達成的功效。因此，⾃去年起，本計畫即已開始研究、企劃、
刊登【愛知⽬標】系列專欄，今年度接續 2017 年關於國際間推⾏愛知⽬標的努
⼒過程與案例分享，更著重於對照國內推⾏概況，特別引介可供國內參照之國
外案例作法，同時補充⽅向，以涵蓋 20 項愛知⽬標為考量。
除了透過國內外案例引介愛知⽬標之外，隨著近年淺⼭議題越加受重視，
加之林務局⾃ 2018 年起啟動國⼟⽣態綠⾊保育網絡建置計畫，本計畫也規劃
【⾥⼭倡議】與【淺⼭議題】專欄，深⼊介紹淺⼭地區的⽣物多樣性及其保育
⽅針。淺⼭議題之重要性在於中央⼭脈保育軸線之外的淺⼭、平原、縱⾕與海
岸等地區，仍密集地為國⼈所開發和利⽤，形成都會區、農牧區、⼯業區、⿂
塭等⽤地，為⼈類⽣活和⽣產的主要地域。同時，保育類動物有 6 成分布於海
拔 1000 公尺以下的區域，⽽台灣植物紅⽪書中也有 64%的受脅植物位處淺⼭。
這種種原因使得淺⼭地區的保育與永續利⽤更顯重要且迫切，⽽以⼈與⾃然和
諧共存為核⼼精神的⾥⼭倡議恰可有所著⼒，故特規劃專欄介紹之。
本專欄⽂⾧約在 2,000 字，並附相關圖⽚ 2 張以上，全年共產出 46 篇。每
篇⽂章刊出，皆附農委會林務局圖誌，清楚呈現公部⾨對本專欄的⽀持，以及
推動保育資訊的⽤⼼。（刊登清單請⾒表 5)，詳細內容詳⾒附件⼀。本專欄同
時刊登於環境資訊中⼼與環境資訊電⼦報，相關⾴⾯可⾒圖 1、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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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問卷中以開放性問題詢問民眾最有印象的⽂章主題，回答中與⽣物
多樣性專欄有關的關鍵字為以「愛知⽬標」、「⾥⼭／案例」、「淺⼭／議
題」獲得⾼票數，顯⽰此兩個主題頗能吸引讀者興趣及共鳴，⽽⽣態與保育的
知識也是吸引讀者感興趣的重要因素。未來我們也將持續推出⽣態保育相關專
⽂，以及實踐的案例介紹，使⽣物多樣性與不同的領域、觀念激盪出新的⽕
花，藉此讓更多⼈在⽣活周遭也能注意到⽣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表 5：⽣物多樣性專欄⽂章刊登清單

篇
1
2

類別

題⽬

作者

永續海鱻 【永續海鱻⾷堂】永續海鮮這
⾷堂
⽣態旅遊

樣挑！9 ⼤⼼法教你吃對年菜
【⽣態旅遊】春遊查拉密 ⼀
探⼭海間的⽣態智慧

上刊⽇

⽩尚儒 2018/2/14
廖靜蕙 2018/4/30

【愛知⽬標】結合市民⼒ 新
3

愛知⽬標 移民也不放過 愛德蒙頓創下

⿈鈺婷 2018/5/22

⽣態都市典範
【愛知⽬標】橡膠單⼀種植傷
4

愛知⽬標 ⼟地 西雙版納轉型中 確保⽔ 李育琴 2018/5/29
資源永續
【愛知⽬標】印尼、巴西森林

5

愛知⽬標 保育兩樣情 專責管理、⼟地

邱俞寧 2018/6/4

權保障成關鍵

⽂章連結
http://einfo.org.tw/node/209981
https://einfo.org.tw/node/211169
http://einfo.org.tw/node/211684
http://einfo.org.tw/node/211677
http://einfo.org.tw/node/211986

【愛知⽬標】311 後⽇本修訂
6

愛知⽬標

⽣物多樣性策略 設⽴三陸國
⽴公園 強調減災、與⾃然共

李育琴 2018/6/13

http://einfo.org.tw/node/212131

⽣
7

愛知⽬標

8

⾥⼭台灣

【愛知⽬標】七年⾛過四階段
⼊侵種斑腿樹蛙控制的不歸路
營造健康的⾥⼭地景 ⽇本對
⾺⼭貓的保育策略：健康的⾥

12

楊懿如 2018/6/19

陳貞志 2018/6/6

http://einfo.org.tw/node/212258
http://einfo.org.tw/node/21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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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與動物——被忽
略的⽯虎族群系列之⼀

看⾒路殺背後的疾病議題 完
9

⾥⼭台灣

整⽯虎保育圖像：健康的⾥
⼭、健康的⼈與動物——被忽

陳貞志 2018/6/6

http://einfo.org.tw/node/212016

略的⽯虎族群系列之⼆
【愛知⽬標】政府與企業聯⼿
10

愛知⽬標

智利設⽴ 5 處、4 萬平⽅公⾥
陸域國家公園（智利⼤規模劃

吳佳其 2018/7/3

http://einfo.org.tw/node/212509

設陸海域保護區系列之⼀）
【愛知⽬標】智利保育創舉
11

愛知⽬標

漁業⼤國劃設美洲最⼤海洋保
護區（智利⼤規模劃設陸海域

吳佳其 2018/7/3

http://einfo.org.tw/node/212490

保護區系列之⼆）
【愛知⽬標】從加⼊國際保育
12

愛知⽬標 ⾏動到⾥⼭倡議 ⾼雄如何成

李育琴 2018/7/9

為⽣態城市？
【愛知⽬標】⼟地農業化衝擊
13

愛知⽬標 ⽣物多樣性 英國如何以⽣態

林⼤利 2018/7/17

補貼政策復育⼩辮鴴
【愛知⽬標】國際組織助
14

愛知⽬標 NGO 串連東⾮⽣物多樣性熱 范震華 2018/7/24
點保育⾏動
【愛知⽬標】與部落簽訂

15

愛知⽬標 MOU「西西倡議⼩組」保育

林⼤利 2018/7/31

斐濟重要野⿃棲地
【愛知⽬標】美國乞沙⽐克灣
16

愛知⽬標 污染改善計畫 30 年 復育⽔質 吳佳其 2018/8/7
也帶動經濟

13

http://einfo.org.tw/node/212634
http://einfo.org.tw/node/212753
https://einfo.org.tw/node/212901
https://einfo.org.tw/node/213181
https://einfo.org.tw/node/21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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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知⽬標】FSC 在⾮洲熱帶
17

愛知⽬標 ⾬林推動遇挫 永續林業認證

邱祈榮 2018/8/14

要求更⾼透明度
【愛知⽬標】以《愛知⽬標》
18

愛知⽬標 ⾓度檢視台灣的海洋保育⼯作 邵廣昭 2018/8/21
進度
【愛知⽬標】為了幸福及永續

19

愛知⽬標 發展 不丹落實愛知⽬標的實

李永展 2018/8/22

踐（上）
【愛知⽬標】為了幸福及永續
20

愛知⽬標 發展 不丹落實愛知⽬標的實

李永展 2018/8/22

踐（下）
【愛知⽬標】挪威如何從漁業
21

愛知⽬標 補貼邁向以⽣態為基礎的漁業 吳佳其 2018/8/28
管理

22

愛知⽬標

23

其他

【愛知⽬標】中國的重要農業
⽂化遺產保護與進展
以 80 公尺⾼的⼤樹視⾓ 看⾒
森林的美麗與威脅

李光中 2018/9/4
徐嘉君 2018/9/6

【愛知⽬標】朝向全球⽼虎數
24

愛知⽬標 量翻倍⽬標 尼泊爾與印度跨

⿈鈺婷 2018/9/10

區域保育⽼虎
【愛知⽬標】不只是⽣態資訊
25

愛知⽬標 公開 ⽐利時更要做到社會參

范震華 2018/9/12

與
【愛知⽬標】透過規劃、知識
26

愛知⽬標 管理及能⼒建構 英國強化⽣

李永展 2018/9/18

物多樣性保育執⾏⼒
【愛知⽬標】建⽴永續漁業的
27

愛知⽬標 科學基礎 台灣⿁頭⼑ FIP 資
源分析研究

14

王勝平 2018/9/19

https://einfo.org.tw/node/213412
https://einfo.org.tw/node/213529
https://einfo.org.tw/node/213538
https://einfo.org.tw/node/213540
https://einfo.org.tw/node/213670
https://einfo.org.tw/node/213766
https://einfo.org.tw/node/213765
https://einfo.org.tw/node/213929
https://einfo.org.tw/node/213971
https://einfo.org.tw/node/214069
https://einfo.org.tw/node/214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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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知⽬標】東⽅灰松⿏⼊侵
28

愛知⽬標 溫哥華近百年 政府籲以公民

林⼤利 2018/9/25

⼒做好族群監測
29

愛知⽬標

【愛知⽬標】從⽣產者到消費
者 農藥減半政策如何落實

林育賢 2018/10/9

【愛知⽬標】對地綠⾊環境給
30

愛知⽬標 付 兼顧⽣產與環境的農政新

陳玠廷

思維
31

⾥⼭台灣

【⾥⼭台灣】城市與⼭林之間
⽥鱉⽶護淺⼭

王正安

【淺⼭議題】⽔⽥即棲地 研
32

⾥⼭台灣 究證實宜蘭農舍影響⽔⿃多樣 呂⽴中
性
【歡迎光臨濕地有限公司】如

33

其他

果濕地是間公司 每年營收有

古國廷

多少？
34

愛知⽬標

【愛知⽬標】全球與台灣⽣物
多樣性的當前進展

李玲玲

【⾥⼭國際】菲律賓⽔梯⽥⽂
35

⾥⼭國際 化遺產保存 環境與⼈缺⼀不

李育琴

可
其他

多樣性國際研討會」 ⼀場農

6

其他

⽣態、防⾵、定沙 公私協⼒
守住花蓮海岸「保安林」

3

38

其他

解 189 份期刊報告 拼湊世界

0

濕地百年崩壞史
【歡迎光臨濕地有限公司】⼩
39

其他

股東當頭家 濕地保育的關鍵
知識
15

古國廷

info.org.tw/node/214481

info.org.tw/node/214559

info.org.tw/node/215020

2018/11/2 https://e7

info.org.tw/node/215178

2018/11/2 https://e7

info.org.tw/node/215176

2018/11/2 https://e8

廖靜蕙 2018/12/7

古國廷

info.org.tw/node/214383

2018/11/2 https://e-

釋果祥 2018/12/7

【歡迎光臨濕地有限公司】拆

https://e-

2018/10/2 https://e-

業永續的博覽會
37

info.org.tw/node/214171

2018/10/1 https://e-

法⿎⼭法師⾒聞：印度「⽣物
36

https://e-

info.org.tw/node/215207
https://einfo.org.tw/node/215376
https://einfo.org.tw/node/215316

2018/12/1 https://e0

info.org.tw/node/215313

2018/12/1 https://e1

info.org.tw/node/21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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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台灣】看⾒⾥海台灣
彰化芳苑⼈與沿海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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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佳修

2018/12/1 https://e9

中⾼海拔授粉靠本⼟蜂 科學
41

其他

家相中「無螫蜂」 ⾥⼭綠⾊

廖靜蕙 2018/6/14

經濟好幫⼿
110 種未受法令保護受脅植物
42

其他

棲地破壞劇烈 禁不起⼈為採

廖靜蕙 2018/7/16

集
採集受脅野⽣植物 務必製作
43

其他

⾝分證 重回原棲地、復育有

廖靜蕙 2018/7/17

依據
【淺⼭議題】不再只靠農藥
44

⾥⼭台灣 提升農⽥環境多樣性有助害蟲

林⽴

調節
【⾥⼭中國】與⽩頭葉猴互利
45

⾥⼭國際 共⽣ 廣西壯族⾛向「社區保

林倩如

護地」實踐道路
【⾥⼭中國】⾛過威寧草海到
46

⾥⼭國際 麗江⽼君⼭ 「內⽣式」鄉村
發展在萌芽

16

林倩如

info.org.tw/node/215590
https://einfo.org.tw/node/212206
https://einfo.org.tw/node/212614
https://einfo.org.tw/node/212615

2018/12/2 https://e6

info.org.tw/node/215698

2018/12/2 https://e8

info.org.tw/node/215280

2018/12/2 https://e8

info.org.tw/node/215411

107 年度⾏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業管理計畫

⽣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

圖 1：刊登於「環境資訊中⼼」之「⽣物多樣性專欄」⾴⾯

圖 2：刊登於「環境資訊電⼦報」之「⽣物多樣性專欄」⾴⾯

（⼆）上天下海的⽣物簡介，透過認識物種學習尊重⽣命
除推廣⽣物多樣性相關知識以外，⽣物簡介專欄則介紹了許多在⽣態系中
佔有⼀席之地的⼩⽣命，透過物種的介紹，讓⽣物多樣性對讀者來說不再是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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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概念，⽽是許多⽣命的總稱，並引發其願意付出保育的動機。為使讀者
深度認識台灣的⽣物樣貌，關注⾃⼰的⽣活環境，本計畫邀集國內學者、⽣態
觀察家撰⽂，介紹台灣本⼟物種的奇特⽣態、不為⼈知的獨特習性，以及有趣
的研究及觀察發現。同時介紹該類動物的種類、習性、特徵、樣貌、棲息環境
或⽣存課題，培養本⼟觀的⽣物多樣性保育概念。每篇專欄⽂⾧約 2,000 字，全
年共產出 25 篇。
本年度在「⽣物簡介」專欄上，呼應「⽣物多樣性」專欄主題之⼀的淺⼭
議題與⾥⼭倡議，新增【淺⼭稀有植物】與【淺⼭動物】兩項主題。其中在淺
⼭稀有植物部分，物種介紹以下列特⽣中⼼建議之物種作為參照基準：海南草
海桐、琉球暗羅、蘭嶼野牡丹藤、蘭嶼百脈根、疣柄魔芋、⽠⽪草、狗花椒、
⼩仙丹花、庭梅、台灣⽔蕹、探芹草、蘭嶼法⽒薑、⼭檳榔、漏盧、細葉零餘
⼦、華薊、⾧葉茅膏菜等，並實際產出 7 篇，分別介紹海南草海桐、琉球暗
羅、蘭嶼野牡丹藤、蘭嶼百脈根、⼭檳榔、台灣⽔蕹與⽠⽪草。藉由深⼊的物
種介紹，讓讀者認識較不受到注意的稀有植物保育議題。
【淺⼭動物】部分則介紹了⽯虎、⾷蟹獴、草鴞、彩鷸與台北⾚蛙等五種
動物，⽂章不⽌於物種介紹，更意在點出物種⾯臨的⽣存難題，提供讀者思
考、參與保育⾏動之參照。此專欄與【淺⼭稀有植物】專欄皆獲得讀者喜愛，
在今年的滿意度調查中，為許多讀者所青睞，並有讀者表⽰因為本專欄才更加
認識淺⼭物種。
延續去年廣受好評的台灣紅⽪書物種引介，本團隊也持續推出【台灣紅⽪
書】系列⽂章，邀集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或專業編採⼈⼠撰⽂，介紹台灣五⼤
類群脊椎動物《紅⽪書》中被列為極危的物種。從在地切⼊談台灣⾯臨滅絕的
物種與其⾯臨的⽣存壓⼒，引起國⼈反思其處境，並引起民眾對於瀕危物種之
關懷與重視。今年度引介的台灣紅⽪書極危物種包括：歐亞⽔獺、⾦⿔、南湖
⼭椒⿂、豎琴蛙等。
在探討物種多樣性的問題時，因動物出現的時空範圍廣⼤，取得相關數
據、尤其是⾧期累積數據時，更⾮易事。此時利⽤熱⼼有興趣的社會⼤眾，經
由⼀定程度的科學⽅法訓練後，亦即透過所謂公民科學家⼒量，是⼀個頗具效
益的做法，也能讓⼀般民眾，有⼀個親⾝實踐關懷⽣態環境的機會。尤其現在
攝影、網路、通訊的科技如此便利，只要有⼈規劃、宣導，許多寓科學研究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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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旅遊、觀察植物的虛擬社團就可以成⽴起來。本年度，延續去年廣受好評
的【公民科學家】專欄，介紹 iNaturalist 的使⽤指南，以及其資訊應⽤於⽣物
多樣性研究的⽅式，其中「【公民科學】iNaturalist 使⽤指南⼤公開！⼈⼈都
可成為⾃然觀察家」⼀⽂的全年瀏覽量達 3,300 ⼈次，可⾒公民科學議題，尤其
是讀者可親⾃操作的介紹⽂章，相當受讀者歡迎。
本專欄每篇⽂章的刊出，都附上農委會林務局圖誌，清楚呈現保育訊息推
動的跨界合作成果。刊登清單請⾒表 6，詳細內容詳⾒附件⼆。刊登於環境資
訊中⼼與環境資訊電⼦報的相關⾴⾯可⾒圖 3、圖 4。
表 6：⽣物簡介專欄⽂章刊登清單

