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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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共 12 個月時程間，總共編彙生物多樣性專欄 20 篇，白話解析生物多樣性 18 篇，
生物簡介專欄 10 篇，報導國內生物多樣性新聞 48 篇，深度報導 4 篇，譯介來自
各國最新的保育新聞 48 篇，並製作專題網頁 1 套、視覺化資訊圖表 4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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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專欄與報導文章之外，為擴展保育訊息的受眾，本計畫持續去年規劃之
「白話解析生物多樣性」專欄並新增以線上策展形式呈現「專題網頁」，以多元
呈現突破過去專欄既有的形式，讓深度報導與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之教育宣導面向，
有更為多元的發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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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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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萬，總瀏覽量更高達 905 萬次，單日最高瀏覽量 4 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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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隊今年辦理外來種議題相關講座「綠色風暴：綠鬣蜥在台灣」，規劃以講座、
實務分享，搭配小遊戲的方式，以更生活化、活潑生動的方式向參與者介紹生物
多樣性議題。此外，也以植物多樣性為主軸舉辦「山野精靈：與孩子悠遊植物世
界」，推廣至親子族群，讓家長與孩子一同踏查淺山地區時，一同認識淺山地區
的生物多樣性，並透過實際觀察、繪畫的形式讓孩子認識周遭環境多樣性，與家
長一同學習。兩場活動主打以生動、有趣的方式讓受眾更了解保育認知、生活中
的環境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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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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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持續推廣去年出版之《上課了！生物多樣性(5)：愛知目標全球行動》
專書之外，將專書電子化，提升民眾在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上更便利之閱讀方式，
擴大並深化保育訊息的傳遞效益，同時提供相關單位參照、借鏡國外作法。
計畫期末，本團隊於 2021 年初進行「生物多樣性專欄滿意度調查」，共取
得有效問卷 157 份。調查結果顯示，與往年相似，最多民眾（進 8 成）是透過環
境資訊電子報獲得資訊中心文章，而透過環境資訊中心 Facebook 接觸文章的讀
者從 2018 年占 26.9%、提升至 2019 占 47.3%之後，今年又成長至 57.2%，顯見
社群網站互動觸及讀者越來越重要；吸引讀者閱讀生物多樣性／生物介專欄的主
要因素中，「受圖片、編輯方式吸引」的讀者占 38.9%與去年相似，較 2018 年
的 21.1%高出許多，顯見插畫搭配短文以及多媒體等新增型式，維持讀者閱讀意
願。另外，讀者對於 2020 專欄總體滿意度，近 80%的讀者給予「滿意」以上評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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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十年行動計畫，其中第一項目標即是要提升民眾對生物多樣性的認知，以達主
流化之效。然而全球受威脅物種至今依然存在滅絕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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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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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了約 6 萬 6000 隻，跌幅高達 40%，2015 年野外僅剩 9 萬 7000 隻，這也使
得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紅皮書將長頸鹿列為易危物種。
聯合國旗下研究機構「跨政府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平台」（IPBES），
2019 年五月發布一份史無前例的跨政府、跨領域研究報告，探究大規模生物多
樣性喪失的背後原因，以及未來可能的幾種情境。該報告發現，現在大約有 100
萬種動植物面臨滅絕威脅，其中許多是數十年之內就可能滅絕，這個數字比人類
歷史上任何時刻都要多。該報告也指出，儘管自然保育和永續經營的行動已有所
進展；然而，這還不足以擋下造成自然環境劣化的直接和間接驅力，因此可能無
法達成所有愛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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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BES 指出，若要扭轉生物多樣性劣化的趨勢，
必須從個人、政府層面，甚至整個經濟模式開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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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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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底，環境資訊電子報遍及國內外的訂戶超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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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0 名，網站年瀏覽量達 9,01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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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平均閱讀時間將近 7 分鐘，較去年有提升的現象，顯示
讀者不僅進入頁面，且會瀏覽及閱讀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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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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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五月，聯合國
旗下研究機構（IPBES）剛公布一份史無前例的跨政府、跨領域研究報告，指出
全球生物多樣性正急速劣化的事實：約有 100 萬種物種面臨滅絕威脅、全球四分
之三的陸域環境與 66%的海洋環境都已因為人類活動而劇烈改變，維繫人性最
重要的「安全網」，即將被撐破，我們的經濟、生計、食物安全、健康與生活品
質等的基本根基，正受到嚴重的耗損。這個值此關鍵時刻，推出《上課了！生物
多樣性(5)：愛知目標全球行動》，是國內第一本深度闡述聯合國生物多樣性目標
的專書，並具體引介國際間邁向愛知目標的實際行動與國內外案例故事，深入淺
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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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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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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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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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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計畫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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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
性為主題，提供國內外相關保育相關知識、以及實踐的案例。
(二) 愛知目標於 2020 年到期，除持續推廣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也將持
續引介國際發展新趨勢，並報導「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中愛
知目標檢討與接替愛知目標的過度目標，以及各國和台灣持續為達成
生物多樣性新目標所做出的努力及案例介紹。
(三) 今年國際生物多樣性日主題為“Our Solutions are in Nature”，於 5 月 22
日當日引介，並於其後提供數則國外案例，供國內參照。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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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台灣住民及原住民智慧，持續推廣「公民科學」、「古生物
保育學」、「氣候變遷」、「愛知與後愛知」、「濕地植物」、「昆
蟲/爬蟲簡介」、「淺山物種」、「友善農耕」、「高山植物」等專
欄，並預計新增可吸引民眾目光之法醫昆蟲學等題材，新設「福爾摩
斯系列」子專欄，以增廣讀者對於生物多樣性奧秘的了解，並適度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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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插畫呈現，多角度觸及民眾日常生活與生物多樣性的關連，有助於
永續生態觀念於潛移默化中日漸扎根。
(五) 幫助讀者即時跟進國內外生物多樣性相關事件，每月提供數則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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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度、深度
(一) 考量生物多樣性計畫執行十多年，目前專欄形式之內容呈現已累積了
相當的資訊量，也在此基礎上持續出版《上課了！生物多樣性》系列
專書。2019 年度開始新增「深度報導」、「白話解析生物多樣性」呈
現方式，本年度將延續此規劃，可突破既往專欄每篇約兩千字、在內
容呈現上的限制，而讓專題深度報導以及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之教育宣
導的面向可以有更為多元的發揮空間。另考量「人類能吸收 80%的圖
像，但只能吸收 20%的文字；有圖像的網站比只有文字內容的網站多
了 94%的瀏覽率」，今年度深度報導搭配新媒體、白話解析生物多樣
性搭配插畫，共同呈現，也持續維持資訊圖表（懶人包）的規劃與呈
現。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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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電子書推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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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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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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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藉由書籍電子化，將《上課了！生物多樣性(4)綠色經濟幸福學》與
《上課了！生物多樣性(5)愛知目標全球行動》書籍上架至生物多樣性
網頁，以達宣導推廣，提升民眾在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上擴大並深化保
育訊息的傳遞效益。
三、舉辦實體活動，拉近社群讀者面對面交流機會
藉由外來種議題相關講座「綠色風暴：綠鬣蜥在台灣」，規劃以講座、實
務分享，搭配小遊戲的方式進行，以更生活化、活潑互動的方式向聽眾介紹生
物多樣性議題。此外，也以「植物多樣性」為主題舉辦「山野精靈：與孩子悠
遊植物世界」，推廣至親子族群，讓家長與孩子在親近體驗里山環境的美好實
踐時，也一同認識淺山地區的生物多樣性，並透過實際觀察、繪畫的形式讓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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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認識周遭環境的物種多樣性，與家長一同學習。兩場活動主打以「生動、有
趣」的形式，讓民眾提升保育認知、生活中的環境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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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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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資訊中心 FB」為平台，為民眾提供公開透明的環境資訊，以及方便查找、隨
時更新的專業網站及社群媒體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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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萬
本計畫自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期間，共產出生物多樣性專欄 20 篇、白話解
析生物多樣性 18 篇、生物簡介 10 篇、國際新聞訊息翻譯 48 篇、生物多樣性報
導 48 篇，以及生物多樣性深度報導 4 篇，合計 148 篇（見表 1）。此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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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社群媒體，將文章加上可分享的功能，讓保育訊息更易於複製
及傳遞。
此外，為擴展訊息受眾，在文章呈現上，除了維持更深入探討議題的「深度
報導」，以及插畫搭配短文的「白話解析生物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專欄中的「保
育古生物學」子專欄外，今年新增「福爾摩斯系列」專欄，透過搭配插畫等圖文
方式呈現，突破 2018 年之前專欄每篇約兩千字、在內容呈現上的限制，而讓深
度報導以及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之教育宣導的面向，可以有更為多元的呈現與發揮
空間。
新聞及專欄文章轉寄及流傳的總量過去難以計數，自 2017 年起透過 Google
Analytics，統計文章瀏覽人次。今年度本專案所產製的新文章（不包含歷年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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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所吸引閱讀的總瀏覽量超過 35
萬人次（見表 2），不論是從教育推廣或宣傳效益來看，皆可見其成效。
單篇文章中，保育訊息翻譯《生物多樣性提高 100 倍 生長快速的迷你森林
風靡歐洲》與生物多樣性報導《公園不等於森林？中和四號公園試營都市林 原
生樹種打底、社會參與動起來》、《大年初一擱淺鯨魚 證實為台灣首度紀錄的
藍鯨》等瀏覽量皆超過 8000 人次。
除了傳統的電子報與網站傳播管道之外，Facebook 也是讀者獲得環境資訊
中心訊息的重要管道，亦是突破同溫層的可能方式。舉例而言，今年度有許多臉
書觸及人數破萬的文章，生物多樣性報導《大年初一擱淺鯨魚 證實為台灣首度
紀錄的藍鯨》更有高達 51200 的瀏覽人次。其他包含生物多樣性訊息翻譯：《聯
合國生物多樣性報告：10 年愛知目標 沒有一項完全達成》；生物簡介中：瀕危
濕地植物與淺山中，《蘭嶼深林中閃耀的藍色明珠：球果杜英》與《【濕地植物】
滅絕植物沉睡 120 餘年後再度甦醒：澤珍珠菜》都有破萬的好成績。氣候變遷子
專欄《未來食物養成記：油芒的故事》、《未來作物的古老身世：從語言爬梳樹
豆的起源》也有將近 2 萬的瀏覽量。
今年度維持去年搭配插畫的短文，在 Facebook 上的觸及人數確實較純文字
專欄文章高。例如白話解析生物多樣性專欄文章【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醜蔬
果的華麗轉身，當週觸及人數及達 11,555。同時，在年底的滿意度調查中，白話
解析生物多樣性專欄。在年底的滿意度調查中（填答人數共 159 人），有 59 人
提及今年專欄中最有印象的文章是白話解析生物多樣性專欄「生物多樣性的美好
日常」，且有三成以上的人表示，他們確實有因為是淺白文字搭配插畫的形式，
而將文章分享給其他人（特別是分享至非生態同溫層的朋友或群組），顯示此呈
現方式，確實有助於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此外，今年度採用線上策展的模式推出《生物多樣性與他的 7 個小迷思》，
收錄深度報導與專欄文章，以可愛、活潑的互動方式製作專題網頁（網址：https://einfo.org.tw/biodiversity-7-myth/），將 7 篇專文搭配動態的插畫設計，以互動式網
頁呈現，提高讀者閱讀意願。在滿意度調查中，有讀者表示「網頁設計與插圖引
人入勝，能提升讀者閱讀的意願與興趣」、「非常喜歡搭配繪圖、下拉式的排版，
很有故事性，會想要一直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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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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增加 31,258 瀏覽量、
2019 年又再增加 37,295 次瀏覽量，2020 又新增 28,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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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篇