編號

類別

題⽬

作者

【⼭林奧秘】寬尾鳳蝶唯⼀⾷
1

2

⼭林奧秘 草 台灣檫樹⾯臨「⾼齡化」

陳柏璋

4

台灣紅⽪書

98

【台灣紅⽪書】特殊⽣活史遭

https://e楊孟軒

6

2018/1/9 info.org.tw/node/2093
97

【台灣紅⽪書】即將消失的⾶
⾏哺乳類——台灣狐蝠

http://e鄭錫奇 2018/1/30 info.org.tw/node/2097
17

【台灣紅⽪書】歐亞⽔獺告急
僅存不及 200 隻

http://e楊孟軒 2018/2/27 info.org.tw/node/2100
90

【⽔下新知】珊瑚⼤量產卵的
5

2018/1/2 info.org.tw/node/2092

困境
台灣紅⽪書 ⽔泥⼯程阻斷 「兩側洄游」

台灣紅⽪書

⽂章連結
https://e-

的蘭嶼吻鰕虎
3

上刊⽇

⽔下新知 壯麗景象之外 在東北⾓的多

http://e陳倢蓁 2018/3/14 info.org.tw/node/2103

起新發現

06

【台灣紅⽪書】僅在⾦⾨有穩

http://e-

台灣紅⽪書 定族群棲息 野⽣⾦⿔受路殺
與雜交威脅

楊孟軒

2018/4/4 info.org.tw/node/2107
0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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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中
⼼

http://e2018/4/4 info.org.tw/node/2108
52

【台灣紅⽪書】稀有活化⽯南
8

9

台灣紅⽪書 湖⼭椒⿂ ⾯臨全球暖化等世

紅⽪書

http://e王作城

2018/5/7 info.org.tw/node/2109

紀性挑戰

42

【台灣紅⽪書】挖洞築巢的豎

http://e-

琴蛙 棲地復育與備份為保育

王作城 2018/6/26 info.org.tw/node/2123

重點
10

11

12

13

14

15

其他

63

發現新種「梅峰⽯蜈蚣」 第
⼆性徵成關鍵

淺⼭稀有植
物

淺⼭動物

變 ⽠⽪草漸失於台灣野地

其他

鐘詩⽂ 2018/10/4 info.org.tw/node/2142

【淺⼭稀有植物】熱帶森林中

王偉

的稀有攀緣植物──蘭嶼野牡

⾀、陳

丹藤

建帆

【淺⼭動物】濕地上斑斕的彩
鷸 棲地受農地整治威脅

2018/10/3
1

https://einfo.org.tw/node/2147
16
https://e-

何⼀先 2018/11/6 info.org.tw/node/2148
17

暗羅 獨守蘭嶼海岸線森林

王偉
⾀、陳
建帆

吹皺⼀池春⽔：攀⽊蜥蜴學名
的重⼤修訂
【公民科學】iNaturalist 使⽤

16

https://e98

淺⼭稀有植 【淺⼭稀有植物】極稀有琉球
物

趙瑞隆 2018/6/27 info.org.tw/node/2123
62

淺⼭稀有植 【淺⼭稀有植物】農耕型態改
物

http://e-

公民科學 指南⼤公開！⼈⼈都可成為⾃
然觀察家

林思民

2018/11/1
3
2018/11/3
0

https://einfo.org.tw/node/2149
28
https://einfo.org.tw/node/2152
35
https://e-

林政道 2018/12/2 info.org.tw/node/215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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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學】庶民觀察也能成
17

18

公民科學 為科學基礎 iNaturalist 的應

https://e林政道 2018/12/2 info.org.tw/node/2152

⽤

40

【淺⼭動物】傍⽔⽽⽣的⾷蟹

https://e-

淺⼭動物 獴 族群穩定性賴良好溪流⽣

鄭錫奇 2018/12/4 info.org.tw/node/2152

態
19

20

21

22

淺⼭動物

59

【淺⼭動物】⽯虎⽣存⼤不易
亟需跨領域建構安全⽣態廊道

淺⼭稀有植 【淺⼭稀有植物】僅存於⽔稻
物
淺⼭稀有植
物

⽥的瀕絕⽔⽣植物：台灣⽔蕹

林育秀 2018/12/4 info.org.tw/node/2152
64
https://e林家榮 2018/12/8 info.org.tw/node/2154
03

【淺⼭稀有植物】海岸環境劇
烈變遷 棲地僅存三公頃墓地

謝宗欣

的海南草海桐

淺⼭稀有植 【淺⼭稀有植物】⼭檳榔 穿
物

https://e-

著檳榔外⾐的瀕危特有種

王偉
⾀、陳
建帆

【淺⼭動物】保育不能只靠政
23

淺⼭動物 府 草根⼒量有助台北⾚蛙復

楊懿如

育
24

25

淺⼭稀有植
物

淺⼭動物

【淺⼭稀有植物】⾝世之謎未

王偉

解 蘭嶼百脈根卻漸消失於海

⾀、陳

岸線

建帆

【淺⼭動物】東⽅草鴞 星空
下的草原獵⼈

21

林昆海

2018/12/1
0
2018/12/1
1
2018/12/1
4
2018/12/1
6
2018/12/2
5

https://einfo.org.tw/node/2154
01
https://einfo.org.tw/node/2154
39
https://einfo.org.tw/node/2155
34
https://einfo.org.tw/node/2155
33
https://einfo.org.tw/node/215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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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刊登於「環境資訊中⼼」之「⽣物簡介專欄」⾴⾯

圖 4：刊登於「環境資訊電⼦報」之「⽣物簡介專欄」⾴⾯

（三） 國際最新⽣物多樣性資訊編譯 探索全球⽣態保育趨勢
本計畫與國際環境、保育專業媒體 Environment News Service（ENS）合
作，定期翻譯國際⽣物多樣性相關動態，包含科普研究成果、保育機構調查研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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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世界各地瀕危物種保育狀況、各國政府創新保育措施等等。已成為國
內相關保育團體及從業⼈員了解全球⽣態現況的最佳管道。
計畫期間，每週翻譯相關新聞 1∼2 篇，每篇約 800∼1,200 字，選⽂著重於
環境破壞造成棲地消失、物種滅絕的衝擊，世上有太多動物正在「瀕臨絕
種」，⽽從前我們不去計算，但當⽣態系失去功能，對⼈類來說，越需要付出
更⾼的代價努⼒搶救，甚⾄有些物種在⼈類未認識前即已瀕臨絕種；另外氣候
變遷⽇漸嚴重，但仍有懷疑論者質疑全球變遷是否造成環境和⽣態的衝擊，因
此也選譯氣候變遷相關系列⽂章讓讀者清楚瞭解種種與氣候變遷對環境造成的
相關影響及改變，與國際脈動接軌，掌握最新保育趨勢。今年共計刊登 60 篇，
每篇撘配 1-2 張圖⽚。刊登清單請⾒表 7，詳細內容詳⾒附件三。刊登於環境資
訊中⼼與環境資訊電⼦報的相關⾴⾯可⾒圖 5、圖 6。
表 7：國際保育新聞編譯清單

編號
1

2

3

4

5

6

7

題⽬
應變慢半拍？ 桑吉號漏油擴⼤
專家：海鮮謹慎吃
塑膠碎⽚有如⽣鏽⼩⼑⽚ 珊瑚
被「纏上」易染病死亡
⾹港⽴法會投票通過 2021 年前
禁⽌象⽛貿易
⽤野花防治病蟲害 英國的減農
藥新嘗試
南極海洋⽣態警訊 70%國王企
鵝可能在世紀末消失
漁具往海裡丟！ 研究：全球 15
⼤⽔產商無⼀是模範⽣
採礦威脅「失落之城」 科學家
憂波蘭破壞地球⽣命發源地

譯者

上刊⽇

姜唯

2018/1/23

姜唯

2018/2/2

姜唯

2018/2/5

姜唯

2018/2/7

姜唯

2018/2/27

姜唯

2018/3/13

姜唯

2018/3/20

23

連結
https://einfo.org.tw/node/209608
https://einfo.org.tw/node/209784
https://einfo.org.tw/node/209829
https://einfo.org.tw/node/209854
https://einfo.org.tw/node/210152
https://einfo.org.tw/node/210422
https://einfo.org.tw/node/21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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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年屠殺 東亞合法野⽣物市場
正在掏空⾮洲
紅樹林是儲碳寶庫 全球砍伐損
失等於緬甸⼀年碳排量
研究：暖化升溫 3.2°C 亞⾺遜
50%物種逃不過滅絕
全球最⼤環境問題之⼀ 聯合
國：⼟地劣化威脅 32 億⼈福祉
川普再築美墨⾼牆 德州瀕危動
植物處境更危
每五條⿂就有⼀條是新種！ 科
學家揭深海「黯光層」謎樣⽣態
反瀕危物種法⼤將 前德州官員
將掌聯邦保育政策
柬埔寨的活國寶 極危湄公河短
吻海豚數量增⾄ 92 隻
科學家⾸次成功基因編輯 催⽣
抗⽩化「超級珊瑚」
⼈類僅佔地球⽣命 0.01% 卻已
摧毀其他 83%物種
亞洲巨型渦蟲⼊侵法國 趴趴⾛
⼗多年沒⼈發現
每 2 分鐘有 1 隻鯨豚因捕⿂枉死
WWF 提解決⽅案
劇毒「綠⾎」⽯⿓⼦演化歷程
科學家朝防疫⾓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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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唯

2018/3/23

姜唯

2018/3/27

姜唯

2018/3/28

姜唯

2018/3/29

姜唯

2018/4/2

姜唯

2018/4/6

姜唯

2018/4/12

姜唯

2018/5/4

姜唯

2018/5/17

姜唯

2018/5/24

姜唯

2018/5/25

姜唯

2018/5/30

姜唯

2018/6/1

24

https://einfo.org.tw/node/210648
https://einfo.org.tw/node/210692
https://einfo.org.tw/node/210727
https://einfo.org.tw/node/210749
https://einfo.org.tw/node/210840
https://einfo.org.tw/node/210842
https://einfo.org.tw/node/210984
https://einfo.org.tw/node/211360
https://einfo.org.tw/node/211589
https://einfo.org.tw/node/211759
https://einfo.org.tw/node/211784
https://einfo.org.tw/node/211878
https://einfo.org.tw/node/21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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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候⿃條約」保護傘遭毀 美環
團聯合控告川普
散發費洛蒙取代農藥 科學家基
改出「性感植物」專抗蟲害
IUCN：棕櫚油破壞⽣態，但替
代⽅案可能更糟
墨灣漏油新發現：深海微⽣物⼀
⽚死寂 重傷海洋命脈
都市裡養⽼虎？ 美國家虎竟⽐
全球野虎多
育種不應是最後防線 史上第⼀
個試管犀⽜胚胎能成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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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唯

2018/6/7

姜唯

2018/6/12

姜唯

2018/7/2

姜唯

2018/7/6

姜唯

2018/6/27

姜唯

2018/7/9

姜唯

2018/6/26

姜唯

2018/6/25

姜唯

2018/6/22

姜唯

2018/6/29

姜唯

2018/7/16

姜唯

2018/7/27

姜唯

2018/8/3

「零劣化」失守 2050 年全球⼟
27

壤品質下降將達 90% 作物減產
1/10

28

29

30

31

32

33

全球靈⾧類危機 本世紀末可能
達滅絕臨界點
紐西蘭海洋熱浪 驚⾒ 3000 公⾥
外熱帶⿂出沒
全美第⼀ 夏威夷禁農藥陶斯松
聯合國漁業雙年報：1/3 漁獲上
桌前就遭浪費
最天然的野溪整治 英國實測河
狸治⽔法
世界最⼤國王企鵝群 個體數驟
減九成 原因成謎

25

https://einfo.org.tw/node/211950
https://einfo.org.tw/node/212143
https://einfo.org.tw/node/212477
https://einfo.org.tw/node/212578
https://einfo.org.tw/node/212414
https://einfo.org.tw/node/212635
https://einfo.org.tw/node/212382
https://einfo.org.tw/node/212331
https://einfo.org.tw/node/212280
https://einfo.org.tw/node/212430
https://einfo.org.tw/node/212728
https://einfo.org.tw/node/213138
https://einfo.org.tw/node/21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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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野花如何⽤多樣性抗氣候變遷
基因研究說分明
影響兒童成⾧ 美法院裁決環署
應禁陶斯松
會吃作物的⽑⽑蟲⼊侵亞洲 防
治不慎可能威脅糧⾷安全
避稅天堂撐腰 ⽜⾁、⼤⾖產業
吞噬亞⾺遜⾬林
校⼯噴灑年年春致癌 孟⼭都遭
判賠 2.89 億
研究：為挽救蜜蜂的⼆代農藥
「速殺氟」會扼殺熊蜂後代
載不動聖誕⽼⼈ 瑞典夏季乾旱
部分馴⿅餓死
世界⽔資源週上談淹⽔ WWF：
⾃由流動的河很重要
有如吸菸者的尼古丁 新菸鹼類
農藥讓蜜蜂出現成癮⾏為
暖化 2°C 預測：害蟲吃飽吃滿，
⼩⿆、⽟⽶農損攀升
⽇本推翻商業捕鯨禁令失敗 國
際通過護鯨新決議
拉姆薩公約⾸份報告⽰警：全球
濕地消失速度是森林的三倍
除草劑破壞蜜蜂腸道好菌 研究
再揭孟⼭都農藥害處

⽣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

姜唯

2018/8/10

姜唯

2018/8/13

姜唯

2018/8/14

姜唯

2018/8/16

姜唯

2018/8/21

姜唯

2018/8/22

姜唯

2018/8/28

姜唯

2018/8/29

姜唯

2018/9/4

姜唯

2018/9/6

姜唯

2018/9/22

姜唯

2018/10/1

姜唯

2018/10/2

26

https://einfo.org.tw/node/213354
https://einfo.org.tw/node/213416
https://einfo.org.tw/node/213423
https://einfo.org.tw/node/213472
https://einfo.org.tw/node/213553
https://einfo.org.tw/node/213595
https://einfo.org.tw/node/213663
https://einfo.org.tw/node/213688
https://einfo.org.tw/node/213785
https://einfo.org.tw/node/213845
https://einfo.org.tw/node/214142
https://einfo.org.tw/node/214262
https://einfo.org.tw/node/21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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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50

51

52

53

多氯聯苯傳給下⼀代 半數的虎

⽣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

姜唯

2018/10/3

姜唯

2018/10/11

姜唯

2018/10/19

姜唯

2018/10/23

姜唯

2018/10/29

姜唯

2018/10/30

姜唯

2018/10/31

「最後的淨⼟」集中在這五個國 姜唯

2018/11/2

鯨將在 50 年後死亡
指標⽣物也會失靈 學者：氣候
變遷讓海洋污染更難監測
海洋沒⿂可撈！ 島國漁民為⽣
計涉險運槍毒
捕撈太猖獗 坦尚尼亞⿂源枯竭
部分得靠進⼝
歐洲議會⼤選前 環團推「歐洲
永續公約」提案
美市售兒童燕⿆⽚ 檢出除草劑
主成分嘉磷塞
2018 地球⽣命⼒報告：⼈類⾃
1970 年代消滅 60%動物
重責⼤任！ 全球⾸份荒野地圖