20 篇

白話解析生物多樣性專欄

18 篇

18 篇

生物簡介

10 篇

10 篇

國際保育資訊與議題

40 篇

48 篇

生物多樣性報導

40 篇

48 篇

生物多樣性深度報導

4篇

4篇

總計篇數

1篇

1篇

表 2：訊息發送瀏覽人次

項目

瀏 覽

生 物 多 樣 白 話 解 析 生 物 生物簡介

保 育 翻 生 物 多 樣 生物多樣性

性專欄

譯訊息

34,735

多樣性專欄
13,083

17,009

136,488

性報導

深度報導

158,536

8,156

次數
總計

359,851

二、實體活動孕育更多環境意識的公民
今年本專案共舉辦 1 場親子活動《山野精靈：與孩子悠遊植物世界》、1 場
互動講座《綠色風暴：綠鬣蜥在台灣》與 1 場《生物多樣性私廚餐會》，邀請家
長與孩子一同認識淺山地區的生物多樣性、透過互動講座推廣外來種議題，或是
透過午晚餐的時間搭配專家分享了解議題，三場活動參與人數共約 80 人。
互動式講座《綠色風暴：綠鬣蜥在台灣》透過邀請實際執行外來種移除計畫
的陳添喜老師，以及實際在野外執行移除工作的助理人員專家學者，分別以學者
及執行人的不同角度的與實際經驗進行分享，、問答，再透過網路連線、限時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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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的互動小遊戲與民眾互動，讓參與者用透過多元的方形式進行議題思考、與交
流。
《山野精靈：與孩子悠遊植物世界》藉由淺山地區活動邀請到華德福教師，
以不同的形式引導、帶領親子接觸自然，認識身邊的生物多樣性。兩場活動皆使
民眾吸收新知，並引述切身相關主題且有可轉化為行動的可能。
《生物多樣性私廚餐會》打造融合生態、視覺、食物、人文的美學新體驗。
透過在吃飯談笑間，了解生物多樣性的重要。並請到學者從餐盤上轉到了餐桌上
的擺飾，皆離不開生物多樣性話題。除了食用，植物也提供人類衣著、園藝、醫
藥等其他用途，讓人了解到生物多樣性與保育的重要性。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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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電子書、影片或活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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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到公部門推動
保育事務的努力及用心成果。計畫期間，提供民眾接觸及林務局 logo 機會有
626,396 次之多（詳見表 3），多方宣揚公部門保育推動決心。
表 3：林務局圖誌露出頻率

露出單元

露 出 方

單位

露出次數

式
生物多樣
性專欄

網站露出
電子報露
出

白話解析

網站露出

生物多樣

電子報露

性專欄
生物簡介
專欄

國際保育
訊息

出
網站露出
電子報露
出
網站露出
電子報露
出

20 篇
20 篇
18 篇
18 篇
10 篇
10 篇
48 篇
48 篇

統計一年度閱讀量，總露出次數約 34,000 次
環境資訊電子報寄送平均開信人數 1900×20
篇=38,000 次
統計一年度閱讀量，總露出次數 15,432 次
環境資訊電子報寄送平均開信人數 1900×18
篇=34,200 次
統計一年度閱讀量，總露出次數 17,000 次
環境資訊電子報寄送平均開信人數 1900×10
篇=19,000 次
統計一年度閱讀量，總露出次數 116,000 次
環境資訊電子報寄送平均開信人數 1900×48
篇=91,2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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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露出

性深度報

電子報露

導

4篇
4篇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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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一年度閱讀量，總露出次數約 6,785 次
環境資訊電子報寄送平均開信人數 1900×4
篇=7,600 次

生物多樣
性深度報

網站露出

1套

網站露出

48 篇

統計一年度閱讀量，總露出次數約 8,156 次

導網頁

生物多樣
性報導

電子報露

48 篇

出
專欄滿意

廣告露出

度問卷調

環境資訊電子報寄送平均開信人數 1900×48
篇=91,200 次

419 人次
E-DM 透過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電子報平均開信人數 1700

宣傳露出

生物多樣

網站露出

3場

宣傳露出

3場

×1 份=1900 次

性講座/活

總露出次數

次

生物多樣性專欄滿意度調查 Survey Cake 頁面進入者共

查

動

統計一年度閱讀量，總露出次數約 138,000

環境資訊中心活動行事曆，每月平均瀏覽人
次 1234×3 次宣傳=3704 次
透過台灣環境資訊電子報寄送活動報名資
訊：1900 次×3 份=3,800 次

以上總和為 62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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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筆，實際達
成 126 筆；強化生物多樣性訊息推廣的深度與廣度部分，應完成 68 筆，實際達
成 185 筆；專書電子化、舉辦實體活動、生物多樣性資料庫維運與和讀者互動等
部分，皆達原定目標：電子化 2 本專書、舉辦 3 場活動、維運 2 個資料庫、完成
1 次讀者滿意度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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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 積 生物多 1-1 生物多樣性專欄

20 筆

20 筆

100%

達成目標

樣性知識

10 筆

10 筆

100%

達成目標

1-2 生物簡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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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國際新聞編譯

40 筆

48 筆

120%

達標以上

1-4 生物多樣性報導

40 筆

48 筆

120%

達標以上

2-1 生物多樣性深度報導

4筆

4筆

100%

達成目標

18 筆

18 筆

100%

達成目標

1份

1份

100%

達成目標

42 次

158 次

376%

達標以上

3套

4套

125%

達標以上

2-2 白話解析生物多樣性
專欄
2. 強 化 生物多
樣性訊息推廣 2-3 專書電子化
的深度與廣度
2-4 Yahoo！、Hinet 新聞網
轉載

2-5 視覺化資訊

3. 實體活動

3-1 透過實體活動，深耕生
物多樣性意識

4. 生 物 多 樣 4-1 生物多樣性專欄網頁
性資料庫維護 維護
5.民眾互動

5-1 專欄滿意度問卷調查

實際達成總進度

3場

3場

100%

達標以上

2個

2個

100%

達成目標

1次

1次

100%

達成目標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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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執行本案之意見調查，有超過 8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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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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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專欄規劃持續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福爾摩斯系列讓讀者
從生活中認識基礎生態知識。
2020 年國際生物多樣性日主題為「2020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大自然是我們
的解決方案」（Our solutions are in nature），意在強調，儘管我們擁有進步的科
技，仍需仰賴健康、有活力的生態系來獲得健康、水、食物、藥物、衣物、燃料、
住屋和能源等等。《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秘書處指出，面對當前災難，人
們更應了解，人與自然不是分離的，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建立與自然
和諧共生的未來，而方法就在自然之中。今年專欄與此主題扣合，推出國內與國
外的案例介紹，並融合生活周遭會接觸到的事物，以促進民眾日常生活與生物多
樣性的關聯，有助於永續生態觀念之建立。
此外，因今年是聯合國規劃要達成愛知目標的 2020 年，因此今年專欄亦延
續前一年針對愛知目標的討論，並特別著重於國際對愛知目標檢討與成果動態的
更新報導，以及國內成果的彙整報導，除幫助讀者更新對國際保育作為的認識之
外，也持續追蹤議題進展。
除了透過國內外案例引介糧食生態議題與愛知目標動態之外，隨著近年淺山
議題越加受重視，本計畫也延續去年【淺山物種】專欄，介紹身邊可能接觸到的
物種。
在 2019 年的讀者滿意度調查中，有讀者表示希望增加圖文、進一步認識生
物與獵奇的生物多樣性相關知識，因此今年特別新增「福爾摩斯系列」子專欄，
以插畫搭配文章方式，引介國內外利用生物多樣性辦案的故事，獲得不錯的迴響。
本專欄文長約在 1,500 至 2,000 字，並附相關圖片 2 張以上或插畫 1 張，全
年共產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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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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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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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訊電子報與環境資訊中心 FB，相
關頁面可見圖 1、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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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福爾摩斯」、「保育古
生物學」等獲得高票數，顯示貼近生活周遭事物或是有趣獵奇的主題頗能吸引讀
者興趣及共鳴，也是吸引讀者感興趣的重要因素。未來我們也將持續推出與日常
生活相關的生態保育相關專文，並以實踐的案例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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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題目

保育古生物 沈睡在遠古台灣的巨
1

學

獸：古菱齒象

作者

上刊日

蔡政修

2020-02-25

徐子富

2020-03-17

余曉薇

2020-03-18

文章連結
https://einfo.org.tw/node/223197

未來作物的古老身
2

未來作物

世：從語言爬梳樹豆
的起源
易於食用的樹豆系列

3

未來作物

產品 期待讓社會共
好
2020 國際生物多樣

4

生多日主題 性日：大自然是我們

李育琴

2020-05-22

的解決方案

https://einfo.org.tw/node/223547
https://einfo.org.tw/node/223466
https://einfo.org.tw/node/224713

護湧泉、保穀種 尼
5

生多日主題

泊爾及中國西南以生
態系為基礎的調適策

李育琴

2020-06-15

https://einfo.org.tw/node/216746

略
古稻 回家 傳承部落
6

氣候變遷

耆老記憶中最好吃的

張岱屏、陳添
寶

米 cilipeday
7

氣候變遷

2020-05-18

未來食物養成記：油 呂培苓、顏子
芒的故事

惟
14

2020-06-22

https://einfo.org.tw/node/224625
https://einfo.org.tw/node/22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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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猛禽進駐農田
8

友善農耕

「與鷹為鄰」成新課
題 專家：觀念正確

孫文臨

2020-06-26

https://einfo.org.tw/node/225011

就能相安無事
多目標森林景觀管理
9

生多日主題 為沙巴巨木森林守護

李育琴

2020-07-21

生物多樣性
《每具屍體都會留下
10

福爾摩斯

痕跡》事實？謊言？
花粉比例道出不可告
人的秘密
《每具屍體都會留下

11

福爾摩斯

痕跡》「靈魂出竅」
體驗？致死混合物的
臨界點

福爾摩斯

饈」藤壼...為凶殺案

・威爾特希
（Patricia

2020-08-04

Wiltshire）；

13

14

知
公民科學

・威爾特希
（Patricia

2020-09-01

Wiltshire）；

全球入侵物種問題
資料不齊全、整合不

15

公民科學

一 探討當今公民科

https://einfo.org.tw/node/226550

譯：吳國慶

顏寧

2020-09-06

孔令鈺

2020-09-24

孫依婷

2020-10-13

進度貢獻領導力？
跨界科學合作 解決

info.org.tw/node/226084

文：派翠西亞

COP15 在昆明 中國
是否能為生物多樣性

https://e-

譯：吳國慶

拼上拼圖
愛知與後愛

info.org.tw/node/225771

文：派翠西亞

老饕口中的「地獄珍
12

https://e-

孫依婷、曾以
寧

學執行困難

2020-10-20

https://einfo.org.tw/node/226659

https://einfo.org.tw/node/226957
https://einfo.org.tw/node/227219
https://einfo.org.tw/node/227220

法醫鑑識與昆蟲相
16

福爾摩斯

一窺屍體上的昆蟲多

蕭旭峰

樣性

15

2020-11-03

https://einfo.org.tw/node/22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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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默默的一群：暗夜
17

友善耕作

裡捨身付出卻揹黑鍋

曾文宣

2020-11-10

許芷榕

2020-12-01

黃鈺婷

2020-12-01

的毛球們

https://einfo.org.tw/node/227224

生物多樣性 動物園有好多動物，
18

與他的 7 個

生物多樣性應該很

小迷思

高！

生物多樣性
19

與他的 7 個
小迷思

物種愈多＝生物多樣
性愈健全？

https://einfo.org.tw/node/228259
https://einfo.org.tw/node/228260

生物多樣性 蟑螂等討人厭的生物
20

與他的 7 個 可不可以消失在都市
小迷思

鄒敏惠

裡？

2020-12-01

https://einfo.org.tw/node/228262

圖 1：刊登於「環境資訊中心」之「生物多樣性專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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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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生
態觀察家等撰文，介紹台灣瀕危物種或其他本土物種獨特的生態、不為人知的獨
特習性，以及有趣的研究及觀察發現。同時介紹該動植物的類別、習性、特徵、
樣貌、棲息環境或生存課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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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篇。
本年度在「生物簡介」專欄上，延續去年【濕地物種】主題，引介台灣濕地
生態系中的瀕危植物，並實際產出 3 篇，分別介紹小田島氏穀精草、澤珍珠菜、
圓葉澤瀉。藉由深入的物種介紹，讓讀者認識較不受到注意的稀有濕地植物；同
時本專欄也引介國內新發表的物種，鹿野氏馬蘭。同時也更進一步關注淺山植物
如：茵陳蒿、球果杜英等；或如淺山稀有植物細葉卷丹，透過物種介紹提倡保育
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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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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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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濕地植物

題目

作者

上刊日

文章連結

【濕地植物】消逝中的珍 王偉聿、呂
https://e2020-03-31
珠草墊：小田島氏榖精草
info.org.tw/node/223606
長澤
【濕地植物】滅絕植物沉

2

濕地植物

睡 120 餘年後再度甦醒：

王偉聿、楊
宗愈

澤珍珠菜
3

濕地植物

https://e-

2020-04-07

info.org.tw/node/223923

【濕地植物】隱匿於深谷 王偉聿、楊
https://e2020-06-23
沼澤中的圓葉澤瀉
智凱
info.org.tw/node/225124
解開百年之謎：新台灣特

4

https://e-

高山植物 有種「鹿野氏馬蘭」 由林

孫文臨

2020/6/22

黃俊曄

2020-07-07

試所正名
5

6

淺山植物

淺山植物
昆蟲／爬蟲

7

8

9

簡介
淺山植物

高山植物

隱身荒地 身形多變的藥
草：茵陳蒿

info.org.tw/node/225252

https://einfo.org.tw/node/225482

蘭嶼深林中閃耀的藍色明
江暐凡

珠：球果杜英

2020-07-14

https://einfo.org.tw/node/225632

彈奏死亡序曲的狡黠殺
黃立靜

手：孔蛛

2020-08-25

https://einfo.org.tw/node/226467

尋訪福爾摩沙變化萬千的
賴俊廷

天使號角：台灣百合

2020-09-15

https://einfo.org.tw/node/226838

山嶽間的凝望──玉山艾與

https://e-

雪山艾

黃俊曄

2020-12-07

陳盈君

2020-12-15

info.org.tw/node/228433

消失 96 年的夢幻橘色精靈
10

淺山植物 ──台灣原生百合：細葉卷

https://einfo.org.tw/node/228544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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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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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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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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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字，選文著重於今年
「愛知目標」到期，選文關注國際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報告、生物多樣性相關研
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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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臨絕
種」，甚至有些物種在人類未認識前即已絕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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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巴黎協定等氣候目標，與國際接軌並掌握最新保育趨勢。今年共計刊登 48
篇，每篇撘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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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

譯者

上刊日

連結

巧克力與雨林共生 亞馬遜部落重
1. 返「可可之地」 靠它驅逐非法淘 江惟真
金

2020-01-31

全球熱帶森林儲碳能力恐退居第
江惟真

2020-02-10

江惟真

2020-02-11

江惟真

2020-03-04

5. 鯨魚安養中心 選在加拿大天然海 江惟真
灣

2020-03-13

2.

二 森林砍伐是主因
科學警訊：熱浪使熊蜂瀕臨滅絕

3.

連帶影響農糧產量
氣候變遷 世紀末全球沙灘 25%

4.