54

家
55

波索納洛當選巴西總統 全球⽣

姜唯

2018/11/5

國：⽣物多樣性需要新的國際協 姜唯

2018/11/8

態、氣候前景堪憂
「⼈類將⾒證⾃⾝滅絕」 聯合

56

定
57

58

59

保育有成 ⾧鬚鯨和⼭地⼤猩猩
數量回穩
58 國「海上 30 天」計畫 破獲
500 多起海洋污染犯罪
2020 年挽救⽣物多樣性最後期限
中國被寄厚望

姜唯

2018/11/16

姜唯

2018/11/20

姜唯

2018/12/3

27

https://einfo.org.tw/node/214291
https://einfo.org.tw/node/214423
https://einfo.org.tw/node/214535
https://einfo.org.tw/node/214597
https://einfo.org.tw/node/214694
https://einfo.org.tw/node/214704
https://einfo.org.tw/node/214738
https://einfo.org.tw/node/214762
https://einfo.org.tw/node/214794
https://einfo.org.tw/node/214860
https://einfo.org.tw/node/215003
https://einfo.org.tw/node/215063
https://einfo.org.tw/node/21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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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梗下 「地⽅社群與原住
60

民平台」仍在聯合國氣候⼤會成 姜唯
⽴

2018/12/14

https://einfo.org.tw/node/215523

圖 5：刊登於「環境資訊中⼼」之「國際新聞」⾴⾯

圖
6
：
刊
登
於
「
環
境
資
訊
電
子
報
」
之
「
國
際
新
聞
」
頁
面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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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內最新⽣物多樣性資訊 讓⽣物多樣性主流化
⽣物多樣性公約不斷強調⽣物多樣性主流化，以達成社會永續發展之⽬
的。因此除了⽣物多樣性、⽣物簡介專欄、國際保育訊息帶給民眾豐富的⽣物
多樣性知識外，2013 年我們新增了⽣物多樣性報導以提⾼此議題能⾒度及廣
度，⽽今年我們持續累積⽣物多樣性報導，帶給民眾更多國內即時保育新知及
成果，再搭配原有的專欄，不但加強議題推廣的⼒道，也擴⼤了討論的機會。
本計畫期間，⼀共完成 54 篇國內⽣物多樣性即時報導⽂章，提供第⼀⼿保
育訊息，讓民眾更了解現今物種保育與⽣態研究之現況，例如〈0.6 公分⼩翅蛾
凸顯浸⽔營霧林帶珍貴環境〉、〈找到了！ 威脅全球兩棲類動物的蛙壺菌
「系」出東亞〉等，皆受到讀者廣⼤的迴響。
另外，部落、社區或農村為達⽣態共存、實踐⾥⼭倡議⽽付出的努⼒，我
們也經由報導呈現給⼤眾，如〈紮根於「公共參與」的⾥⼭好⽣活：搭建跨域
平台 權益關係⼈⼀起來〉、〈⽣態⽣計兩雙全 花東四部落農產「六星加值」
三年有成〉等，兼具知識性與實⽤性的的即時報導讓民眾能更貼近台灣的⽣物
多樣性訊息。⽣物多樣性報導每篇約 2000 字，搭配 1∼2 張圖⽚，刊登清單請
⾒表 8，詳細內容詳⾒附件四。刊登於環境資訊中⼼與環境資訊電⼦報的相關
⾴⾯可⾒圖 7、圖 8。
表 8：⽣物多樣性報導清單

編號
1

2

3

4

題⽬
跟著望鄉部落採集 傳統⾹料作物、樹⾖漿
打造微型⽂化產業
農委會⼀年 200 億對地給付 為糧⾷安全、
農地農⽤把關
顧⾃然也維繫傳統價值 丹⼤四村落成⽴⽣
態旅遊協會
隱⾝特⽣中⼼ 「野⽣物遺傳鑑定實驗室」
替野⽣動物產製品說出苦情

29

作者

上刊⽇

廖靜蕙

2018/1/3

廖靜蕙

2018/1/10

廖靜蕙

2018/1/12

廖靜蕙

2018/1/17

連結
https://einfo.org.tw/node/209288
https://einfo.org.tw/node/209422
https://einfo.org.tw/node/209451
https://einfo.org.tw/node/20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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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警⽅獲報搜索彩蝶宴 台灣野⼭⽺、⼭羌現

廖靜蕙

2018/1/18

李育琴

2018/1/22

台灣鈎吻鮭⿂發現⼀百周年 瀕絕處境待解 廖靜蕙

2018/1/27

⾝冰庫
「⿂客松」下⽉北⾼登場 挑戰⽤科技解決
海洋難題

德翔油污近兩年 漁業損失評估遲未完成
⾦⼭漁民抗議
賽夏族與林務局釋前嫌 ⾸簽夥伴關係共管
⼭林

10 PO ⽂買賣保育類野⿃ 保七循線解救

11

12

13

14

⽣物多樣性主流化跨部合作 「⾥⼭動物列
⾞」 啟航
學術殿堂負起社會責任 台⼤實驗林推出
「野放」阿薩姆茶
為綠⾊保育農產品做後盾 全台⾥仁⾨市設
專櫃
台灣⾸部「蝴蝶誌」中英雙語⾯世 鳳蝶、
粉蝶先登場

15 3 年 1000 萬 美安台灣營造森林⽣態系

16

17

⽣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

有的傷透菜農腦筋、有的受戰⽕波及 《蝶
類誌》細數粉蝶科不凡⾝世
別在野外騷擾牠了 看《台灣蝴蝶誌》⾸卷
盡閱鳳蝶科之美

30

廖靜蕙

2018/2/5

廖靜蕙

2018/2/8

廖靜蕙

2018/2/9

廖靜蕙

2018/2/14

廖靜蕙

2018/2/14

廖靜蕙

2018/2/22

廖靜蕙

2018/3/13

廖靜蕙

2018/3/15

廖靜蕙

2018/3/20

廖靜蕙

2018/3/20

https://einfo.org.tw/node/209553
https://einfo.org.tw/node/209600
https://einfo.org.tw/node/208657
https://einfo.org.tw/node/209837
https://einfo.org.tw/node/209886
https://einfo.org.tw/node/209913
https://einfo.org.tw/node/210006
https://einfo.org.tw/node/210004
https://einfo.org.tw/node/210045
https://einfo.org.tw/node/210344
https://einfo.org.tw/node/210493
https://einfo.org.tw/node/210391
https://einfo.org.tw/node/21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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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務農兼維繫⽣態系 ⽥董⽶以「服務給付」
暫代休耕補助
台灣維管束植物紅⽪書出爐 110 種植物保
育搶時間
台灣⾥⼭倡議計畫屢獲國際獎助 居全球之
冠
美植物演化學家建議：因應氣候變遷應發
展「精準農業」
邀您在都市裡悠遊⾥⼭ ⾦⼭南路「保育⼩
站」特展開幕
⽣態⽣計兩雙全 花東四部落農產「六星加
值」 三年有成
0.6 公分⼩翅蛾 凸顯浸⽔營霧林帶珍貴環
境
找到了！ 威脅全球兩棲類動物的蛙壺菌
「系」出東亞
史上最強昆蟲相調查 浸⽔營 2620 種紀錄
16%來⾃業餘觀察者
台灣有 1500 種苔蘚 不僅居家療癒 更是野
外⼟壤化育功⾂
野外觀察不怕沒⼈鑑定 iNaturalist 中⽂
化 ⾃然觀察更容易
墾丁陸蟹⼩旅⾏ 後灣、⾹蕉灣、港⼝棲地
的不同⾵景
消暑盛宴 × 低碳交通顧⾥⼭ 好⾷節 ×
動物系悠遊卡登場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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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靜蕙

2018/3/23

廖靜蕙

2018/4/3

廖靜蕙

2018/4/13

廖靜蕙

2018/4/27

廖靜蕙

2018/5/3

⿈鈺婷

2018/5/22

廖靜蕙

2018/5/30

廖靜蕙

2018/5/31

廖靜蕙

2018/6/6

廖靜蕙

2018/6/19

廖靜蕙

2018/6/26

李育琴

2018/7/12

廖靜蕙

2018/7/26

https://einfo.org.tw/node/210603
https://einfo.org.tw/node/210828
https://einfo.org.tw/node/211004
https://einfo.org.tw/node/211170
https://einfo.org.tw/node/211352
https://einfo.org.tw/node/211685
https://einfo.org.tw/node/211894
https://einfo.org.tw/node/211912
https://einfo.org.tw/node/212025
https://einfo.org.tw/node/212248
https://einfo.org.tw/node/212398
https://einfo.org.tw/node/212688
https://einfo.org.tw/node/213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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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塵封 70 年

台⼤密克羅尼西亞 407 份模式

⽣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

廖靜蕙

2018/8/1

廖靜蕙

2018/8/1

廖靜蕙

2018/8/3

廖靜蕙

2018/8/9

廖靜蕙

2018/8/15

廖靜蕙

2018/8/20

廖靜蕙

2018/8/22

38 兩岸綠⾊⼈物 暢談重返「⾥⼭」沿途⾵景 ⾔⽉青

2018/8/27

32

33

34

35

36

37

39

40

41

標本現⾝

4200 份遺留台⼤「細川標本」

勾勒密克

羅尼西亞植物相
鳳頭燕鷗不敵颱⾵威⼒ 西莒島幼⿃無⼀倖
存 繁殖失敗
紮根於「公共參與」的⾥⼭好⽣活：搭建
跨域平台 權益關係⼈⼀起來
⾼溫擋不住 本⼟研究推估 2100 年⼭⽑櫸
⾯積僅剩 15%
農業與⽣態不可切割 國際學者專家⿑聚說
分明
國⼟綠網起步 以⽣態農業打造⽣產地景是
關鍵

漁船為⿂鰭罔顧禁令 盜捕⿊鯊 3261 隻共
30 噸遭查獲

新型態「台灣特有蝙蝠麗沙病毒」確診
防⼈畜共通勿接觸蝙蝠病體
通往「內⽣式」發展的鄉村路 鄧儀談三⼗
年環保社會實踐

32

廖靜蕙

2018/9/14

廖靜蕙

2018/9/19

林倩如

2018/9/20

https://einfo.org.tw/node/213187

https://einfo.org.tw/node/213188
https://einfo.org.tw/node/213258
https://einfo.org.tw/node/213327
https://einfo.org.tw/node/213426
https://einfo.org.tw/node/213539
https://einfo.org.tw/node/213516
https://einfo.org.tw/node/213664
https://einfo.org.tw/node/214037

https://einfo.org.tw/node/214102
https://einfo.org.tw/node/21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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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45

46

47

「綠駝鈴」趙中 在⿈河源和藏民守護瑪曲
草原
「美境⾃然」張穎溢 在壯族⾥⼭守護⽩頭
葉猴
專訪海保署⾧⿈向⽂ 談三⼤政策⽅向：乾
淨海⽔、健康棲地、資源永續
⾦⿍著作《佛⾥神⽗》 發揚植物知識傳遞
者事蹟
彌補⼭林失落的⼀⾓ 雲豹「再引⼊」開展
跨國學術討論
台⽇⾥⼭經驗交流 奈良職⼈體驗打造新觀
光型態

⽣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

⾔⽉青

2018/9/20

林倩如

2018/9/21

廖靜蕙

2018/9/25

廖靜蕙

2018/10/5

廖靜蕙

2018/10/9

李育琴 2018/10/18

48 以消費編織國⼟綠網 看特展⾰新餐桌內容 廖靜蕙 2018/10/26

49

50

51

52

53

54

從⿃類族群變遷到環境福祉 ⼀窺「國家⿃
類報告」重要性
全球第⼀批 FSC 太空包 業者轉型永續林
業 看⾒國產材價值
南星計畫區⼗年⿃類監測 環團盼劃海岸森
林保護區
恆春半島儼成「銀合歡廊道」 切斷！ 種
回原⽣林有效
復育瀕危台灣穗花杉 ⿓泉苗圃啟動「域外
保種⽅⾈」
異域孤軍⽣根 巡守荖濃溪⽔環境 「國

廖靜蕙

2018/11/6

李育琴

2018/11/7

李育琴 2018/11/14

廖靜蕙 2018/12/17

廖靜蕙 2018/12/14

廖靜蕙 2018/11/22

雷」精神三年有成

33

https://einfo.org.tw/node/214103
https://einfo.org.tw/node/214049
https://einfo.org.tw/node/213952
https://einfo.org.tw/node/214328
https://einfo.org.tw/node/214380
https://einfo.org.tw/node/214539
https://einfo.org.tw/node/214670
https://einfo.org.tw/node/214809
https://einfo.org.tw/node/214832
https://einfo.org.tw/node/214975
https://einfo.org.tw/node/215548
https://einfo.org.tw/node/215526
https://einfo.org.tw/node/2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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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刊登於「環境資訊中⼼」之「⽣物多樣性報導」⾴⾯

圖 8：刊登於「環境資訊電⼦報」之「⽣物多樣性報導」⾴⾯

⼆、跨媒體合作：結合網路擴⼤影響族群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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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網路來累積⽣物多樣性知識，本計畫亦規劃與廣播及其他網路媒體
合作，使相關知識有機會透過其他管道，接觸到更多民眾，包含家庭主婦、⽂
藝青年等族群，達到推廣⽣物多樣性觀念之效。
（⼀） 網路媒體合作
本計畫與台灣 Yahoo!、Hinet 新聞網合作，將⽣物多樣性國際新聞訊息、
國內⽣態保育資訊，透過該功能強⼤的資訊⼊⼝網露出，將訊息傳遞給常⽤這
些⼊⼝網站的⼀般⼤眾閱讀、轉載，擴⼤⽣物多樣性資訊及環境教育訊息的推
廣範圍。另外，透過與 TaiBif 將網站⽂章中的提及物種名稱的部分，透過關鍵
字連結，帶讀者進⼀步認識該物種的⽣態習性介紹。合作刊載專欄⽂章及國際
訊息共 185 篇。刊載清單請⾒表 9，增強本網站的資料庫功能。刊登⾴⾯請參
⾒圖 9-10。
此外，因環境資訊中⼼之⽂章⼝碑良好，也經常受到近年興起的多個媒體
平台轉載，如眼底城事、Cmoney 等網站，都曾與本計畫合作，將⽂章推播給更
多不同的閱讀群眾。
表 9：與 Yahoo！、Hinet 新聞網合作刊登清單

類別

題⽬

⽇期

網址

⽣物多樣性專欄
1

2

永續海鱻
⾷堂
⽣態旅遊

【永續海鱻⾷堂】永續海
鮮這樣挑！9 ⼤⼼法教你

2018/2/14

吃對年菜
【⽣態旅遊】春遊查拉密

2018/4/30

⼀探⼭海間的⽣態智慧
【愛知⽬標】結合市民⼒

3

愛知⽬標 新移民也不放過 愛德蒙頓 2018/5/22
創下⽣態都市典範
【愛知⽬標】橡膠單⼀種

4

愛知⽬標 植傷⼟地 西雙版納轉型中 2018/5/29
確保⽔資源永續

35

http://einfo.org.tw/node/209981
https://einfo.org.tw/node/211169
http://einfo.org.tw/node/211684
http://einfo.org.tw/node/21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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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知⽬標】印尼、巴西
5

愛知⽬標 森林保育兩樣情 專責管

2018/6/4

理、⼟地權保障成關鍵

http://einfo.org.tw/node/211986

【愛知⽬標】311 後⽇本
6

愛知⽬標

修訂⽣物多樣性策略 設⽴
三陸國⽴公園 強調減災、

2018/6/13

http://einfo.org.tw/node/212131

與⾃然共⽣
【愛知⽬標】七年⾛過四
7

愛知⽬標 階段 ⼊侵種斑腿樹蛙控制 2018/6/19
的不歸路

http://einfo.org.tw/node/212258

營造健康的⾥⼭地景 ⽇本
對⾺⼭貓的保育策略：健
8

⾥⼭台灣 康的⾥⼭、健康的⼈與動

2018/6/6

物——被忽略的⽯虎族群

http://einfo.org.tw/node/211997

系列之⼀
看⾒路殺背後的疾病議題
完整⽯虎保育圖像：健康
9

⾥⼭台灣 的⾥⼭、健康的⼈與動物

2018/6/6

——被忽略的⽯虎族群系

http://einfo.org.tw/node/212016

列之⼆
【愛知⽬標】政府與企業
聯⼿ 智利設⽴ 5 處、4 萬
10

愛知

平⽅公⾥陸域國家公園

2018/7/3

（智利⼤規模劃設陸海域

http://einfo.org.tw/node/212509

保護區系列之⼀）
【愛知⽬標】智利保育創
舉 漁業⼤國劃設美洲最⼤
11

愛知

海洋保護區（智利⼤規模

2018/7/3

劃設陸海域保護區系列之
⼆）

36

http://einfo.org.tw/node/21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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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知⽬標】從加⼊國際
12