恐消失 海平面上升 50 公分起跳

https://einfo.org.tw/node/222784
https://einfo.org.tw/node/222921
https://einfo.org.tw/node/222951
https://einfo.org.tw/node/223341

圈養鯨豚退休後的家 世界第一個

鮪魚業刺網混獲最大苦主 研究：
6

印度洋海豚數量減少近 90%

江惟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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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info.org.tw/node/22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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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毒梟艾斯科巴的河馬 意
外恢復 1 萬多年前部分生態系功

江惟真

2020-03-27

江惟真

2020-03-31

江惟真

2020-04-09

10 罪急升 WWF 警告：中東歐保育 江惟真
類猛禽陷危機

2020-04-13

7

能
研究：為躲避赤道高溫 海洋生物
8

逐漸往極地方向移動
研究：加倍保育工作 全球海洋有

9

機會在 30 年內重現往日榮景

https://einfo.org.tw/node/223747
https://einfo.org.tw/node/223807
https://einfo.org.tw/node/223962

趁疫情偷抓瀕危鱘魚 野生動物犯
https://einfo.org.tw/node/224011

研究：氣候危機若失控 野生動植
11 物恐跳水式崩潰 海洋生態系首當 江惟真
其衝

2020-04-15

封城使海洋哺乳動物受益？ 科學
江惟真

2020-04-29

江惟真

2020-04-30

14 個國家紀錄證實 瀕危鷸鴴水鳥遷 江惟真
徙半途遭殺害

2020-05-28

12

家趁疫情研究「更安靜」的海洋

https://einfo.org.tw/node/224043
https://einfo.org.tw/node/224296

有做有差 保育行動有助於受脅哺
13

乳動物 澳洲研究：20 年族群量
增 46%

https://einfo.org.tw/node/224318

「東亞澳遷徙線」危機四伏 14

日本黑鮪魚面臨國際仲裁 MSC
15

永續海鮮標章權威地位動搖

江惟真

2020-06-09

生物多樣性提高 100 倍 生長快速
江惟真

2020-06-19

17 究：500 種野生動物將在 20 年內 江惟真
消失

2020-06-24

16

的迷你森林風靡歐洲

https://einfo.org.tw/node/224818
https://einfo.org.tw/node/224981
https://einfo.org.tw/node/225188

地球第六次大滅絕正在加速 研
https://einfo.org.tw/node/225013

新冠病毒從何而來？ 專家：動物
18

傳人疾病的共通點在「森林砍

江惟真

伐」

21

2020-07-06

https://einfo.org.tw/node/22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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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950 年代以來 全球熱浪
江惟真

2020-07-09

20 生小孩 科學家取得腹部超音波仍 江惟真
無果

2020-07-14

19

天數不斷增加

https://einfo.org.tw/node/225553

海洋最大謎團——沒人看過鯨鯊

歐洲審計院：歐盟未能善盡保護
江惟真

2020-07-16

江惟真

2020-07-22

江惟真

2020-08-10

江惟真

2020-08-11

江惟真

2020-08-12

26 增量相當於升溫 3℃ 科學家憂融 江惟真
雪加速

2020-09-03

21

蜜蜂的責任 大開禁用農藥後門
外來種入侵新研究：增幅近二成

22

全球生物多樣性將無法復原
全球調查報告 500 多座開發中水

23

壩位保護區內 恐失生態系保護力
都市人注意 學者調查：微生物多

24

樣性喪失將影響身體健康
野生動物鑑識科技進步 找出穿山

25

甲的「同位素指紋」助打擊走私

https://einfo.org.tw/node/225662
https://einfo.org.tw/node/225728
https://einfo.org.tw/node/225827
https://einfo.org.tw/node/226191
https://einfo.org.tw/node/226204
https://einfo.org.tw/node/226233

外來種蚯蚓讓北極「回春」 植被
https://einfo.org.tw/node/226636

研究：1993 年《生物多樣性公
約》 至今成功保育 48 個物種免

江惟真

2020-09-15

28 氣候變遷 溫室氣體濃度創 300 萬 江惟真
年新高

2020-09-17

27

於滅絕

https://einfo.org.tw/node/226831

2020 科學界聯合報告：武肺未阻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報告：10 年愛
29

知目標 沒有一項完全達成

江惟真

2020-09-18

江惟真

2020-09-25

江惟真

2020-09-30

中國承諾 2060 年實現碳中和 外
30

媒提五大疑問
人類壓力步步進逼 全球 13 年間

31

荒野損失面積相當於墨西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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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 五大重點
江惟真

2020-10-06

江惟真

2020-10-08

江惟真

2020-10-15

江惟真

2020-10-20

36 選復育三成的土地 可保護七成將 江惟真
滅絕物種

2020-10-21

32

一次看
研究示警 亞馬遜雨林四成似莽原

33

逼近不可逆臨界點
瑞士再保險分析 全球 1/5 國家有

34

生態崩潰風險
國際能源署：要實現 2050 淨零碳

35

排 仍須洪荒之力

https://einfo.org.tw/node/227228
https://einfo.org.tw/node/227260
https://einfo.org.tw/node/227406
https://einfo.org.tw/node/227476

首份生態系統效益分析出爐：慎

躲得過走私、躲不過氣候變遷 尼
江惟真

2020-10-23

江惟真

2020-11-04

江惟真

2020-11-06

江惟真

2020-11-13

41 三種新種瀕危葉猴 踏出保育第一 江惟真
步

2020-11-18

37

泊爾境內印度犀面臨新威脅
計算企業「生物多樣性足跡」 法

38

國永續金融業者將推出量化工具
民主非人類專利 這三種動物也會

39

選舉罷免
疫情加重開發中國家債務 專家呼

40

籲「外債換氣候」 還款給自然

https://einfo.org.tw/node/227495
https://einfo.org.tw/node/227556
https://einfo.org.tw/node/227853
https://einfo.org.tw/node/227885
https://einfo.org.tw/node/228005

科學家從糞便提取 DNA 鑑定出

研究首次發現：保護熱帶泥炭地
42

可降低新興傳染病傳播風險

江惟真

2020-11-24

江惟真

2020-11-30

江惟真

2020-12-03

丹麥染疫鼬類逃跑 科學家憂感染
43

野生動物
研究：澳洲森林大火、東非蝗災

44

背後成因 都與全球暖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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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 2°C 還差一步 研究：若守
住 2050 淨零排放承諾 地球將升

江惟真

2020-12-04

江惟真

2020-12-14

江惟真

2020-12-15

48 現生態熱點 科學家直讚「快樂珊 江惟真
瑚」

2020-12-18

45

溫 2.1°C
巴黎協定五週年 外媒提五項成就
46

與五大未竟之功

https://einfo.org.tw/node/228385
https://einfo.org.tw/node/228527

巴黎協定五歲了 45 國加強 2030
47

年氣候目標 2021 年氣候峰會更

https://einfo.org.tw/node/228552

需一鼓作氣
唯獨這裡沒有白化 東非沿岸新發

https://einfo.org.tw/node/228614

圖 5：刊登於「環境資訊中心」之「國際新聞」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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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刊登於「環境資訊電子報」之「國際新聞」頁面

（四）國內最新生物多樣性資訊 讓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不斷強調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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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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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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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擱淺鯨
魚 證實為台灣首度紀錄的藍鯨〉、〈公園不等於森林？ 中和四號公園試營都市
林 原生樹種打底、社會參與動起來！〉等，皆受到讀者廣大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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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達生物多樣性公民參與，我們也介紹貼近現實生活中國內政策、民
間與企業的努力成果，提供讀者參照，如〈飼養這些寵物須登記！ 11 年後 農委
會、海委會修正適用野保法人工繁殖物種名單〉、〈公園不等於森林？ 中和四
號公園試營都市林 原生樹種打底、社會參與動起來！〉、〈新手賞鳥必裝 APP
eBird、Merlin 雙神器 手機軟體就是線上圖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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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

作者

台灣狐蝠再現！曾以為絕跡本島 重磅調查
1.

確認花蓮市就有
大年初一擱淺鯨魚 證實為台灣首度紀錄的

2.

藍鯨
海洋健康看棲地 海保署第一年調查出爐

3.

鎖定珊瑚礁、紅樹林、海草床

百合 為瀕絕植物傳宗接代
「讓鳥仔花回家」 昔日農地常見 今徵護

5.

花使者 葦草蘭復育踏出第一步
蘭嶼紫苞舌蘭的號召 當瀕絕物種遇到婆婆

6.

廖靜蕙 2020-02-05

廖靜蕙 2020-02-11

廖靜蕙 2020-02-13

媽媽 「蘭花之島」指日可待

廖靜蕙 2020-02-19

廖靜蕙 2020-02-19

廖靜蕙 2020-02-21

疾病控制看生態 本土研究：銀合歡純林恙
7.

連結
https://einfo.org.tw/node/222862
https://einfo.org.tw/node/222976
https://einfo.org.tw/node/222954

一個鱗片留住一片生機 探訪溫室中的野小
4.

上刊日

廖靜蕙 2020-03-02

蟲多 恐增加人類染病機率

https://einfo.org.tw/node/223085
https://einfo.org.tw/node/222977
https://einfo.org.tw/node/223123
https://einfo.org.tw/node/223314

你的縣市適合哪一種原生樹？ 林務局台灣
8.