愛知

保育⾏動到⾥⼭倡議 ⾼雄

2018/7/9

如何成為⽣態城市？

http://einfo.org.tw/node/212634

【愛知⽬標】⼟地農業化
13

愛知

衝擊⽣物多樣性 英國如何
以⽣態補貼政策復育⼩辮

2018/7/17

http://einfo.org.tw/node/212753

鴴
【愛知⽬標】國際組織助
14

愛知

NGO 串連東⾮⽣物多樣

2018/7/24

性熱點保育⾏動
【愛知⽬標】與部落簽訂
15

愛知

MOU「西西倡議⼩組」保 2018/7/31
育斐濟重要野⿃棲地
【愛知⽬標】美國乞沙⽐

16

愛知

克灣污染改善計畫 30 年

2018/8/7

復育⽔質也帶動經濟
【愛知⽬標】FSC 在⾮洲
17

愛知

熱帶⾬林推動遇挫 永續林 2018/8/14
業認證要求更⾼透明度
【愛知⽬標】以《愛知⽬

18

愛知

標》⾓度檢視台灣的海洋

2018/8/21

保育⼯作進度
【愛知⽬標】為了幸福及
19

愛知

永續發展 不丹落實愛知⽬ 2018/8/22
標的實踐（上）
【愛知⽬標】為了幸福及

20

愛知

永續發展 不丹落實愛知⽬ 2018/8/22
標的實踐（下）
【愛知⽬標】挪威如何從

21

愛知

漁業補貼邁向以⽣態為基

2018/8/28

礎的漁業管理
37

https://einfo.org.tw/node/212901
https://einfo.org.tw/node/213181
https://einfo.org.tw/node/213288
https://einfo.org.tw/node/213412
https://einfo.org.tw/node/213529
https://einfo.org.tw/node/213538
https://einfo.org.tw/node/213540
https://einfo.org.tw/node/213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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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他

【愛知⽬標】中國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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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4

農業⽂化遺產保護與進展
以 80 公尺⾼的⼤樹視⾓

2018/9/6

看⾒森林的美麗與威脅
【愛知⽬標】朝向全球⽼

24

愛知

虎數量翻倍⽬標 尼泊爾與 2018/9/10
印度跨區域保育⽼虎
【愛知⽬標】不只是⽣態

25

愛知

資訊公開 ⽐利時更要做到 2018/9/12
社會參與

https://einfo.org.tw/node/213766
https://einfo.org.tw/node/213765
https://einfo.org.tw/node/213929
https://einfo.org.tw/node/213971

【愛知⽬標】透過規劃、
26

愛知

知識管理及能⼒建構 英國
強化⽣物多樣性保育執⾏

2018/9/18

https://einfo.org.tw/node/214069

⼒
【愛知⽬標】建⽴永續漁
27

愛知

業的科學基礎 台灣⿁頭⼑ 2018/9/19
FIP 資源分析研究
【愛知⽬標】東⽅灰松⿏

28

愛知

⼊侵溫哥華近百年 政府籲 2018/9/25
以公民⼒做好族群監測
【愛知⽬標】從⽣產者到

29

愛知

消費者 農藥減半政策如何 2018/10/9
落實
【愛知⽬標】對地綠⾊環

30

愛知

境給付 兼顧⽣產與環境的 2018/10/16
農政新思維

31 ⾥⼭台灣

【⾥⼭台灣】城市與⼭林

2018/10/23

之間 ⽥鱉⽶護淺⼭
【淺⼭議題】⽔⽥即棲地

32 ⾥⼭台灣 研究證實宜蘭農舍影響⽔

2018/11/20

⿃多樣性

38

https://einfo.org.tw/node/214090
https://einfo.org.tw/node/214171
https://einfo.org.tw/node/214383
https://einfo.org.tw/node/214481
https://einfo.org.tw/node/214559
https://einfo.org.tw/node/21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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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光臨濕地有限公
33

其他

司】如果濕地是間公司 每 2018/11/27
年營收有多少？

34

愛知

【愛知⽬標】全球與台灣

2018/11/27

⽣物多樣性的當前進展
【⾥⼭國際】菲律賓⽔梯

35 ⾥⼭國際 ⽥⽂化遺產保存 環境與⼈ 2018/11/28
缺⼀不可

https://einfo.org.tw/node/215178
https://einfo.org.tw/node/215176
https://einfo.org.tw/node/215207

法⿎⼭法師⾒聞：印度
36

其他

「⽣物多樣性國際研討
會」 ⼀場農業永續的博覽

2018/12/7

https://einfo.org.tw/node/215376

會
⽣態、防⾵、定沙
37

其他

公私

協⼒守住花蓮海岸「保安

2018/12/7

林」
【歡迎光臨濕地有限公
38

其他

司】拆解 189 份期刊報告

2018/12/10

拼湊世界濕地百年崩壞史
【歡迎光臨濕地有限公
39

其他

司】⼩股東當頭家 濕地保 2018/12/11
育的關鍵知識

40

⾥⼭

【⾥海台灣】看⾒⾥海台
灣 彰化芳苑⼈與沿海共存

2018/12/19

中⾼海拔授粉靠本⼟蜂 科
41

其他

學家相中「無螫蜂」 ⾥⼭ 2018/6/14
綠⾊經濟好幫⼿
110 種未受法令保護受脅

42

其他

植物 棲地破壞劇烈 禁不

2018/7/16

起⼈為採集
採集受脅野⽣植物 務必製
43

其他

作⾝分證 重回原棲地、復 2018/7/17
育有依據
39

https://einfo.org.tw/node/215316
https://einfo.org.tw/node/215313
https://einfo.org.tw/node/215435
https://einfo.org.tw/node/215590
https://einfo.org.tw/node/212206
https://einfo.org.tw/node/212614
https://einfo.org.tw/node/21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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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題】不再只靠農
44 ⾥⼭台灣 藥 提升農⽥環境多樣性有 2018/12/26
助害蟲調節
【⾥⼭中國】與⽩頭葉猴
45 ⾥⼭國際 互利共⽣ 廣西壯族⾛向

2018/12/28

「社區保護地」實踐道路
【⾥⼭中國】⾛過威寧草
46 ⾥⼭國際 海到麗江⽼君⼭ 「內⽣

2018/12/28

式」鄉村發展在萌芽

https://einfo.org.tw/node/215698
https://einfo.org.tw/node/215280
https://einfo.org.tw/node/215411

⽣物簡介專欄
【⼭林奧秘】寬尾鳳蝶唯
47 ⼭林奧秘 ⼀⾷草 台灣檫樹⾯臨「⾼

2018/1/2

齡化」困境
48

49

50

台灣紅⽪
書
台灣紅⽪
書

【台灣紅⽪書】特殊⽣活
史遭⽔泥⼯程阻斷 「兩側
洄游」的蘭嶼吻鰕虎
【台灣紅⽪書】即將消失
的⾶⾏哺乳類——台灣狐

2018/1/30

蝠

台灣紅⽪ 【台灣紅⽪書】歐亞⽔獺
書

2018/1/9

2018/2/27

告急 僅存不及 200 隻
【⽔下新知】珊瑚⼤量產

51 ⽔下新知 卵的壯麗景象之外 在東北 2018/3/14
⾓的多起新發現
52

53

台灣紅⽪
書
台灣紅⽪
書

【台灣紅⽪書】僅在⾦⾨
有穩定族群棲息 野⽣⾦⿔

2018/4/4

受路殺與雜交威脅
【台灣紅⽪書】什麼是
「紅⽪書」？特⽣中⼼⽤

2018/4/4

4 個問答告訴你！

40

https://einfo.org.tw/node/209298
https://einfo.org.tw/node/209397
http://einfo.org.tw/node/209717
http://einfo.org.tw/node/210090
http://einfo.org.tw/node/210306
http://einfo.org.tw/node/210709
http://einfo.org.tw/node/21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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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紅⽪書】稀有活化
⽯南湖⼭椒⿂ ⾯臨全球暖

2018/5/7

化等世紀性挑戰
【台灣紅⽪書】挖洞築巢

55

紅⽪書 的豎琴蛙 棲地復育與備份 2018/6/26
為保育重點

56

57

58

其他
淺⼭稀有
植物
淺⼭稀有
植物

發現新種「梅峰⽯蜈蚣」

2018/6/27

第⼆性徵成關鍵
【淺⼭稀有植物】農耕型

態改變 ⽠⽪草漸失於台灣 2018/10/4
野地
【淺⼭稀有植物】熱帶森
林中的稀有攀緣植物──

2018/10/31

蘭嶼野牡丹藤
【淺⼭動物】濕地上斑斕

59 淺⼭動物 的彩鷸 棲地受農地整治威 2018/11/6
脅
60

61

淺⼭稀有
植物
其他

【淺⼭稀有植物】極稀有
琉球暗羅 獨守蘭嶼海岸線 2018/11/13
森林
吹皺⼀池春⽔：攀⽊蜥蜴

2018/11/30

學名的重⼤修訂
【公民科學】iNaturalist

62 公民科學 使⽤指南⼤公開！⼈⼈都

2018/12/2

可成為⾃然觀察家
【公民科學】庶民觀察也
63 公民科學 能成為科學基礎

2018/12/2

iNaturalist 的應⽤
【淺⼭動物】傍⽔⽽⽣的
64 淺⼭動物 ⾷蟹獴 族群穩定性賴良好 2018/12/4
溪流⽣態

41

http://einfo.org.tw/node/210942
http://einfo.org.tw/node/212363
http://einfo.org.tw/node/212362
https://einfo.org.tw/node/214298
https://einfo.org.tw/node/214716
https://einfo.org.tw/node/214817
https://einfo.org.tw/node/214928
https://einfo.org.tw/node/215235
https://einfo.org.tw/node/215237
https://einfo.org.tw/node/215240
https://einfo.org.tw/node/21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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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動物】⽯虎⽣存⼤
65 淺⼭動物 不易 亟需跨領域建構安全 2018/12/4
⽣態廊道
66

67

68

淺⼭稀有
植物
淺⼭稀有
植物
淺⼭稀有
植物

【淺⼭稀有植物】僅存於
⽔稻⽥的瀕絕⽔⽣植物：

2018/12/8

台灣⽔蕹
【淺⼭稀有植物】海岸環
境劇烈變遷 棲地僅存三公 2018/12/10
頃墓地的海南草海桐
【淺⼭稀有植物】⼭檳榔
穿著檳榔外⾐的瀕危特有

2018/12/11

種
【淺⼭動物】保育不能只

69 淺⼭動物 靠政府 草根⼒量有助台北 2018/12/14
⾚蛙復育
70

淺⼭稀有
植物

71 淺⼭動物

【淺⼭稀有植物】⾝世之
謎未解 蘭嶼百脈根卻漸消 2018/12/16
失於海岸線
【淺⼭動物】東⽅草鴞 星
空下的草原獵⼈

2018/12/25

https://einfo.org.tw/node/215264
https://einfo.org.tw/node/215403
https://einfo.org.tw/node/215401
https://einfo.org.tw/node/215439
https://einfo.org.tw/node/215534
https://einfo.org.tw/node/215533
https://einfo.org.tw/node/215677

⽣物多樣性報導
72

73

74

75

跟著望鄉部落採集 傳統⾹料作物、

2018/1/3

樹⾖漿打造微型⽂化產業
農委會⼀年 200 億對地給付 為糧⾷

2018/1/10

安全、農地農⽤把關
顧⾃然也維繫傳統價值 丹⼤四村落

2018/1/12

成⽴⽣態旅遊協會
隱⾝特⽣中⼼ 「野⽣物遺傳鑑定實

2018/1/17

驗室」替野⽣動物產製品說出苦情

42

https://einfo.org.tw/node/209288
https://einfo.org.tw/node/209422
https://einfo.org.tw/node/209451
https://einfo.org.tw/node/20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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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7

78

79

80

警⽅獲報搜索彩蝶宴 台灣野⼭⽺、

2018/1/18

⼭羌現⾝冰庫
「⿂客松」下⽉北⾼登場 挑戰⽤科

2018/1/22

技解決海洋難題
台灣鈎吻鮭⿂發現⼀百周年 瀕絕處

2018/1/27

境待解
德翔油污近兩年 漁業損失評估遲未

2018/2/5

完成 ⾦⼭漁民抗議
賽夏族與林務局釋前嫌 ⾸簽夥伴關

2018/2/8

係共管⼭林

81 PO ⽂買賣保育類野⿃ 保七循線解救

82

83

84

85

86

87

88

⽣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

⽣物多樣性主流化跨部合作 「⾥⼭

2018/2/9

2018/2/14

動物列⾞」 啟航
學術殿堂負起社會責任 台⼤實驗林

2018/2/14

推出「野放」阿薩姆茶
為綠⾊保育農產品做後盾 全台⾥仁

2018/2/22

⾨市設專櫃
台灣⾸部「蝴蝶誌」中英雙語⾯世

2018/3/13

鳳蝶、粉蝶先登場
3 年 1000 萬 美安台灣營造森林⽣態

2018/3/15

系
有的傷透菜農腦筋、有的受戰⽕波及
《蝶類誌》細數粉蝶科不凡⾝世
別在野外騷擾牠了 看《台灣蝴蝶

2018/3/20

2018/3/20

誌》⾸卷盡閱鳳蝶科之美

43

https://einfo.org.tw/node/209553
https://einfo.org.tw/node/209600
https://einfo.org.tw/node/208657
https://einfo.org.tw/node/209837
https://einfo.org.tw/node/209886
https://einfo.org.tw/node/209913
https://einfo.org.tw/node/210006
https://einfo.org.tw/node/210004
https://einfo.org.tw/node/210045
https://einfo.org.tw/node/210344
https://einfo.org.tw/node/210493
https://einfo.org.tw/node/210391
https://einfo.org.tw/node/21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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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務農兼維繫⽣態系 ⽥董⽶以「服務

⽣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

2018/3/23

給付」暫代休耕補助
台灣維管束植物紅⽪書出爐 110 種植
物保育搶時間
台灣⾥⼭倡議計畫屢獲國際獎助 居

2018/4/3

2018/4/13

全球之冠
美植物演化學家建議：因應氣候變遷
應發展「精準農業」
邀您在都市裡悠遊⾥⼭ ⾦⼭南路

2018/4/27

2018/5/3

「保育⼩站」特展開幕
⽣態⽣計兩雙全 花東四部落農產

2018/5/22

「六星加值」 三年有成
0.6 公分⼩翅蛾 凸顯浸⽔營霧林帶珍
貴環境
找到了！ 威脅全球兩棲類動物的蛙

2018/5/30

2018/5/31

壺菌「系」出東亞
史上最強昆蟲相調查 浸⽔營 2620 種
紀錄 16%來⾃業餘觀察者
台灣有 1500 種苔蘚 不僅居家療癒

2018/6/6

2018/6/19

更是野外⼟壤化育功⾂
野外觀察不怕沒⼈鑑定 iNaturalist

2018/6/26

中⽂化 ⾃然觀察更容易
墾丁陸蟹⼩旅⾏ 後灣、⾹蕉灣、港

2018/7/12

⼝棲地的不同⾵景
消暑盛宴 × 低碳交通顧⾥⼭ 好⾷節
× 動物系悠遊卡登場

44

2018/7/26

https://einfo.org.tw/node/210603
https://einfo.org.tw/node/210828
https://einfo.org.tw/node/211004
https://einfo.org.tw/node/211170
https://einfo.org.tw/node/211352
https://einfo.org.tw/node/211685
https://einfo.org.tw/node/211894
https://einfo.org.tw/node/211912
https://einfo.org.tw/node/212025
https://einfo.org.tw/node/212248
https://einfo.org.tw/node/212398
https://einfo.org.tw/node/212688
https://einfo.org.tw/node/213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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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塵封 70 年

台⼤密克羅尼西亞 407

2018/8/1

份模式標本現⾝

4200 份遺留台⼤「細川標本」

勾勒

密克羅尼西亞植物相
鳳頭燕鷗不敵颱⾵威⼒ 西莒島幼⿃

2018/8/1

2018/8/3

無⼀倖存 繁殖失敗
紮根於「公共參與」的⾥⼭好⽣活：
搭建跨域平台 權益關係⼈⼀起來
⾼溫擋不住 本⼟研究推估 2100 年⼭
⽑櫸⾯積僅剩 15%
農業與⽣態不可切割 國際學者專家

2018/8/9

2018/8/15

2018/8/20

⿑聚說分明
國⼟綠網起步 以⽣態農業打造⽣產

2018/8/22

地景是關鍵
兩岸綠⾊⼈物 暢談重返「⾥⼭」沿

2018/8/27

途⾵景
漁船為⿂鰭罔顧禁令 盜捕⿊鯊 3261

2018/9/14

隻共 30 噸遭查獲

新型態「台灣特有蝙蝠麗沙病毒」確
診

⽣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

防⼈畜共通勿接觸蝙蝠病體

通往「內⽣式」發展的鄉村路 鄧儀

2018/9/19

2018/9/20

談三⼗年環保社會實踐

45

https://einfo.org.tw/node/213187

https://einfo.org.tw/node/213188
https://einfo.org.tw/node/213258
https://einfo.org.tw/node/213327
https://einfo.org.tw/node/213426
https://einfo.org.tw/node/213539
https://einfo.org.tw/node/213516
https://einfo.org.tw/node/213664
https://einfo.org.tw/node/214037

https://einfo.org.tw/node/214102
https://einfo.org.tw/node/21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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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綠駝鈴」趙中 在⿈河源和藏民守

⽣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

2018/9/20

護瑪曲草原
「美境⾃然」張穎溢 在壯族⾥⼭守

2018/9/21

護⽩頭葉猴
專訪海保署⾧⿈向⽂ 談三⼤政策⽅
向：乾淨海⽔、健康棲地、資源永續
⾦⿍著作《佛⾥神⽗》 發揚植物知

2018/9/25

2018/10/5

識傳遞者事蹟
彌補⼭林失落的⼀⾓ 雲豹「再引

2018/10/9

⼊」開展跨國學術討論
台⽇⾥⼭經驗交流 奈良職⼈體驗打

2018/10/18

造新觀光型態
以消費編織國⼟綠網 看特展⾰新餐

2018/10/26

桌內容
從⿃類族群變遷到環境福祉 ⼀窺

2018/11/6

「國家⿃類報告」重要性
全球第⼀批 FSC 太空包 業者轉型永

2018/11/7

續林業 看⾒國產材價值
南星計畫區⼗年⿃類監測 環團盼劃

2018/11/14

海岸森林保護區
恆春半島儼成「銀合歡廊道」 切

2018/12/17

斷！ 種回原⽣林有效
復育瀕危台灣穗花杉 ⿓泉苗圃啟動

2018/12/14

「域外保種⽅⾈」
異域孤軍⽣根 巡守荖濃溪⽔環境

2018/11/22

「國雷」精神三年有成

保育翻譯訊息
46

https://einfo.org.tw/node/214103
https://einfo.org.tw/node/214049
https://einfo.org.tw/node/213952
https://einfo.org.tw/node/214328
https://einfo.org.tw/node/214380
https://einfo.org.tw/node/214539
https://einfo.org.tw/node/214670
https://einfo.org.tw/node/214809
https://einfo.org.tw/node/214832
https://einfo.org.tw/node/214975
https://einfo.org.tw/node/215548
https://einfo.org.tw/node/215526
https://einfo.org.tw/node/2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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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應變慢半拍？ 桑吉號漏油擴⼤ 專

⽣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

2018/1/23

家：海鮮謹慎吃
塑膠碎⽚有如⽣鏽⼩⼑⽚ 珊瑚被

2018/2/2

「纏上」易染病死亡
⾹港⽴法會投票通過 2021 年前禁⽌

2018/2/5

象⽛貿易
⽤野花防治病蟲害 英國的減農藥新

2018/2/7

嘗試
南極海洋⽣態警訊 70%國王企鵝可

2018/2/27

能在世紀末消失
漁具往海裡丟！ 研究：全球 15 ⼤⽔
產商無⼀是模範⽣
採礦威脅「失落之城」 科學家憂波

2018/3/13

2018/3/20

蘭破壞地球⽣命發源地
⼗年屠殺 東亞合法野⽣物市場正在

2018/3/23

掏空⾮洲
紅樹林是儲碳寶庫 全球砍伐損失等

2018/3/27

於緬甸⼀年碳排量
研究：暖化升溫 3.2°C 亞⾺遜 50%物
種逃不過滅絕
全球最⼤環境問題之⼀ 聯合國：⼟

2018/3/28

2018/3/29

地劣化威脅 32 億⼈福祉
川普再築美墨⾼牆 德州瀕危動植物

2018/4/2

處境更危
每五條⿂就有⼀條是新種！ 科學家

2018/4/6

揭深海「黯光層」謎樣⽣態

47

https://einfo.org.tw/node/209608
https://einfo.org.tw/node/209784
https://einfo.org.tw/node/209829
https://einfo.org.tw/node/209854
https://einfo.org.tw/node/210152
https://einfo.org.tw/node/210422
https://einfo.org.tw/node/210556
https://einfo.org.tw/node/210648
https://einfo.org.tw/node/210692
https://einfo.org.tw/node/210727
https://einfo.org.tw/node/210749
https://einfo.org.tw/node/210840
https://einfo.org.tw/node/21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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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反瀕危物種法⼤將 前德州官員將掌

⽣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

2018/4/12

聯邦保育政策
柬埔寨的活國寶 極危湄公河短吻海

2018/5/4

豚數量增⾄ 92 隻
科學家⾸次成功基因編輯 催⽣抗⽩

2018/5/17

化「超級珊瑚」
⼈類僅佔地球⽣命 0.01% 卻已摧毀

2018/5/24

其他 83%物種
亞洲巨型渦蟲⼊侵法國 趴趴⾛⼗多

2018/5/25

年沒⼈發現
每 2 分鐘有 1 隻鯨豚因捕⿂枉死

2018/5/30

WWF 提解決⽅案
劇毒「綠⾎」⽯⿓⼦演化歷程 科學

2018/6/1

家朝防疫⾓度探究
「候⿃條約」保護傘遭毀 美環團聯

2018/6/7

合控告川普
散發費洛蒙取代農藥 科學家基改出

2018/6/12

「性感植物」專抗蟲害
IUCN：棕櫚油破壞⽣態，但替代⽅

2018/7/2

案可能更糟
墨灣漏油新發現：深海微⽣物⼀⽚死
寂 重傷海洋命脈
都市裡養⽼虎？ 美國家虎竟⽐全球

2018/7/6

2018/6/27

野虎多
育種不應是最後防線 史上第⼀個試

2018/7/9

管犀⽜胚胎能成功嗎？

48

https://einfo.org.tw/node/210984
https://einfo.org.tw/node/211360
https://einfo.org.tw/node/211589
https://einfo.org.tw/node/211759
https://einfo.org.tw/node/211784
https://einfo.org.tw/node/211878
https://einfo.org.tw/node/211929
https://einfo.org.tw/node/211950
https://einfo.org.tw/node/212143
https://einfo.org.tw/node/212477
https://einfo.org.tw/node/212578
https://einfo.org.tw/node/212414
https://einfo.org.tw/node/21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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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153

154

「零劣化」失守 2050 年全球⼟壤品

2018/6/26

質下降將達 90% 作物減產 1/10
全球靈⾧類危機 本世紀末可能達滅

2018/6/25

絕臨界點
紐西蘭海洋熱浪 驚⾒ 3000 公⾥外熱
帶⿂出沒

155 全美第⼀ 夏威夷禁農藥陶斯松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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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22

2018/6/29

聯合國漁業雙年報：1/3 漁獲上桌前

2018/7/16

就遭浪費
最天然的野溪整治 英國實測河狸治

2018/7/27

⽔法
世界最⼤國王企鵝群 個體數驟減九

2018/8/3

成 原因成謎
野花如何⽤多樣性抗氣候變遷 基因

2018/8/10

研究說分明
影響兒童成⾧ 美法院裁決環署應禁

2018/8/13

陶斯松
會吃作物的⽑⽑蟲⼊侵亞洲 防治不

2018/8/14

慎可能威脅糧⾷安全
避稅天堂撐腰 ⽜⾁、⼤⾖產業吞噬

2018/8/16

亞⾺遜⾬林
校⼯噴灑年年春致癌 孟⼭都遭判賠

2018/8/21

2.89 億
研究：為挽救蜜蜂的⼆代農藥「速殺
氟」會扼殺熊蜂後代

49

2018/8/22

https://einfo.org.tw/node/212382
https://einfo.org.tw/node/212331
https://einfo.org.tw/node/212280
https://einfo.org.tw/node/212430
https://einfo.org.tw/node/212728
https://einfo.org.tw/node/213138
https://einfo.org.tw/node/213240
https://einfo.org.tw/node/213354
https://einfo.org.tw/node/213416
https://einfo.org.tw/node/213423
https://einfo.org.tw/node/213472
https://einfo.org.tw/node/213553
https://einfo.org.tw/node/21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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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載不動聖誕⽼⼈ 瑞典夏季乾旱 部分
馴⿅餓死
世界⽔資源週上談淹⽔ WWF：⾃由
流動的河很重要
有如吸菸者的尼古丁 新菸鹼類農藥

⽣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

2018/8/28

2018/8/29

2018/9/4

讓蜜蜂出現成癮⾏為
暖化 2°C 預測：害蟲吃飽吃滿，⼩

2018/9/6

⿆、⽟⽶農損攀升
⽇本推翻商業捕鯨禁令失敗 國際通

2018/9/22

過護鯨新決議
拉姆薩公約⾸份報告⽰警：全球濕地
消失速度是森林的三倍
除草劑破壞蜜蜂腸道好菌 研究再揭

2018/10/1

2018/10/2

孟⼭都農藥害處
多氯聯苯傳給下⼀代 半數的虎鯨將

2018/10/3

在 50 年後死亡
指標⽣物也會失靈 學者：氣候變遷

2018/10/11

讓海洋污染更難監測
海洋沒⿂可撈！ 島國漁民為⽣計涉

2018/10/19

險運槍毒
捕撈太猖獗 坦尚尼亞⿂源枯竭 部分
得靠進⼝
歐洲議會⼤選前 環團推「歐洲永續

2018/10/23

2018/10/29

公約」提案
美市售兒童燕⿆⽚ 檢出除草劑主成

2018/10/30

分嘉磷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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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31

年代消滅 60%動物
重責⼤任！ 全球⾸份荒野地圖 「最
後的淨⼟」集中在這五個國家
波索納洛當選巴西總統 全球⽣態、

2018/11/2

2018/11/5

氣候前景堪憂
「⼈類將⾒證⾃⾝滅絕」 聯合國：

2018/11/8

⽣物多樣性需要新的國際協定
保育有成 ⾧鬚鯨和⼭地⼤猩猩數量

2018/11/16

回穩
58 國「海上 30 天」計畫 破獲 500 多
起海洋污染犯罪
2020 年挽救⽣物多樣性最後期限 中

2018/11/20

2018/12/3

國被寄厚望
中國作梗下 「地⽅社群與原住民平

2018/12/14

台」仍在聯合國氣候⼤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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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其他網⾴推播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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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推廣⽣物多樣性訊息
除以上說明，本計畫所推展之⼯作項⽬及相關的網路、廣播宣傳管道
之外，執⾏團隊以⽣物多樣性資訊推廣為⼰任，積極爭取並設計各種實體活動
及參與國際交流活動，以增加民眾接觸⽣物多樣性保育訊息的機會及廣度。
（⼀）⽣物多樣性推廣講座
在運⽤網路媒介之外，本計畫持續⾛出虛擬空間，運⽤不同管道，擴⼤影
響範圍。本團隊於今年以⾥⼭倡議為主題，舉辦 5 場講座，共邀請四位在中國
⾧期耕耘社區、聚落的⾥⼭實踐者來台交流，以及在台灣農村⾧期耕耘的慈⼼
有機農業發展基⾦會分享在地經驗，全場超過 70 位民眾參與、座無虛席，現場
也開放網路直播，讓民眾上線收看。
論壇⾸位分享者鄧儀，現為麗江健康與環境研究中⼼理事⾧。20 年來在雲
貴等地區，無論擔任公職或 NGO ⼯作者，皆致⼒於保育⼯作。最初，他為了
⼀草⼀⽊與當地農民拳腳相對，在跌撞中漸漸明⽩：「環保不是餓肚⼦、以⽣
計為代價的環保注定無法持續」，因此⾛向「內⽣式」強調在地⼈⾃我管理發
展的保育策略，以當地⼈為主體，並讓村民⾃我管理，實踐⼈與⾃然和諧共
存。
第⼆位分享者是從環境教育⾛到⾥⼭倡議，在⼤城市北京的近郊以「蓋婭
⾃然學校」推廣⾥⼭⽣活的張赫赫。她在北京淺⼭兩公頃⼤的農地，有⼀半⾯
積處於⾃然野放、無⼈為⼲預的⼭野狀態，透過⽣態農法及樸⾨設計的概念，
進⾏分區規畫使⽤，以⾹草種植、⽺群的放牧、⽣態廁所、⼿作步道等設施，
還有⼭坡上的果樹，⾃成循環系統，盡量做到⾃給⾃⾜。
第三位是被時代雜誌譽為「環保英雄」，在⽢肅瑪曲藏區，帶動在地⼈的
公民參與，緩解草原⽣態危機的趙中，他在當地進⾏環境教育、⽂化傳承等⼯
作，並推動社區⾃然資源共管委員會，試圖處理當地因政策改變，從游牧轉為
定居⽽造成的草原消失問題。
第四位中國綠⾊⼈物是獨⽴⽣物多樣性專家，創⽴ NGO「美境⾃然」，在
廣西⼀帶⽀持當地壯族保護他們⼭林的張穎溢。她在緊鄰「崇左⽩頭葉猴國家
級⾃然保護區」的渠楠成⽴民間⾃主管理的「⾃然保護⼩區」，全村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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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監督，制⽌外來⼈員盜獵和砍伐等破壞⾏為，並往⾃然教育發展、讓外來
訪客⽤相對謙卑的姿態，向當地⾃然環境學習。
⽽最後⼀場台灣案例分享，由慈⼼有機農業發展基⾦會陳榮宗博⼠分享台
灣的⾥⼭經驗，慈⼼⼀開始並未刻意響應國際⾥⼭倡議，⽽是在 2009 年因為官
⽥⽔雉中毒事件，與林務局推出「綠⾊保育」的標章與農友輔導⼯作，⽽今回
顧，無論在推出時間與內涵上，都與聯合國⾥⼭倡議不謀⽽合。
無論從藏區到廣西、台灣或中國，參與論壇的綠⾊⼈物⼀致總結出：所謂
⾥⼭倡議，實際上處理的是⼈地關係崩解的問題，⽽⼈只有透過社會關係才能
建⽴連結，因此保育必定是關於⼈的⼯作，如何陪伴當地⼈，重新建⽴⼈地倫
理關係，才是關鍵。
透過這四名中國綠⾊⼈物與台灣慈⼼陳博⼠動⼈的環境⾏動故事，民眾有
機會探詢⾥⼭倡議的落實⽅式，加深對⾥⼭倡議、⼈與⾃然和諧共處的認識，
每場講座都可⾒聽眾與講者熱切交流，相當熱鬧。
辦理場次請⾒表 10，各場講座照⽚請⾒圖 11、海報⽂宣⾒圖 12、議程表⾒
圖 13、講座 EDM ⾒圖 14、講座宣傳環資網站刊登⾴⾯⾒圖 15。
表 10：2018 全年度講座辦理列表