原生植物指南出爐 園藝景觀、公共工程都 廖靜蕙 2020-03-18
適用
把水省下來給鱉溪 永豐居民與九河局啟動

9.

實驗田 組「省水稻工班」盼留河川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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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靜蕙 2020-03-30

https://einfo.org.tw/node/223567
https://einfo.org.tw/node/223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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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復育不只是拆壩 鱉溪治理防洪與生態
10.

並重 還魚、還石、還地於河
黑面琵鷺全球度冬族群數達 4864 隻 保育

11.

關鍵在魚塭
小虎鯨集體擱淺死亡 解剖結果出爐 疑因

12.

未維持「社交距離」群聚感染致死
公園不等於森林？ 中和四號公園試營都市

13.

林 原生樹種打底、社會參與動起來！
【山麻雀保育】設餌站、撒米糠 友善農法

14.

與巢箱並進 嘉義林管處證明有效

生物多樣性資訊推廣計畫

廖靜蕙 2020-03-30

廖靜蕙 2020-04-09

廖靜蕙 2020-04-28

廖靜蕙 2020-05-18

廖靜蕙 2020-05-27

釣友護海洋 海保署號召首批「釣訊情報
15.

廖靜蕙 2020-06-15

員」 填寫垂釣回報、貢獻保育資料庫
全球每 8 秒誕生一份植物標本 大自然的時

16.

空館藏 千元鈔上的塔塔加薊「驗明正身」 廖靜蕙 2020-06-18
就靠它
巨口鯊該不該禁捕？ 動社指向花蓮外海特

17.

廖靜蕙 2020-06-21

定漁船 海保署坦言：禁捕有困境
【鯊魚關注日】台灣軟骨魚保育誰優先？

18.

廖靜蕙 2020-07-14

巨口鯊恐怕不是第一位
為白海豚減噪 學者模擬風機真實打樁噪音

19.

廖靜蕙 2020-07-16

證實可能傷及海豚免疫力
墾丁陸蟹發現 5 新種 2 新紀錄種 港口溪佔

20.

4 新種穩坐「陸蟹之河」
東部第一座野動收容救傷中心 政府、民間

21.

合作補齊全台動物救援網
開發選址不踩雷 987 萬筆生物多樣性開放

22.

資料 87%來自公民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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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靜蕙 2020-07-20

廖靜蕙 2020-07-20

廖靜蕙 2020-08-12

https://einfo.org.tw/node/223777
https://einfo.org.tw/node/223961
https://einfo.org.tw/node/219026
https://einfo.org.tw/node/224610
https://einfo.org.tw/node/224797
https://einfo.org.tw/node/225086
https://einfo.org.tw/node/225091
https://einfo.org.tw/node/225092
https://einfo.org.tw/node/225597
https://einfo.org.tw/node/225593
https://einfo.org.tw/node/225596
https://einfo.org.tw/node/220747
https://einfo.org.tw/node/22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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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第一套中大型哺乳動物長期監測系統
23.

355 萬張自動相機照片 掌握族群變化
飼養這些寵物須登記！ 11 年後 農委會、

24.

海委會修正適用野保法人工繁殖物種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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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靜蕙 2020-08-24

廖靜蕙 2020-08-26

認識淡水蟹 《台灣蟹類誌》細說身世 43
25.

廖靜蕙 2020-09-07

特有種獨鍾台灣溪流
留住野外族群、育出園藝品系 紫苞舌蘭永

26.

續利用的重要一課
百年後正名卻成絕響 華萊士首發表單點藍

27.

灰蝶 模標產地在台灣
小而璀璨的精靈系蝴蝶 《台灣蝶類誌》閃

28.

亮上市 原來灰蝶這麼美
瓜頭鯨擱淺林口外海 公私協力接棒即刻救

29.

援
那些在台灣近海擱淺的鯨豚告訴我們的

30.

事：逛特展累積「鯨」驗值
新手賞鳥必裝 APP eBird、Merlin 雙神器

31.

手機軟體就是線上圖鑑
為蜜露著了魔 還組親衛隊誓死保護 揭秘

32.

螞蟻與灰蝶間的錯綜關係
替傳統生態智慧把脈 「原住民採集森林產

33.

物環境監測」 聰明採集有一套
傳統禁忌原來是永續關鍵 三個東南亞國家

34.

的跨世代對話 找回里山生活幸福感
日本朱鷺米標章經驗：佐渡島的生態農法

35.

與科學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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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靜蕙 2020-10-05

廖靜蕙 2020-10-13

廖靜蕙 2020-10-14

廖靜蕙 2020-10-19

廖靜蕙 2020-10-20

廖靜蕙 2020-10-21

廖靜蕙 2020-10-26

廖靜蕙 2020-10-30

廖靜蕙 2020-11-09

廖靜蕙 2020-11-12

https://einfo.org.tw/node/226434
https://einfo.org.tw/node/226437
https://einfo.org.tw/node/225594
https://einfo.org.tw/node/227086
https://einfo.org.tw/node/225595
https://einfo.org.tw/node/227084
https://einfo.org.tw/node/226811
https://einfo.org.tw/node/226812
https://einfo.org.tw/node/226813
https://einfo.org.tw/node/227085
https://einfo.org.tw/node/227543
https://einfo.org.tw/node/227554
https://einfo.org.tw/node/22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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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的植物書》道盡族人植物靈魂 打開就
36.

有說不完的故事、吃不盡的滋味
鳳梨田的循環農業學 纖維再利用、生物炭

37.

有機耕作 減廢又固碳
國產材獨木舟現蹤蓮池潭 精緻工藝在水上

38.

運動展特色
尋求濕地永續之道 南方鳥類論壇揭「布袋

39.

模式」 高生態敏感區拒光電開發
澎湖耆老口述 製成潮間帶捕撈地圖 海保

40.

署考量成果、將擴大公民守護海洋補助
以身體親炙土地書寫 《pasikau 種是為了

41.

你》圖文書傳承小米文化
「肥水不落海」 新社海稻田試驗濕地植生

42.

緩衝帶 攔截灌肥有一套
台灣第一筆藍鯨擱淺紀錄 初步鑑定來自北

43.

印度洋區類群
綠保標章十年：開啟永續農業對話 農民成

44.

生態觀察家促正循環
台灣海廢知多少？ 2020 年報告：一年清

45.

出 1100 公噸，再利用率 8%
鳳凰旅遊將在小琉球蓋 10 層樓飯店 居民

46.

組自救會：衝擊永續觀光
開高級飯店將改變小琉球？ 導覽員：大量

47.

遊客、潮間帶管制爭議更值得關注
「農藥 10 年減半」政策請來微生物製劑

48.

讓多元生物在農地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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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靜蕙 2020-11-16

李育琴 2020-10-23

李育琴 2020-10-26

李育琴 2020-11-10

李育琴 2020-11-16

廖靜蕙 2020-09-07

廖靜蕙 2020-09-15

廖靜蕙 2020-10-28

廖靜蕙 2020-11-26

廖靜蕙 2020-12-18

李育琴 2020-11-24

李育琴 2020-11-24

李育琴 2020-12-02

https://einfo.org.tw/node/227550
https://einfo.org.tw/node/227565
https://einfo.org.tw/node/227601
https://einfo.org.tw/node/227948
https://einfo.org.tw/node/228046
https://einfo.org.tw/node/226438
https://einfo.org.tw/node/226810
https://einfo.org.tw/node/227552
https://einfo.org.tw/node/227549
https://einfo.org.tw/node/227551
https://einfo.org.tw/node/228179
https://einfo.org.tw/node/228180
https://einfo.org.tw/node/22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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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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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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生物多樣性訊息推廣的深度及廣度
考量生物多樣性計畫執行十多年，專欄形式之內容呈現已累積了相當的資訊
量，也在此基礎上電子化《上課了！生物多樣性》系列專書。今年度開始，更專
注於深度、廣度上之加強，延續去年「深度報導」、「白話解析生物多樣性」等
呈現方式，希望突破目前專欄每篇約 2000 字、在內容呈現上的限制，而讓深度
報導以及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之教育宣導的面向可以有更多元的發揮空間。再加上
相較於純文字訊息，搭配圖像的訊息傳播效果較佳，以及因應網路媒體於新媒體
呈現上的新趨勢，因此今年度的深度報導也搭配多媒體製作互動式網頁的新媒體
形式、以及白話解析生物多樣性搭配插畫的呈現，同時增加資訊圖表的套數。
（一）生物多樣性深度報導（搭配新媒體呈現）
為加強生物多樣性在「議題性」與「深度」上的呈現，本計畫規劃每篇約 3000
字，搭配圖片，深度探討單一議題的多個面向方面項，並搭配多媒體元素呈現，
實際共產出 4 篇深度報導，搭配部分專欄與 1 套互動式專題網頁，以《生物多樣
性與他的 7 個小迷思》為主題呈現。
今（2020）年，號稱生物多樣性的超級年，從 2019 年的特生中心的調查當
中，發現只有 3 成不到的人能說得出生物多樣性是什麼。農委會自 2000 年將該
年訂為「生物多樣性保育年」後，20 年過去了，究竟這 20 年間民眾對生物多樣
性的了解有多少？生物多樣性是否能主流化？我們希望藉由這次的專題，用一般
人容易誤解的迷思及疑問，將生物多樣性的正確知識及重要觀念帶給大家。為了
用線上策展的形式解答迷思，費時半年策畫，用 7 篇專文搭配互動式網頁設計，
精細的解說圖文，來破解迷思，讓民眾更能了解日常行為若不加留心，往往會直
接或間接影響原生物種與自然棲地的存續，進而破壞原有的生態平衡，影響未來
宜居的生活空間。以及了解生物多樣性即在都市的日常生活之中，呼應 2020 聯
合國生物多樣性報告強調：人類活動需要擺脫「一切照舊」的模式，從改變日常
習慣做起，認識生物多樣性的價值、恢復所有我們所依賴的生態系統，並減少人
類活動的負面影響。
本計畫共產出 7 篇專文（4 篇深度報導、3 篇生物多樣性專欄）、1 套資訊
圖表與 1 套互動式網頁。專文刊登清單請見表 9，詳細內容詳見附件五。此深度
報導除刊登於環境資訊中心，亦搭配環境資訊電子報發送，呈現如下圖 9-11（資
訊圖表的呈現見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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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深度報導文章刊登清單