⽇期
1
2
3
4
5

講題

講者

⾃然保護三⼗年——探索⾥⼭
之路
⼀座⼗分鐘就能登頂的⼩⼭，
是我們共同的家園
8 ⽉ 25 ⽇ 城鎮化和氣候變遷下的草原⽣
態保護與公民參與
廣西壯族的⾥⼭——社區保護
地的探索
台灣⾥⼭案例分享

⼈數

鄧儀
張赫赫
https https://e趙中
張穎溢
陳榮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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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護三⼗年——探索⾥⼭之路

⼀座⼗分鐘就能登頂的⼩⼭，是我們共同的家園

城鎮化和氣候變遷下的草原⽣態保護與公民參與

廣西壯族的⾥⼭——社區保護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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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案例分享、與四位中國綠⾊⼈物交流

論壇與會⼈⼠與聽眾合影
圖 11：2018 辦理⽣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講座活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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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講座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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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講座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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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平易近⼈的⽅式推廣⽣物多樣性資訊：視覺化資訊
過去在讀者滿意度調查問卷中，有不少讀者反映希望能夠以輕鬆的圖⽂⽅
式獲取⽣物多樣性知識，加上近年越來越多民眾習慣以懶⼈包的⽅式了解議
題，因此今年度本計畫推出⽣物多樣性視覺化資訊⼀套。
本視覺化資訊的內容以林務局今年度重要政策——國⼟⽣態綠⾊保育網絡
建置計畫為發想，切合時事，並透過擬⼈化的故事，讓讀者看⾒淺⼭動物的處
境，並介紹⽬前政府、民間團體、在地社區等⾓⾊，如何透過各種⽅法守護淺
⼭棲地。本次視覺化資訊的呈現，不同於以往，⾸次嘗試以漫畫⽅式呈現完整
故事線，篇幅較⾧，並搭配臨近聖誕節的節慶氛圍，以溫馨和⽣動的⽅式，吸
引讀者的好奇⼼與⽬光，⽤故事述說嚴肅議題。最後也提出⼀般⼤眾可以參與
保育淺⼭動物的⽅式，讓資訊不只停留在知識，⽽能夠引發讀者的⾏動。
本套懶⼈包於臉書上發表後，共收到 920 次的按讚，並於讀者滿意度調查
中收到 3.76 的平均分數（滿分 5 分表⽰透過本懶⼈包能完整了解議題資訊），
顯⽰透過本次的懶⼈包，多數的讀者都覺得有所收穫，並且能進⼀步引發對議
題的好奇。本懶⼈包成果與刊登圖請⾒圖 16，原圖請⾒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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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視覺化資訊成果圖與臉書刊登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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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籌備專書出版
為推廣⽣物多樣性，⾏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與社團法⼈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期合作，提供國內外⽣物多樣性相關知識和議題。⾃2009年起，共同出版《上
課了！⽣物多樣性》系列專書，收錄⽣物多樣性各⾯向知識及精彩專⽂，也介
紹了諸多台灣各地和國外案例。且為推廣資訊公開、知識普及，亦出版線上電
⼦書，提供免費閱覽，廣受⼀般民眾和教育推廣者好評。
2010年⽣物多樣性公約第⼗屆締約⽅⼤會通過公約第⼆個⼗年⽬標——
「2011-2020愛知⽣物多樣性⽬標」，隨著⽬標期限2020年即將到來，今年我們
特別以「愛知⽬標」為主題，預計出版《上課了！⽣物多樣性》系列專書第五
冊，帶讀者⾛出台灣，了解各國在此關鍵時刻，⾯對保育議題有何積極作為，
以作為台灣保育⾏動的參考。本書並邀請多位學者專家就其專業領域分享經
驗，透過本書我們可以更明確知道，⾝為地球村⼀員的台灣，該如何在全球保
育戰役中採取⾏動，貢獻重要的實⼒。
本團隊今年將環境資訊中⼼在 2017 年及 2018 年，關於愛知⽬標的相關專
欄⽂章集結成冊，先⾏完成書籍相關編輯事宜，完成三校稿，俾利明年印刷發
⾏，以達宣導推廣，提升民眾在⽣物多樣性主流化上之國際意識，擴⼤並深化
保育訊息的傳遞效益，同時提供相關單位參照。專書依照愛知⽬標中的五⼤策
略⽬標分成五個章節、收錄 31 則案例，並邀請國內⾧期關注⽣物多樣性公約進
展與執⾏情況的學者李玲玲與邵廣昭⽼師撰寫導⾔。專書定稿⾒附件六。
五、加強民眾互動參與：專欄滿意度調查、讀者回應專區
⽽於本計畫年末時，特於 2018 年 12 ⽉進⾏為期約 15 天的專欄滿意度調
查，透過環境資訊中⼼網站、環境資訊電⼦報及發送 EDM 的⽅式，針對網站
及電⼦報所推出的⽣物多樣性專欄，廣邀讀者及⼀般民眾回饋意⾒，共取得有
效樣本共計 493 份電⼦問卷。（調查⾴⾯請⾒圖 17，問卷⽂宣設計物：網站宣
傳 Banner、e-DM 與問卷活動訊息宣傳⾴⾯請⾒圖 18。）
問卷調查就讀者個⼈背景、閱讀動機、閱讀偏好、助益收穫等做統計、分
析，期待透過此⼀交流，檢討審視⼀年⼯作成果，並能與前⼀年度相⽐，得知
各項指標成⾧幅度，做為未來專欄議題內容⽅向與深淺尺度改進之參考依據。
經綜合分析，並與往年數據⽐較，可看出某些變化趨勢，或可做為 2019 年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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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規劃專欄或其他實體活動之參考，以下試做簡述並討論之（更細部的分析探
討請詳⾒⽂末附件七）。
閱讀率⽅⾯：本年度統計顯⽰，收到訊息就會閱讀（幾乎每天）與經常閱
讀（⼀週兩⾄三次）專欄的讀者約與去年持平，為 13%與 21.7%；偶爾才讀
（⼀週⼀次左右）專欄的讀者佔多數，為 36.4%。這三者加起來的⽐例為
71.1%。
綜觀問卷調查分析結果，並與往年數據⽐較，可看出⼀些變化趨勢並做為
未來規劃專欄或其他實體活動之參考，以下簡述並討論之：
（⼀）在受訪者族群類別部份：
今年問卷調查中，⼥性讀者⽐例依舊⾼於男性，且⽐例較去年略⾼。男性
讀者⽐例與去年相⽐，稍有下降。⽽在台灣，截⾄ 2013 年 11 ⽉底⼥性⼈⼝已
多於男性，此為百年來⾸度突破，且近年來男⼥出⽣率與死亡率持續失衡（資
料來源：內政部），推測未來國內關⼼⾃然⼈⼝可能將依舊以⼥性為⼤宗。
⽽ 2018 年專欄讀者年齡層與去年⼀樣，在 31 ⾄ 40 歲佔⽐例最多，且相較
去年略有上升，約佔所有年齡層的近三成，但位居其次的 41~50、21~30 歲民眾
皆相去不遠。
讀者學歷程度⽅⾯，今年依舊以⼤專（學）院校程度為最多，⽐例為
51.9%，較去年稍升 1%左右；研究所及博班學歷者則佔 45%，與去年差不多，
可⾒環境資訊中⼼所提供的資訊具有⾜夠的專業性，得以受到⾼知識份⼦族群
的認同。
結果顯⽰，今年主要閱讀⽣物多樣性／⽣物簡介專欄為族群以教師、學⽣
與公務員為主，顯⽰⽣物多樣性/⽣物簡介專欄為教師、學⽣與公務員在教學、
研究與實務上重要的資料、知識來源依據，或許也能反映出各機關學校在⽣物
多樣性教育上的逐漸重視，使環境資訊中⼼成為相關族群搜尋環境⽣態相關議
題、資訊不可或缺的資料庫，也因此培養出此族群閱讀⽣物多樣性專欄的習
慣。此外，由眾多的服務業、⼯與 NGO ⼯作者／環境教育推廣者可看出，除
了應需求⽽讀外，也已經培養出許多因興趣⽽閱讀的讀者。⽽從事服務業的讀
者⽐例僅次公務員，可能為社會上民眾從事最多的⾏業，⽇後推⾏⽣物多樣性
主流化族群，應可以從事服務業的民眾為對象，從民眾⽇常⽣活中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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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樣性概念普及率問題，與去年相較⼤有提升。今年對「⽣物多樣
性」概念表⽰⾮常清楚的讀者⽐例過半（50.3%）、稍微了解者亦近半
（47.4%），兩者相加達 97.7%之多，⽐去年的 82%多了⼀成五。此現象顯⽰透
過環境資訊中⼼吸收⽣物多樣性資訊的讀者對⽣物多樣性概念都能具備⼀定的
了解程度，⼜或者經過多年的主流化，讀者已越來越熟悉⽣物多樣性概念。
（⼆）在受訪者使⽤習慣⽅⾯：
2018 年⽣物多樣性專欄知名度較去年提升約 1 成，有 70.4%的讀者表⽰
「知道」環境資訊中⼼有⽣物多樣性與⽣物簡介專欄，也有 18.1%的讀者表⽰
「好像有聽過」，兩者相加後有超過 88%的民眾知道專欄的存在，顯⽰過去這
些年⽣物多樣性專欄的宣傳及曝光有成。
閱讀率⽅⾯：本年度更改答項敘述，將去年以閱讀成數（9 成、7 成、5 成
等）代表閱讀頻率的⽅式，調整為更接近⽇常⽣活語彙的表達⽅式（幾乎每天
閱讀、⼀週兩⾄三次、⼀週⼀次左右等），期能得到更接近現實情況的統計結
果。閱讀頻率⽐例最⾼為「偶爾才讀（⼀週⼀次左右）」，占 36.4%，與去年
相去不遠。⽽「偶爾才讀（⼀週⼀次左右）」、「經常閱讀（⼀週兩⾄三
次）」與「收到就會讀（幾乎每天）」的讀者，則有約七成左右，較去年稍有
下降，顯⽰團隊仍需朝吸引讀者頻繁閱讀專欄，⽽不只是需要找資料時才閱讀
的⽅向努⼒，以提升讀者對專欄的重視與忠誠度。
另外，探討今年吸引讀者閱讀⽣物多樣性專欄的原因中，想吸收⽣態或保
育相關知識的讀者仍佔多數，⽐例（73.6%）與去年相較略有提升。⽽對主題有
興趣者⽐例也過半，達 68.4%，顯⽰讀者對知識含量與主題規劃之重視；另
外，「受圖⽚、編輯⽅式吸引」仍然位居第三名，顯⽰在新媒體競爭激烈的現
在，適當的圖⽚及視覺排版編輯較能吸引讀者閱讀，故未來或許可持續規劃⽣
物多樣性相關資訊圖表設計，透過不同⽅式將⽣物多樣性資訊內容呈現給讀
者。
⽽今年的視覺化資訊表現中，⼤多數讀者都表⽰對成品感到喜歡或⾮常喜
歡，也有讀者表⽰是因為這次的資訊圖表才認識到環境資訊中⼼，除表⽰本年
度的嘗試相當成功之外，也顯⽰多元且活潑的懶⼈包是擴展受眾的重要⽅式之
⼀，未來可持續保留此資訊傳播⽅式。⾄於願意閱讀視覺化資訊的原因與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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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是以主題為重，⽽未來希望的主題⽅向則是環境議題時事、⽣物與⽣態相
關知識兩者為讀者最有興趣的事情。
⽽關於讀者所期待的⽂章主題，今年調查結果顯⽰，最多受訪者未來想看
到專欄出現「海洋保育現況」類型⽂章，其次為「國內保育現況與成果」，選
擇這兩者的讀者⽐例皆超過 50%，顯⽰讀者對國內保育情況的重視，以及對實
例型⽂章內容的喜好。
「⾥⼭倡議」、「淺⼭動物與植物」、「台灣紅⽪書」等為讀者最喜歡的
主題，除顯⽰今年度專欄規劃符合讀者期待外，也表⽰專欄年度主題成功獲得
讀者的注意與喜好。
另外，受訪者對專欄內容之滿意度及期望部分，如以下分析：
讀者對於 2018 年專欄總體滿意度，超過 85%的讀者給予「滿意」以上評
價，較去年提⾼不少，尤其「⾮常滿意」的讀者⽐例較去年提⾼了 6.7%，僅 1
成多民眾表⽰普通或不滿意，顯⽰專欄內容受到⼤部份讀者喜愛，⽽在專欄內
容的豐富和規劃上仍有進步空間。
今年度問卷調查新增題項「在專欄⽂章的內容呈現上，您更希望看到的⾵
格表現是？」並提供四個選項：「更淺⽩、簡短的⽂章，適度搭配插畫，引介
⽣物多樣性」、「更具深度、議題性的⾧篇報導，適度搭配新媒體元素」、
「維持⽬前專欄的形式」與「其他」，以複選⽅式提供讀者選擇。有 53.9%的
讀者希望看到更淺⽩與簡短的⽂章、45%的讀者則希望看到更具深度的⽂章，
顯⽰讀者雖然⼤多都對⽣物多樣性概念有所了解，且知識⽔準相近，對於期待
看到的⽂章仍有所不同，有希望看到更廣泛的介紹、也有希望看到更深⼊的報
導，顯⽰⽣物多樣性主流化須同時朝向廣度與深度兼備的⽅向努⼒，可供未來
專欄企劃參考。
實體活動⽅⾯，有 47.2%讀者表⽰雖未參加過相關活動，但有興趣者會想
參加；也有 48.8%的讀者偶爾或常常參與相關活動。因此為了推動讀者實地⼀
同參與⽣物多樣性的保存，仍需詳加規劃適合的主題推給適合的群眾。如何加
強民眾的興趣及參與感⼀直是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期努⼒、思考的⽬標。
未來專欄規劃預計以此份意⾒調查分析結果為構思前提，延續受歡迎的專
題，如增加更多國內在⼈與⾃然和諧共存案例外，同時也持續著重海洋⽂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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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相關保育成果及國際最新趨勢等主題，期能往更具參考價值的⽣物多樣性
資料庫邁進。⽽除了環境資訊電⼦報及環境資訊中⼼網站加強推廣外，我們更
將持續努⼒經營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盼能加速訊息傳遞速度也擴⼤讀者群。

圖 17：讀者滿恴度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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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問卷⽂宣：e-DM、網站宣傳及電⼦報 Banner，與刊登
於資訊中⼼網⾴問卷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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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持續維護⽣物多樣性資料庫：提供更穩定、不中斷的資訊查找系統
本計畫⾃ 2004 年以來，已累積⼤量專⽂及⽣物多樣性相關資訊，為了提供
讀者更穩定、確實的查找服務，計畫團隊持續執⾏網站系統升級、維護，並於
2016 年⼤幅改版，全新的⾴⾯增加使⽤者瀏覽舒適度及查找便利性，同時因應
Facebook 成為國⼈⽬前交換資訊最主要的媒介，網⾴增設分享功能，⽅便使⽤
者即時轉貼訊息，擴⼤相關議題的傳播廣度，使更多網友有機會透過分享認識
專欄，並進⼀步接觸更多⽣物多樣性及保育相關資訊。（⽣物多樣性相關專欄
⾴⾯請參照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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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環境資訊中⼼改版後⾸⾴、⽣物多樣性、⽣物簡介專欄主題⾴⾯截圖

伍、 檢討與建議
本計畫的執⾏，以蒐整、撰寫⽣物多樣性專題，譯介國際最新、最完整的
⽣物多樣性訊息（國際新聞資訊編譯），並利⽤各種媒體如網路、平⾯出版、
舉辦實體講座等，擴⼤影響的閱聽族群。藉由這些有形、無形的互動，傳遞國
內外重要保育知識與思潮。根據計畫團隊多年來所累積之豐富經驗，並融合今
年度的讀者滿意度調查結果，茲提出以下建議，作為未來制定計畫的參考，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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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更有效達到推廣⽣物多樣性訊息，以串連林務局在保育、研究和教育推廣
等各⽅⾯的⼯作，同時也讓公部⾨的努⼒能夠展現於國⼈⾯前。
⼀、 加強深⼊研究並持續引介「淺⼭議題」
本計劃今年度將「淺⼭議題」、「⾥⼭倡議」列為⽣物多樣性專欄的重要
主題，並且也受到讀者的喜愛與回響，認為此主題的⽂章因為與⽇常⽣活接
近，且有助於了解台灣淺⼭⽣態系、台灣⼈民與其之間的互動關係等，能夠提
供知識與實務上的參考。
事實上，淺⼭、⾥⼭倡議、保護區外的保育議題等，實為國際近年保育重
要議題，案例資料遍及全球，相關研究也不斷推陳出新。建議在新年度中維持
對此議題的研究，廣泛蒐集各界資料、⼒求呈現完整國際趨勢，並以本團隊多
年投⼊環境資訊推廣的專業與經驗，篩選出最適合台灣民眾與政府部⾨參考的
訊息，再將其轉譯為容易理解的⽂字，加以推廣。
透過此⽅式，希望能強化本專欄所提供的資料與知識，以及介紹之案例的
代表性，讓讀者知道⽣物多樣性與⼈類⽣活息息相關，保育⽬標的實踐也不只
是政府的⼯作，更需涵納⼤眾的參與。
⼆、 議題呈現加深亦加廣，主流化⽣物多樣性
根據讀者滿意度調查結果顯⽰，讀者希望未來在專欄呈現上，能夠有更淺
⽩、適度搭配插畫引介⽣物多樣性之短⽂，以及更具深度、議題性、適度搭配
新媒體元素的⾧篇報導。此調查結果顯⽰，⽣物多樣性議題包⼭包海，若希望
能夠成功主流化⽣物多樣性，須兼備深度與廣度，讓不同需求的受眾在資訊中
⼼平台上，都能夠找到吸引閱讀的⽣物多樣性⽂章。
故未來在專欄企劃上，將朝議題呈現加深亦加廣的⽅向努⼒，提供⼩專欄
簡介⽣物多樣性的重要、與⼤眾⽣活的關聯，也提供針對保育議題的深度報
導。
三、 扮演跨計畫間資訊交流平台，有效傳遞國內保育成果
有鑑於「⽣物多樣性⾏動分組」乃⼀跨部會的國家型計畫，政府公部⾨如
林務局推動保育事務不遺餘⼒，值得廣介予國⼈知悉。國內⽬前已有多個部會
致⼒於⽣物多樣性的保存與相關⼯作，且近年來公民⼒量覺醒，也有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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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地團體、愛好者群體開始各⾃發起在地的⽣態關懷或⼩型的公民科學計畫
等有助於⽣物多樣性的⾏動。再者，今年度的專欄讀者滿意度調查的開放式的
問題中，有數位讀者特別提出喜歡、並希望繼續看到「國內保育成果」、「公
民科學計畫」等資訊。此外，本平台經營多年，穩定⽽良好的刊登品質，儼然
已成為國內重要的環境資訊交流平台，近年來經常收到不同單位或個⼈的投
稿，或諮詢洽談刊登計劃，因此建議未來計畫中，能進⼀步發揮交流平台的⾓
⾊，協助有研究發現、保育有成或有意投⼊的學者、民眾或團體彼此交流訊
息，同時以多元宣傳管道，展⽰各計畫團隊研究及執⾏成果。
四、 持續安排書籍推廣教育活動
2011 年 6 ⽉，環境教育法上路，修習環境學分成了全民運動，在網站使⽤
者部份，隨著幾次活動與年末的調查問卷，可看出學⽣者⼤幅增加、教師亦為
次要族群，近年更有義務教育課本的出版商與本團隊洽談⽂章轉載事宜，展現
現今教育體系中對⽣物多樣性議題資訊的重視與需求。雖網路為現今搜尋資訊
的主要⼯具，但若有平⾯刊物輔助，更能達到統整、留存與推廣給⾮網路使⽤
者的效果。⽬前《上課了！⽣物多樣性》系列叢書除已於 2015 年出版以綠⾊經
濟為內容的第四冊書籍，在今年度也已編輯完成第五冊《愛知⽬標全球⾏
動》，加上第⼀冊漫談⽣物多樣性、第⼆冊永續利⽤⾯⾯觀、第三冊保育思潮
全球⾏，不但更加豐富⽣物多樣性各⾯向教育資訊，也讓本套書成為國內最完
整的⽣物多樣性書籍，有效呈現國內外的保育趨勢。
五、 加強實體活動受眾設定與內容規劃，提升不同群眾之觸及
如何加強民眾對環境議題的興趣及參與感⼀直是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期努
⼒、思考的⽬標。今年度透過與不同專案的合作，本計劃所推出的活動成功推
及到許多不同以往的群眾。由此可⾒，透過實體活動內容的設計及規劃，鎖定
特定受眾後為其推出適合的講座，可以達成擴⼤觸及群眾之⽬標，也有助於推
廣⽣物多樣性主流化。
六、 持續加強網路改版，優化使⽤介⾯
根據近年環境資訊中⼼網站的瀏覽資訊表現，⾃ 2016 年改版後確實的資訊
蒐集服務頗有成效，除網站流量外，讀者閱讀的時間也顯著成⾧，成功帶給讀
者更好的網⾴瀏覽介⾯使⽤經驗。因此未來除繼續維持更穩定的系統、穩定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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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器及資料庫的良好運作外，也期許能持續加強便利、上⼿性及網站平台之穩
定性，讓智慧型⼿機或平板電腦使⽤者可順暢瀏覽網站、查找資料。並持續強
化網站程式更新及使⽤優化、改善關鍵字搜尋的準確度等，建⽴資料庫穩定且
好⽤、便利於查找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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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活動經費來源、額度、會計報告表
會計報告
保育組

計畫名稱

⽣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

計畫編號

107 林發-08.1-保-17(4)

執⾏單位

社團法⼈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期

107 年 12 ⽉ 31 ⽇
林務局

類 預算科
別 ⽬代號

核定預算 實收或實付累計⾦

1.林務局經

(1)-(2)差

額(2)

額

核定預算

實收或實付
累計⾦額

1,383,000

1,383,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罰款收⼊

0

0

0

0

0

6.其他收⼊

0

0

0

0

0

合計

1,383,000

1,383,000

0

0

0

2110 租⾦

20,000

0

20,000

2,000

0

1,212,000

1,251,407

-39,407

100,000

137,545

2610 雜⽀

17,000

15,794

1,206

1,000

0

2720 資訊服務費

84,000

84,000

0

0

0

2810 國內旅費

50,000

31,799

18,201

1,000

410

0

0

0

737,000

705,536

0

0

0

1,383,000

1,383,000

0

841,375

843,491

費撥款
2.利息收⼊
3.研發成果
收⼊
4.廢物變賣

⼊

⽀

備註

科⽬
(1)

收

其他配合款

收⼊

2300

按⽇按件計
資酬⾦

1100 ⼈事費
出 保留款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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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附件⼀：⽣物多樣性專欄 46 篇（收錄於光碟電⼦檔）
附件⼆：⽣物簡介專欄 25 篇（收錄於光碟電⼦檔）
附件三：國際保育翻譯訊息 60 篇（收錄於光碟電⼦檔）
附件四：⽣物多樣性報導 54 篇（收錄於光碟電⼦檔）
附件五：視覺化資訊 1 套共 15 張（收錄於光碟電⼦檔）
附件六：《上課了！⽣物多樣性 5：愛知⽬標全球⾏動》定稿
（收錄於光碟電⼦檔）
附件七：2018 年⽣物多樣性專欄讀者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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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2018 年⽣物多樣性專欄讀者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
壹、 ⽣物多樣性專欄線上問卷調查背景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2001 年始，發⾏環境資訊電⼦報，並於翌年設⽴
「環境資訊中⼼」，做為推廣⽣態保育資訊與環境教育的平台，⾄今已耕耘
16 載。⽽「環境資訊中⼼」透過各⽅協⼒，累積了 20 幾萬筆環境相關資
料，提供華⼈世界知悉環境資訊的⼀⽅園地。其中，與農委會林務局⾃
2005 年起合作「⽣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多年來於網站上闢有「⽣物
多樣性專欄」、「⽣物簡介專欄」，藉由每年推出不同主題及宣傳途徑，欲
吸引更多閱聽⼤眾⽬光，使⽣物多樣性的概念更加普及、受到重視。
為了吸引各領域讀者⽬光，每年⽣物多樣性及⽣物簡介專欄規劃不同主
題，2014 年以「傾聽島嶼之聲」概念來推廣年度重點；2015 年以「永續的
⽣物多樣性」規劃主題，並倡導綠⾊經濟為出發點；2016 年則以「⽣物多
樣性主流化」規劃主題，期待透過⼈類對環境變遷的重視，認知⾃⾝也為⽣
態⼀份⼦，將⽣物多樣性納⼊⼈類⽣活各層⾯考量，達到與⾃然共存的永續
之道；2017 年因愛知⽬標即將到期，除持續以愛知⽬標中最重要的「⽣物
多樣性主流化」為主要⽅向規劃外，也將「愛知⽬標」作為⼀個主題納⼊規
劃；2018 年，以近年國際間蓬勃發展、國內也開始積極推廣的「⾥⼭倡
議」與「淺⼭議題」為主題，規劃系列專⽂探討⼈與⾃然和諧共存的保育之
道，並籌備《上課了！⽣物多樣性 5：愛知⽬標全球⾏動》專書。
每年年底，我們透過年度讀者滿意度調查，檢視⼀年⼯作成果，並與前
幾年度相⽐，得知讀者喜好等各項指標成⾧幅度、趨勢，作為未來專欄議題
⽅向與深淺尺度改進之參考依據。
讀者滿意度調查採網路問卷⽅式，調查期間為 2019 年 1 ⽉ 3 ⽇⾄ 2019
年 1 ⽉ 18 ⽇，共取得有效問卷 493 份，⽐ 2017 年多出 112 份。以下將根據
受訪者問卷填答，統整、分析統計出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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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物多樣性專欄線上問卷調查結果
⼀、 受訪者族群類別
（⼀） 性別：⼥性讀者⽐例依舊較男性⾼，總共有 59.9%的讀者為⼥
性，較男性讀者多了 2 成多。與去年數據相⽐，⼥性讀者⽐例稍上升約 3%，
男性讀者⽐例則略降，可能原因包含今年樣本數較⼤。整體來看，⼥性仍為
專欄的主要讀者群。

2018年專欄讀者性別比例
其他
1%

男性
39%

女性
59.9%

2014～2018 專欄讀者性別比例
70%
60%
百分比

50%
40%
30%
20%
10%
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女性
64%
65%
64%
56.20%
59.90%

男性
36%
35%
37%
43.8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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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讀者年齡層 31~40 歲⽐例最⾼
讀者的年齡層在 31 ⾄ 40 歲佔⽐例最多，且相較去年略有上升，約佔所
有年齡層的近三成，但位居其次的 41~50、21~30 歲民眾皆相去不遠，分別
為 25.7%與 24.9%。
20歲

專欄讀者年齡比例 以下

60歲以上
6.4%

4%
51~60歲
9.6%
21~30歲
24.9%
41~50歲
25.7%
31~40歲
29.1%

2015～2018專欄讀者年齡比例
35.0%
30.0%

百分比

25.0%
20.0%
15.0%
10.0%
5.0%
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歲以下
3.0%
6.0%
2.60%
4.00%

21~30歲
26.0%
31.0%
24.80%
24.90%

31~40歲
34.0%
29.0%
28.20%
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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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0歲
26.0%
19.0%
26.70%
25.70%

51~60歲
8.0%
11.0%
12.30%
9.60%

60歲以上
3.0%
4.0%
5.20%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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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專院校以上學歷約達 97%
教育程度⽅⾯，以⼤專院校程度民眾為最多，為 51.9%；研究所以上
學歷者佔 45%，⾼中職學歷者為 2.4%，國中以下為 0.6%。換句話說⼤專院
校以上學歷者總計共達約 96.9%，與去年相距不遠，顯⽰了⼤專院校教育程
度的普及化。
小學以
下
博士
4.2% 0.2%

國中
0.4%

研究所
40.8%

高中
（職）
2.4%

大專
（學）
51.9%

2015～2018專欄讀者教育程度比例
70.0%
60.0%

百分比

50.0%
40.0%
30.0%
20.0%
10.0%
0.0%

2015
2016
2017
2018

小學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0.0%
1.0%
0.00%
0.20%

0.0%
0.0%
0.50%
0.40%

2.0%
5.0%
2.6%
2.4%

59.0%
57.0%
50.7%
51.9%

80

研究所（以
上）
39.0%
37.0%
4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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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業：學⽣為⼤宗群眾，資訊業相較去年顯著持平
年度讀者職業分布統計顯⽰，教師占第⼀名，⽐例較去年稍多，第⼆名
為學⽣，公務員則為第三名，佔 10.2%，較過往的 7∼8%有顯著的成⾧。

農林漁牧業
3%

資訊業
醫藥 2.8%
2.2%

軍警
0.2%

其他
6.8%

NGO工作者
／環境教育
推廣者
7.8%

自由業
7.8%

公務員
10.2%
商
4.8%

服務業
10.2%

學生
12.8%

教師
14.4%
已退休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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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8.2%

家管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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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8 專欄讀者職業比例
25.0%

百分比

20.0%
15.0%
10.0%
5.0%
0.0%

NGO
工
作
者
／
公
環
務
境
員
教
育
推
廣
者

商

學
生

家
管

工

已
退
休

教
師

服
務
業

自
由
業

軍
警

農
林
漁
牧
業

醫
藥

資
訊
業

其
他

2015 9.0% 7.0% 6.0% 9.0% 4.0% 7.0% 3.0% 17.0 13.0 4.0% 1.0% 2.0% 3.0% 6.0% 9.0%
2016 7.0% 8.0% 4.0% 20.0 5.0% 6.0% 4.0% 12.0 12.0 7.0% 1.0% 2.0% 3.0% 4.0% 7.0%
2017 5.7% 10.4 8.3% 12.3 2.3% 8.6% 2.8% 13.3 10.7 9.6% 0.7% 1.8% 0.7% 5.4% 6.5%
2018 7.8% 10.2 4.8% 12.8 3.4% 8.2% 4.8% 14.4 10.2 7.8% 0.2% 3.0% 2.2% 2.8% 6.8%

⼆、 受訪者使⽤習慣
此部份問卷針對受訪者對⽣物多樣性專欄的閱讀感想及習慣進⾏調
查。
（⼀） 讀者通常透過何管道獲得環境資訊中⼼⽂章：近 8 成問卷填答者
是透過環境資訊電⼦報（含每⽇及⼀週回顧版）獲得⽂章資訊。
本年度受訪者中，透過環境資訊電⼦報獲得資訊中⼼⽂章者佔 78%，
與去年相距不遠，顯⽰以電⼦報為媒介傳遞環境訊息的重要性依舊不減。
然⽽位居第⼆者從去年的環境資訊中⼼網站轉為環境資訊中⼼ FB，佔
26.9%，網站則佔 24.1%，顯⽰臉書的經營，讓訊息的露出廣度更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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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親友轉貼
環境資訊中心網站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FB
環境資訊中心FB
環境資訊電子報（含每日及一週回顧）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物多樣性概念普及程度：過半民眾⾮常清楚⽣物多樣性概念
本年度調查中，有過半受訪者（50.3%）表⽰⾮常清楚「⽣物多樣性」
概念，47.4%的受訪者則表⽰稍微了解，顯⽰在讀者群中，⽣物多樣性概念
的普及率超過 97%，較去年略有提升。選填不清楚⽣物多樣性概念的讀者
⽐例，則較去年略少。

不清楚
2%

非常清楚
50%

稍微了解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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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 生物多樣性概念普及率
60.0%
50.0%
百分比