編號

題目

作者

生物多樣性多高才夠——我們能否預約
1

2050 年後與它共享美好日常？
都市都是高樓大廈，怎麼會有生物多樣

2

性！

上刊日

孫依婷 2020-12-01

鄭雅云 2020-12-01

3

住在都市的我 應該離生物多樣性很遙遠！ 李育琴 2020-12-01

4

保護區的工作交給政府就萬無一失了吧？

朱惟君 2020-12-01

圖 9：刊登於「環境資訊中心」之「深度報導」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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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
https://einfo.org.tw/node/228261
https://einfo.org.tw/node/228258
https://einfo.org.tw/node/228263
https://einfo.org.tw/node/228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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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深度報導互動式網頁

圖 11：刊登於「環境資訊電子報」之「深度報導」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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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話解析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子專欄
對於自然生態的愛好者而言，「生物多樣性」或許是耳熟能詳的概念，但對
於平時並未留心保育訊息的一般大眾而言，「生物多樣性」可能還是相當陌生而
遙遠的名詞。然而，人類的生活卻是高度仰賴健全的生物多樣性，儘管隨著科技
進步、人類社會的發展，生物多樣性越發受到破壞。因此，國際間力推「生物多
樣性主流化」，期待各方用各種方法，擴展大眾對於生物多樣性的理解，其中
《2011-2020 年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第一項目標，即是要提升民眾對生物多
樣性的認知，以達主流化之效。
本計畫今年度除了透過深度報導，加強議題深度之外，也以【生物多樣性的
美好日常】為題，規劃白話解析生物多樣性系列，以精美的插畫搭配短文，介紹
生活周遭的生物多樣性，以突破同溫層，擴展文章受眾。今年底的讀者滿意度調
查中，便有 7 成以上讀者表示，淺白文字搭配插畫的形式，確實會增加他們分享
及轉傳的意願，特別是分享至非生態同溫層的朋友或群組。專文刊登清單請見表
10，詳細內容詳見附件六。此子專欄除刊登於「環境資訊中心」外，也搭配「環
境資訊電子報」發送，如圖 12-13。
表 10：白話解析生物多樣性刊登清單

編號

題目

作者

插畫

上刊日

連結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1

吃一尾永續生產友善環境的

李育琴

玉子日記 2020-04-14

守護美濃湖畔一方坔地 與水 李育琴

玉子日記 2020-04-21

台灣鯛

https://einfo.org.tw/node/224019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2

雉家族共存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3

醜蔬果的華麗轉身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4

探訪螢火蟲的家

李育琴

玉子日記 2020-05-26

李育琴

玉子日記 2020-06-30

https://einfo.org.tw/node/224134
https://einfo.org.tw/node/224777
https://einfo.org.tw/node/225210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5

使用國產材 林業永續營造多 李育琴

玉子日記 2020-08-10

樣生態
34

https://einfo.org.tw/node/22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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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植物方舟 珍稀植物永續保種

李育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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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子日記 2020-09-22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7

守護海洋永續指標 台灣白海 李育琴

玉子日記 2020-09-29

豚

https://einfo.org.tw/node/226955
https://einfo.org.tw/node/226959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8

香蕉絲、月桃與瓊麻 多元利 李育琴

玉子日記 2020-11-17

用的植物纖維

https://einfo.org.tw/node/228047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9

暗夜精靈大功勞：捕食害蟲

曾文宣

玉子日記 2020-11-24

李育琴

玉子日記 2020-11-30

李育琴

玉子日記 2020-12-15

與協助授粉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10

拉近人與自然的長距離步道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11

與生物夥伴共享的有塊田

https://einfo.org.tw/node/227937
https://einfo.org.tw/node/228318
https://einfo.org.tw/node/228519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12 台灣黑熊小學堂 重返山林的 李育琴
南安小熊

玉子日記 2020-12-22

https://einfo.org.tw/node/228547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13

親愛的八腳房客——同居蜘

黃立靜

黃立靜

2020-12-22

蛛的真實面貌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14

種回傳統作物的部落穀倉

李育琴

玉子日記 2020-12-25

https://einfo.org.tw/node/228630
https://einfo.org.tw/node/228548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15 傳統祭祀 pakiqecan 使用的杜 朱惟君
虹花

湯寶

2020-12-30

Mia

2020-12-29

Mia

2020-12-31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16

樹上毛茸茸的角落生物：領

孫依婷

角鴞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17

新年數鳥

孫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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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玉米黑穗病

孫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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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

2020-12-29

https://einfo.org.tw/node/228682

圖 12：刊登於「環境資訊電子報」之「白話解析
生物多樣性」頁面

圖 13：刊登於「環境資訊中心」 之「白話解析生物多樣性」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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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課了！生物多樣性》4、5 專書電子化
環境資訊中心已於 2012 年上架《上課了！生物多樣性》1~3 冊，而後又於
2015 年出版了第 4 冊《綠色經濟幸福學》與 2019 年出版第 5 冊《愛知目標全球
行動》。身在充斥電子產品的時代，已突破原本紙本的形式，上架至 issuu 平台，
並於環境資訊中心網站建置頁面，使之更容易擴展、以更便利的方式推廣書籍給
予讀者。呈現如圖 15-18。

圖 15：刊登於「環境資訊中心」之「上課
了！生物多樣性」所有書籍彙整頁面

圖 14：刊登於「環境資訊中心」之「第四
冊與第五冊專書」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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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刊登於 issuu 之「上課了！生物多樣性(4)」閱讀頁面

圖 17：刊登於 issuu 之「上課了！生物多樣性(5)」閱讀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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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媒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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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服務業、自由業等
族群，達到推廣生物多樣性觀念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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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網站文章中提及物種名稱部分，透過關鍵字連
結，帶讀者進一步認識該物種的生態習性等介紹。合作刊載專欄文章及國際訊
息共 158 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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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底城市、台北植物園、社會創新平台、科技部沙克
爾頓計畫等網站，都曾與本計畫合作，將文章推播給更多不同的閱讀群眾，提
高本網站的資料庫功能效益。刊載清單請見表 11，刊登頁面請參見圖 18-19。
表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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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育古生 沈睡在遠古台灣的巨獸：
1.

物學

2.

未來作物

3.

未來作物

2020-02-25

古菱齒象
未來作物的古老身世：從

2020-03-17

語言爬梳樹豆的起源
易於食用的樹豆系列產品

2020-03-18

期待讓社會共好

生多日主 2020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
4.

題
生多日主

5.

題

2020-05-22

大自然是我們的解決方案

https://einfo.org.tw/node/223197
https://einfo.org.tw/node/223547
https://einfo.org.tw/node/223466
https://einfo.org.tw/node/224713

護湧泉、保穀種 尼泊爾及
中國西南以生態系為基礎

2020-06-15

的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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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稻 回家 傳承部落耆老
6.

氣候變遷

記憶中最好吃的米

2020-05-18

cilipeday
7.

氣候變遷

未來食物養成記：油芒的

2020-06-22

故事
邀猛禽進駐農田 「與鷹為

8.

友善農耕 鄰」成新課題 專家：觀念 2020-06-26
正確就能相安無事
生多日主

9.

題

多目標森林景觀管理 為沙
巴巨木森林守護生物多樣

2020-07-21

性
《每具屍體都會留下痕

10. 福爾摩斯 跡》事實？謊言？花粉比
例道出不可告人的秘密

2020-08-04

《每具屍體都會留下痕
11. 福爾摩斯 跡》「靈魂出竅」體驗？
致死混合物的臨界點

12. 福爾摩斯

愛知與後
13.

愛知

14. 公民科學

15. 公民科學

16. 福爾摩斯

2020-09-01

老饕口中的「地獄珍饈」
2020-09-06

藤壼...為凶殺案拼上拼圖
COP15 在昆明 中國是否能
為生物多樣性進度貢獻領

2020-09-24

導力？
跨界科學合作 解決全球入
侵物種問題
資料不齊全、整合不一 探
討當今公民科學執行困難

2020-10-13

2020-10-20

法醫鑑識與昆蟲相 一窺屍
2020-11-03

體上的昆蟲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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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info.org.tw/node/224625
https://einfo.org.tw/node/225242
https://einfo.org.tw/node/225011

https://einfo.org.tw/node/225771

https://einfo.org.tw/node/226084

https://einfo.org.tw/node/226550

https://einfo.org.tw/node/226659

https://einfo.org.tw/node/226957
https://einfo.org.tw/node/227219
https://einfo.org.tw/node/227220
https://einfo.org.tw/node/22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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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0

身付出卻揹黑鍋的毛球們

https://einfo.org.tw/node/227224

生物多樣
性與他的 動物園有好多動物，生物
18.

7 個小迷

2020-12-01

多樣性應該很高！

https://einfo.org.tw/node/228259

思
生物多樣
性與他的 物種愈多＝生物多樣性愈
19.

7 個小迷

2020-12-01

健全？

https://einfo.org.tw/node/228260

思
生物多樣
性與他的 蟑螂等討人厭的生物 可不
20.

7 個小迷

可以消失在都市裡？

2020-12-01

https://einfo.org.tw/node/228262

思
生物簡介專欄
21. 濕地植物

【濕地植物】消逝中的珍
2020-03-31

珠草墊：小田島氏榖精草
【濕地植物】滅絕植物沉

22. 濕地植物 睡 120 餘年後再度甦醒：
澤珍珠菜
23. 濕地植物

2020-04-07

【濕地植物】隱匿於深谷
2020-06-23

沼澤中的圓葉澤瀉

https://einfo.org.tw/node/223606
https://einfo.org.tw/node/223923
https://einfo.org.tw/node/225124

解開百年之謎：新台灣特
24. 高山植物 有種「鹿野氏馬蘭」 由林
試所正名
25. 淺山植物

26. 淺山植物
昆蟲／爬
27.

蟲簡介

隱身荒地 身形多變的藥

2020/6/22

2020-07-07

草：茵陳蒿

https://einfo.org.tw/node/225252
https://einfo.org.tw/node/225482

蘭嶼深林中閃耀的藍色明

2020-07-14

珠：球果杜英

https://einfo.org.tw/node/225632

彈奏死亡序曲的狡黠殺
2020-08-25

手：孔蛛

https://einfo.org.tw/node/22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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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福爾摩沙變化萬千的
2020-09-15

天使號角：台灣百合

https://einfo.org.tw/node/226838

山嶽間的凝望──玉山艾與
2020-12-07

雪山艾

https://einfo.org.tw/node/228433

消失 96 年的夢幻橘色精靈
30. 淺山植物 ──台灣原生百合：細葉卷
丹

2020-12-15

https://einfo.org.tw/node/228544

生物多樣性報導
一個鱗片留住一片生機 探訪溫室中
31.

2020-02-19

的野小百合 為瀕絕植物傳宗接代
「讓鳥仔花回家」 昔日農地常見 今

32.

徵護花使者 葦草蘭復育踏出第一步

2020-02-19

台灣狐蝠再現！曾以為絕跡本島 重
33.

2020-02-05

磅調查確認花蓮市就有
蘭嶼紫苞舌蘭的號召 當瀕絕物種遇

34.

2020-02-21

到婆婆媽媽 「蘭花之島」指日可待

https://einfo.org.tw/node/223085
https://einfo.org.tw/node/222977
https://einfo.org.tw/node/222862
https://einfo.org.tw/node/223123

你的縣市適合哪一種原生樹？ 林務
35.

局台灣原生植物指南出爐 園藝景

2020-03-18

觀、公共工程都適用
黑面琵鷺全球度冬族群數達 4864 隻
36.

2020-04-09

保育關鍵在魚塭

https://einfo.org.tw/node/223567
https://einfo.org.tw/node/223961

小虎鯨集體擱淺死亡 解剖結果出爐
37. 疑因未維持「社交距離」群聚感染致
死

2020-04-28

公園不等於森林？ 中和四號公園試
38.

營都市林 原生樹種打底、社會參與

2020-05-18

動起來！
【山麻雀保育】設餌站、撒米糠 友
39.

善農法與巢箱並進 嘉義林管處證明

2020-05-27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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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 8 秒誕生一份植物標本 大自
40.

然的時空館藏 千元鈔上的塔塔加薊

2020-06-18

「驗明正身」就靠它
墾丁陸蟹發現 5 新種 2 新紀錄種 港
41.

2020-07-20

口溪佔 4 新種穩坐「陸蟹之河」
東部第一座野動收容救傷中心 政

42.

2020-07-20

府、民間合作補齊全台動物救援網
開發選址不踩雷 987 萬筆生物多樣

43.

2020-08-12

性開放資料 87%來自公民科學家
台灣第一套中大型哺乳動物長期監測

44. 系統 355 萬張自動相機照片 掌握族
群變化

2020-08-24

飼養這些寵物須登記！ 11 年後 農
45. 委會、海委會修正適用野保法人工繁
殖物種名單

2020-08-26

留住野外族群、育出園藝品系 紫苞
46.

2020-10-05

舌蘭永續利用的重要一課
百年後正名卻成絕響 華萊士首發表

47.

2020-10-13

單點藍灰蝶 模標產地在台灣
小而璀璨的精靈系蝴蝶 《台灣蝶類

48.

2020-10-14

誌》閃亮上市 原來灰蝶這麼美
瓜頭鯨擱淺林口外海 公私協力接棒

49.

2020-10-19

即刻救援
那些在台灣近海擱淺的鯨豚告訴我們

50.

的事：逛特展累積「鯨」驗值
新手賞鳥必裝 APP eBird、Merlin 雙

51.

2020-10-20

2020-10-21

神器 手機軟體就是線上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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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info.org.tw/node/225091
https://einfo.org.tw/node/225596
https://einfo.org.tw/node/220747
https://einfo.org.tw/node/225598
https://einfo.org.tw/node/226434
https://einfo.org.tw/node/226437
https://einfo.org.tw/node/227086
https://einfo.org.tw/node/225595
https://einfo.org.tw/node/227084
https://einfo.org.tw/node/226811
https://einfo.org.tw/node/226812
https://einfo.org.tw/node/22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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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蜜露著了魔 還組親衛隊誓死保護
52.

2020-10-26

揭秘螞蟻與灰蝶間的錯綜關係
替傳統生態智慧把脈 「原住民採集

53.

森林產物環境監測」 聰明採集有一

2020-10-30

套

https://einfo.org.tw/node/227085
https://einfo.org.tw/node/227543

傳統禁忌原來是永續關鍵 三個東南
54.

亞國家的跨世代對話 找回里山生活

2020-11-09

幸福感
日本朱鷺米標章經驗：佐渡島的生態
55.

農法與科學實證

2020-11-12

https://einfo.org.tw/node/227554
https://einfo.org.tw/node/227553

《鄒的植物書》道盡族人植物靈魂
56. 打開就有說不完的故事、吃不盡的滋
味
鳳梨田的循環農業學 纖維再利用、
57.

2020-11-16

2020-10-23

生物炭有機耕作 減廢又固碳
國產材獨木舟現蹤蓮池潭 精緻工藝

58.

2020-10-26

在水上運動展特色
尋求濕地永續之道 南方鳥類論壇揭

59.

「布袋模式」 高生態敏感區拒光電

2020-11-10

開發

https://einfo.org.tw/node/227550
https://einfo.org.tw/node/227565
https://einfo.org.tw/node/227601
https://einfo.org.tw/node/227948

澎湖耆老口述 製成潮間帶捕撈地圖
60. 海保署考量成果、將擴大公民守護海
洋補助
以身體親炙土地書寫 《pasikau 種是
61.

2020-11-16

2020-09-07

為了你》圖文書傳承小米文化
「肥水不落海」 新社海稻田試驗濕

62.

2020-09-15

地植生緩衝帶 攔截灌肥有一套
台灣第一筆藍鯨擱淺紀錄 初步鑑定

63.

2020-10-28

來自北印度洋區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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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info.org.tw/node/228046
https://einfo.org.tw/node/226438
https://einfo.org.tw/node/22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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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保標章十年：開啟永續農業對話
64.

2020-11-26

農民成生態觀察家促正循環
台灣海廢知多少？ 2020 年報告：一

65.

2020-12-18

年清出 1100 公噸，再利用率 8%
鳳凰旅遊將在小琉球蓋 10 層樓飯店

66.

2020-11-24

居民組自救會：衝擊永續觀光
開高級飯店將改變小琉球？ 導覽

67. 員：大量遊客、潮間帶管制爭議更值
得關注
「農藥 10 年減半」政策請來微生物
68.

2020-12-02

製劑 讓多元生物在農地共存
海洋健康看棲地 海保署第一年調查

69.

2020-02-13

出爐 鎖定珊瑚礁、紅樹林、海草床
大年初一擱淺鯨魚 證實為台灣首度

70.

2020-02-11

紀錄的藍鯨
疾病控制看生態 本土研究：銀合歡

71.