40.0%
30.0%
20.0%
10.0%
0.0%

非常清楚

稍微了解

不清楚

2016

48.0%

48.0%

4.0%

2017

50.0%

47.0%

3.0%

2018

50.3%

47.4%

2.2%

（三）⽣物多樣性專欄知名度：超過七成民眾知道⽣物多樣性/⽣物簡介專欄
493 個受訪者中，知道環境資訊中⼼⾧期闢有⽣物多樣性專欄者，佔
70.4%，18.1%表⽰好像聽過，11.4%則表⽰不清楚。與 2017 年相⽐，今年
的調查中多了將近⼀成知道專欄存在的讀者，不知道有相關專欄的讀者⽐
例則下降 6.5%，顯⽰⽣物多樣性專欄知名度在 2018 年有所提升。

不知道
11.4%

好像聽過
18.1%

知道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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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 生物多樣性專欄知名度
90.0%
80.0%
70.0%

百分比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0%
知道

2016

2017

2018

68.0%

61.7%

70.4%

20.3%

18.1%

17.9%

11.40%

好像聽過
不清楚

32.0%

（四）讀者閱讀專欄的頻率：超過七成讀者養成閱讀專欄習慣
2018 年調查結果，收到就會讀（幾乎每天閱讀）的讀者⽐例佔 13%，
經常閱讀者（⼀週兩⾄三次）為 21.7%，兩者與去年皆相去無多，顯⽰近
三成半的讀者時常閱讀此兩專欄。⽽納⼊偶爾閱讀者計算，超過 70%，顯
⽰讀者已養成閱讀專欄的習慣。⽽需要找資料時會閱讀的讀者⽐例較去年
略提升 5%左右，顯⽰⽣物多樣性與⽣物簡介專欄的專業度越發受到讀者認
可。

從來沒有讀
過
3%

收到就讀（幾
乎每天）
13%

需要找資料時
會讀
25.5%

偶爾才讀（一
週一次左右）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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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兩至三次）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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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2016～2018 讀者閱讀生物多樣性專欄頻率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0%
收到就讀

經常閱讀

偶爾才讀

需要找資料
時會讀

從來不讀

2016

18.0%

23.0%

39.0%

18.0%

2.0%

2017

16.70%

22.50%

37.00%

20.40%

3.10%

2018

13.0%

21.7%

36.4%

25.5%

3.2%

（五）讀者閱讀「⽣物多樣性專欄」原因為：想吸收⽣態或保育知識
⾃去年起，本題以複選⽅式提供讀者選擇，今年讀者回饋「想吸收⽣
態或保育相關知識」者佔 73.6%，其次為「對主題有興趣」，佔 68.4%。另
外，「受圖⽚、編輯⽅式吸引」者佔 21.1%。

其他

2.2%

有人推薦、轉貼分享 6.6%
被撰文作者吸引
受圖片、編輯方式吸引

15.0%
21.1%
68.4%

對主題有興趣

73.6%

想吸收生態或保育相關知識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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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2016～2018 吸引讀者閱讀生物多樣性專欄
原因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0%

想吸收生
態或保育
相關知識

對主題有
興趣

受圖片、
編輯方式
吸引

被撰文作
者吸引

有人推
薦、轉貼
分享

其他

2016

36.0%

34.0%

14.0%

4.0%

11%

1%

2017

72.2%

71.7%

33.7%

7.3%

16.2%

1.5%

2018

73.6%

68.4%

21.1%

6.6%

15.0%

2.2%

（六）讀者最愛專欄⽂章
為了得知讀者最有印象、有興趣且喜歡閱讀的主題，⾃去年起，本題
改為開放式問題，並整理出其中讀者提及的不同⼦專欄與關鍵字。統計結
果顯⽰，獲得⾼票數的⼦專欄為「⾥⼭台灣」，次之為「淺⼭動物」，第
三則為「淺⼭議題」，顯⽰此三個議題頗能吸引讀者的關注與興趣。
年度⼦專欄

讀者回應提及次數

愛知⽬標

29

淺⼭議題

80

⾥⼭台灣

169

⾥⼭國際

32

淺⼭稀有植物

76

淺⼭動物

111

台灣紅⽪書

46

三、 受訪者對專欄內容之滿意度與期望
（⼀）專欄讀者總體滿意度
綜觀各項指標，問卷最後請讀者幫專欄打總分。為確定讀者對專欄的
滿意度，本年度刪去「沒意⾒」選項，並新增「⾮常不滿意」的答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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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獲得較準確的答案。針對 2018 年「⽣物多樣性」專欄的規劃、設計和呈
現，有 25.5%的讀者表⽰⾮常滿意，較去年提升 6.7%，⽽表⽰滿意者佔
59.7%，較去年提升近⼀成。整體⽽⾔，今年度的專欄滿意度較往年提升，
表達滿意以上的讀者超過 85%，顯⽰專欄在企劃與執⾏上，得到⼤多數讀
者的認可。
不滿意
0.4%

普通
14%

非常不滿意
0.2%

非常滿意
25.5%

滿意
59.7%

2016～2018 生物多樣性
專欄讀者總體滿意度
70.0%
60.0%

百分比

50.0%
40.0%
30.0%
20.0%
10.0%
0.0%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沒意
見

不滿意

2016

25.0%

64.0%

11.0%

0.0%

2017

18.7%

50.0%

15.3%

0.7%

2018

25.5%

59.7%

14.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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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閱讀視覺化資訊之效果與回饋
除了⽂章外，今年特別推出了⼀套視覺化資訊，因此也在本問卷中調
查讀者之回饋。其中，讀者對於懶⼈包的表現⽅式喜歡的程度平均為 3.76
分（0 分為⾮常不喜歡，5 分為⾮常喜歡），最多讀者給的分數是 4 分，顯
⽰⼤多數讀者都滿意這樣的表現⽅式。此外，針對讀完懶⼈包後對重點的掌
握度也達到 3.75，表⽰此表現⽅式確實能協助讀者掌握議題。

圖：對視覺化呈現⽅式的喜好（0 分為⾮常不喜歡，5 分為⾮常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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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對視覺化呈現效果的評分（0 為完全無法掌握重點，5 分為相當能了解所欲
傳達之重點）
⾄於願意讀視覺化資訊之原因，則以對主題有興趣為⼤宗，有 71.6%
之讀者選擇此項，⽽受圖⽚、編排⽅式吸引則次之，佔 44.8%。⾄於之後視
覺化資訊的內容取向，則是⽣物/⽣態相關知識與環境議題時事幾乎平⼿，
皆佔約 74%。

圖：願意讀視覺化資訊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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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希望的視覺化資訊主題
（三）專欄讀者參與⽣物多樣性相關實體活動⽐例
除了提供豐富的資訊，也希望能讓更多⼈因為瞭解⽽投⼊實體活動。
2018 年問卷調查結果，有 10.6%的受訪者常常參與相關活動，較去年略有提
升，⽽ 38.2%的讀者表⽰偶爾參加感興趣的活動，也較去年提升。另外有
47.2%的讀者表⽰雖沒參與過，但有興趣亦會參與。
否，我對參與活
動不感興趣
3.8%

是，我常常參與
感興趣的相關活
動
10.6%

否，我還沒參與
過相關活動，若
對活動有興趣我
會想參與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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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 專欄讀者參與生物多樣性相關
實體活動比列
60.0%
50.0%
百分比

40.0%
30.0%
20.0%
10.0%
0.0%
是，我常常參與
感興趣的相關活
動

是，我偶爾參加
感興趣的相關活
動

否，我還沒參與
過相關活動，若
對活動有興趣我
會想參與

否，我對參與活
動不感興趣

2016

11.0%

40.0%

45.0%

4.0%

2017

8.9%

35.8%

50.2%

4.9%

2018

10.6%

38.2%

47.2%

3.8%

（四）讀者希望在專欄看到更多哪⼀類的⽂章？
問卷中調查讀者想多看哪⽅⾯的專欄⽂章，做為⽇後規劃議題時的參
考，結果顯⽰，58.1%受訪者未來最想看到專欄看到「海洋保育現況」類型⽂
章，其次⽂章類型為「國內保育現況與成果」佔 55.7%%。此外，⽣態與經
濟、國際保育現況與成果、⽣物多樣性演化奧秘與部落智慧及社區發展等也
都拿到了 40%以上的得票，各類型⽂章⽐例詳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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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討論與總結
綜觀問卷調查分析結果，並與前三年數據⽐較，可看出⼀些變化趨勢並
做為未來規劃專欄或其他實體活動之參考，以下簡述並討論之：
（⼀）在受訪者族群類別部份：
今年問卷調查中，⼥性讀者⽐例依舊⾼於男性，且⽐例較去年略⾼。男性
讀者⽐例與去年相⽐，稍有下降。⽽在台灣，截⾄ 2013 年 11 ⽉底⼥性⼈⼝已
多於男性，此為百年來⾸度突破，且近年來男⼥出⽣率與死亡率持續失衡（資
料來源：內政部），推測未來國內關⼼⾃然⼈⼝可能將依舊以⼥性為⼤宗。
⽽ 2018 年專欄讀者年齡層與去年⼀樣，在 31 ⾄ 40 歲佔⽐例最多，且相較
去年略有上升，約佔所有年齡層的近三成，但位居其次的 41~50、21~30 歲民眾
皆相去不遠。
讀者學歷程度⽅⾯，今年依舊以⼤專（學）院校程度為最多，⽐例為
51.9%，較去年稍升 1%左右；研究所及博班學歷者則佔 45%，與去年差不多，
可⾒環境資訊中⼼所提供的資訊具有⾜夠的專業性，得以受到⾼知識份⼦族群
的認同。
結果顯⽰，今年主要閱讀⽣物多樣性／⽣物簡介專欄為族群以教師、學⽣
與公務員為主，顯⽰⽣物多樣性/⽣物簡介專欄為教師、學⽣與公務員在教學、
研究與實務上重要的資料、知識來源依據，或許也能反映出各機關學校在⽣物
多樣性教育上的逐漸重視，使環境資訊中⼼成為相關族群搜尋環境⽣態相關議
題、資訊不可或缺的資料庫，也因此培養出此族群閱讀⽣物多樣性專欄的習
慣。此外，由眾多的服務業、⼯與 NGO ⼯作者／環境教育推廣者可看出，除
了應需求⽽讀外，也已經培養出許多因興趣⽽閱讀的讀者。⽽從事服務業的讀
者⽐例僅次公務員，可能為社會上民眾從事最多的⾏業，⽇後推⾏⽣物多樣性
主流化族群，應可以從事服務業的民眾為對象，從民眾⽇常⽣活中去著⼿。
⽽⽣物多樣性概念普及率問題，與去年相較⼤有提升。今年對「⽣物多樣
性」概念表⽰⾮常清楚的讀者⽐例過半（50.3%）、稍微了解者亦近半
（47.4%），兩者相加達 97.7%之多，⽐去年的 82%多了⼀成五。此現象顯⽰透
過環境資訊中⼼吸收⽣物多樣性資訊的讀者對⽣物多樣性概念都能具備⼀定的
了解程度，⼜或者經過多年的主流化，讀者已越來越熟悉⽣物多樣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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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訪者使⽤習慣⽅⾯：
2018 年⽣物多樣性專欄知名度較去年提升約 1 成，有 70.4%的讀者表⽰
「知道」環境資訊中⼼有⽣物多樣性與⽣物簡介專欄，也有 18.1%的讀者表⽰
「好像有聽過」，兩者相加後有超過 88%的民眾知道專欄的存在，顯⽰過去這
些年⽣物多樣性專欄的宣傳及曝光有成。
閱讀率⽅⾯：本年度更改答項敘述，將去年以閱讀成數（9 成、7 成、5 成
等）代表閱讀頻率的⽅式，調整為更接近⽇常⽣活語彙的表達⽅式（幾乎每天
閱讀、⼀週兩⾄三次、⼀週⼀次左右等），期能得到更接近現實情況的統計結
果。閱讀頻率⽐例最⾼為「偶爾才讀（⼀週⼀次左右）」，占 36.4%，與去年
相去不遠。⽽「偶爾才讀（⼀週⼀次左右）」、「經常閱讀（⼀週兩⾄三
次）」與「收到就會讀（幾乎每天）」的讀者，則有約七成左右，較去年稍有
下降，顯⽰團隊仍需朝吸引讀者頻繁閱讀專欄，⽽不只是需要找資料時才閱讀
的⽅向努⼒，以提升讀者對專欄的重視與忠誠度。
另外，探討今年吸引讀者閱讀⽣物多樣性專欄的原因中，想吸收⽣態或保
育相關知識的讀者仍佔多數，⽐例（73.6%）與去年相較略有提升。⽽對主題有
興趣者⽐例也過半，達 68.4%，顯⽰讀者對知識含量與主題規劃之重視；另
外，「受圖⽚、編輯⽅式吸引」仍然位居第三名，顯⽰在新媒體競爭激烈的現
在，適當的圖⽚及視覺排版編輯較能吸引讀者閱讀，故未來或許可持續規劃⽣
物多樣性相關資訊圖表設計，透過不同⽅式將⽣物多樣性資訊內容呈現給讀
者。
⽽今年的視覺化資訊表現中，⼤多數讀者都表⽰對成品感到喜歡或⾮常喜
歡，也有讀者表⽰是因為這次的資訊圖表才認識到環境資訊中⼼，除表⽰本年
度的嘗試相當成功之外，也顯⽰多元且活潑的懶⼈包是擴展受眾的重要⽅式之
⼀，未來可持續保留此資訊傳播⽅式。⾄於願意閱讀視覺化資訊的原因與去年
⼀樣是以主題為重，⽽未來希望的主題⽅向則是環境議題時事、⽣物與⽣態相
關知識兩者為讀者最有興趣的事情。
⽽關於讀者所期待的⽂章主題，今年調查結果顯⽰，最多受訪者未來想看
到專欄出現「海洋保育現況」類型⽂章，其次為「國內保育現況與成果」，選
擇這兩者的讀者⽐例皆超過 50%，顯⽰讀者對國內保育情況的重視，以及對實
例型⽂章內容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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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淺⼭動物與植物」、「台灣紅⽪書」等為讀者最喜歡的
主題，除顯⽰今年度專欄規劃符合讀者期待外，也表⽰專欄年度主題成功獲得
讀者的注意與喜好。
另外，受訪者對專欄內容之滿意度及期望部分，如以下分析：
讀者對於 2018 年專欄總體滿意度，超過 85%的讀者給予「滿意」以上評
價，較去年提⾼不少，尤其「⾮常滿意」的讀者⽐例較去年提⾼了 6.7%，僅 1
成多民眾表⽰普通或不滿意，顯⽰專欄內容受到⼤部份讀者喜愛，⽽在專欄內
容的豐富和規劃上仍有進步空間。
今年度問卷調查新增題項「在專欄⽂章的內容呈現上，您更希望看到的⾵
格表現是？」並提供四個選項：「更淺⽩、簡短的⽂章，適度搭配插畫，引介
⽣物多樣性」、「更具深度、議題性的⾧篇報導，適度搭配新媒體元素」、
「維持⽬前專欄的形式」與「其他」，以複選⽅式提供讀者選擇。有 53.9%的
讀者希望看到更淺⽩與簡短的⽂章、45%的讀者則希望看到更具深度的⽂章，
顯⽰讀者雖然⼤多都對⽣物多樣性概念有所了解，且知識⽔準相近，對於期待
看到的⽂章仍有所不同，有希望看到更廣泛的介紹、也有希望看到更深⼊的報
導，顯⽰⽣物多樣性主流化須同時朝向廣度與深度兼備的⽅向努⼒，可供未來
專欄企劃參考。
實體活動⽅⾯，有 47.2%讀者表⽰雖未參加過相關活動，但有興趣者會想
參加；也有 48.8%的讀者偶爾或常常參與相關活動。因此為了推動讀者實地⼀
同參與⽣物多樣性的保存，仍需詳加規劃適合的主題推給適合的群眾。如何加
強民眾的興趣及參與感⼀直是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期努⼒、思考的⽬標。
未來專欄規劃預計以此份意⾒調查分析結果為構思前提，延續受歡迎的專
題，如增加更多國內在⼈與⾃然和諧共存案例外，同時也持續著重海洋⽂化及
國內相關保育成果及國際最新趨勢等主題，期能往更具參考價值的⽣物多樣性
資料庫邁進。⽽除了環境資訊電⼦報及環境資訊中⼼網站加強推廣外，我們更
將持續努⼒經營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盼能加速訊息傳遞速度也擴⼤讀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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