2020-11-24

2020-03-02

純林恙蟲多 恐增加人類染病機率

https://einfo.org.tw/node/227549
https://einfo.org.tw/node/227551
https://einfo.org.tw/node/228179
https://einfo.org.tw/node/228180
https://einfo.org.tw/node/228366
https://einfo.org.tw/node/222954
https://einfo.org.tw/node/222976
https://einfo.org.tw/node/223314

把水省下來給鱉溪 永豐居民與九河
72.

局啟動實驗田 組「省水稻工班」盼

2020-03-30

留河川生態
河川復育不只是拆壩 鱉溪治理防洪
73.

2020-03-30

與生態並重 還魚、還石、還地於河

https://einfo.org.tw/node/223774
https://einfo.org.tw/node/223777

釣友護海洋 海保署號召首批「釣訊
74.

情報員」 填寫垂釣回報、貢獻保育

2020-06-15

資料庫

https://einfo.org.tw/node/225086

巨口鯊該不該禁捕？ 動社指向花蓮
75.

外海特定漁船 海保署坦言：禁捕有

2020-06-21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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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info.org.tw/node/225092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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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鯊魚關注日】台灣軟骨魚保育誰優
76.

2020-07-14

先？ 巨口鯊恐怕不是第一位
為白海豚減噪 學者模擬風機真實打

77.

2020-07-16

樁噪音 證實可能傷及海豚免疫力
認識淡水蟹 《台灣蟹類誌》細說身

78.

2020-08-18

世 43 特有種獨鍾台灣溪流

https://einfo.org.tw/node/225597
https://einfo.org.tw/node/225593
https://einfo.org.tw/node/225594

保育翻譯訊息
巧克力與雨林共生 亞馬遜部落重返
79.

2020-01-31

「可可之地」 靠它驅逐非法淘金
全球熱帶森林儲碳能力恐退居第二

80.

2020-02-10

森林砍伐是主因
科學警訊：熱浪使熊蜂瀕臨滅絕 連

81.

2020-02-11

帶影響農糧產量
圈養鯨豚退休後的家 世界第一個鯨

82.

2020-03-13

魚安養中心 選在加拿大天然海灣
鮪魚業刺網混獲最大苦主 研究：印

83.

2020-03-16

度洋海豚數量減少近 90%
哥倫比亞毒梟艾斯科巴的河馬 意外

84.

2020-03-27

恢復 1 萬多年前部分生態系功能
研究：為躲避赤道高溫 海洋生物逐

85.

2020-03-31

漸往極地方向移動
研究：加倍保育工作 全球海洋有機

86.

2020-04-09

會在 30 年內重現往日榮景
趁疫情偷抓瀕危鱘魚 野生動物犯罪

87.

急升 WWF 警告：中東歐保育類猛

2020-04-13

禽陷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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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info.org.tw/node/222784
https://einfo.org.tw/node/222921
https://einfo.org.tw/node/222951
https://einfo.org.tw/node/223512
https://einfo.org.tw/node/223533
https://einfo.org.tw/node/223747
https://einfo.org.tw/node/223807
https://einfo.org.tw/node/223962
https://einfo.org.tw/node/22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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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氣候危機若失控 野生動植物
88.

2020-04-15

恐跳水式崩潰 海洋生態系首當其衝
封城使海洋哺乳動物受益？ 科學家

89.

2020-04-29

趁疫情研究「更安靜」的海洋
有做有差 保育行動有助於受脅哺乳

90.

動物 澳洲研究：20 年族群量增 46%

2020-04-30

「東亞澳遷徙線」危機四伏 14 個國
91.

家紀錄證實 瀕危鷸鴴水鳥遷徙半途

2020-05-28

遭殺害
日本黑鮪魚面臨國際仲裁 MSC 永續
92.

海鮮標章權威地位動搖
生物多樣性提高 100 倍 生長快速的

93.

2020-06-19

迷你森林風靡歐洲
地球第六次大滅絕正在加速 研究：

94.

2020-06-24

500 種野生動物將在 20 年內消失
研究：1950 年代以來 全球熱浪天數

95.

2020-06-09

2020-07-09

不斷增加
海洋最大謎團——沒人看過鯨鯊生小

96.

2020-07-14

孩 科學家取得腹部超音波仍無果
歐洲審計院：歐盟未能善盡保護蜜蜂

97.

2020-07-16

的責任 大開禁用農藥後門
外來種入侵新研究：增幅近二成 全

98.

2020-07-22

球生物多樣性將無法復原
全球調查報告 500 多座開發中水壩

99.

2020-08-10

位保護區內 恐失生態系保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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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info.org.tw/node/224043
https://einfo.org.tw/node/224296
https://einfo.org.tw/node/224318
https://einfo.org.tw/node/224818
https://einfo.org.tw/node/224981
https://einfo.org.tw/node/225188
https://einfo.org.tw/node/225013
https://einfo.org.tw/node/225553
https://einfo.org.tw/node/225662
https://einfo.org.tw/node/225728
https://einfo.org.tw/node/225827
https://einfo.org.tw/node/226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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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注意 學者調查：微生物多樣
100.

2020-08-11

性喪失將影響身體健康
野生動物鑑識科技進步 找出穿山甲

101.

2020-08-12

的「同位素指紋」助打擊走私
外來種蚯蚓讓北極「回春」 植被增

102. 量相當於升溫 3℃ 科學家憂融雪加
速

2020-09-03

研究：1993 年《生物多樣性公約》
103.

2020-09-15

至今成功保育 48 個物種免於滅絕
2020 科學界聯合報告：武肺未阻氣

104. 候變遷 溫室氣體濃度創 300 萬年新
高

2020-09-17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報告：10 年愛知
105.

2020-09-18

目標 沒有一項完全達成
中國承諾 2060 年實現碳中和 外媒提

106.

五大疑問
人類壓力步步進逼 全球 13 年間荒野

107.

損失面積相當於墨西哥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 五大重點一

108.

次看

近不可逆臨界點
瑞士再保險分析 全球 1/5 國家有生

110.

2020-09-30

2020-10-06

研究示警 亞馬遜雨林四成似莽原 逼
109.

2020-09-25

2020-10-08

2020-10-15

態崩潰風險
首份生態系統效益分析出爐：慎選復

111. 育三成的土地 可保護七成將滅絕物
種

20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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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info.org.tw/node/226204
https://einfo.org.tw/node/226233
https://einfo.org.tw/node/226636
https://einfo.org.tw/node/226831
https://einfo.org.tw/node/226883
https://einfo.org.tw/node/226913
https://einfo.org.tw/node/227040
https://einfo.org.tw/node/227114
https://einfo.org.tw/node/227228
https://einfo.org.tw/node/227260
https://einfo.org.tw/node/227406
https://einfo.org.tw/node/227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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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得過走私、躲不過氣候變遷 尼泊
112.

2020-10-23

爾境內印度犀面臨新威脅
計算企業「生物多樣性足跡」 法國

113.

2020-11-04

永續金融業者將推出量化工具
民主非人類專利 這三種動物也會選

114.

2020-11-06

舉罷免
疫情加重開發中國家債務 專家呼籲

115.

2020-11-13

「外債換氣候」 還款給自然
科學家從糞便提取 DNA 鑑定出三種

116.

新種瀕危葉猴 踏出保育第一步
研究首次發現：保護熱帶泥炭地 可

117.

2020-11-18

2020-11-24

降低新興傳染病傳播風險
丹麥染疫鼬類逃跑 科學家憂感染野

118.

2020-11-30

生動物
研究：澳洲森林大火、東非蝗災背後

119.

2020-12-03

成因 都與全球暖化有關
低於 2°C 還差一步 研究：若守住

120.

2050 淨零排放承諾 地球將升溫

2020-12-04

2.1°C
巴黎協定五週年 外媒提五項成就與
121.

2020-12-14

五大未竟之功
巴黎協定五歲了 45 國加強 2030 年

122. 氣候目標 2021 年氣候峰會更需一鼓
作氣

2020-12-15

唯獨這裡沒有白化 東非沿岸新發現
123.

2020-12-18

生態熱點 科學家直讚「快樂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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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info.org.tw/node/227556
https://einfo.org.tw/node/227853
https://einfo.org.tw/node/227885
https://einfo.org.tw/node/228005
https://einfo.org.tw/node/228074
https://einfo.org.tw/node/228165
https://einfo.org.tw/node/228306
https://einfo.org.tw/node/228373
https://einfo.org.tw/node/228385
https://einfo.org.tw/node/228527
https://einfo.org.tw/node/228552
https://einfo.org.tw/node/22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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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04

失 海平面上升 50 公分起跳
新冠病毒從何而來？ 專家：動物傳

125.

2020-07-06

人疾病的共通點在「森林砍伐」
國際能源署：要實現 2050 淨零碳排

126.

2020-10-20

仍須洪荒之力

https://einfo.org.tw/node/223341
https://einfo.org.tw/node/225465
https://einfo.org.tw/node/227476

生物多樣性深度報導
生物多樣性多高才夠——我們能否預
127.

2020-12-01

約 2050 年後與它共享美好日常？
都市都是高樓大廈，怎麼會有生物多

128.

樣性！
住在都市的我 應該離生物多樣性很

129.

2020-12-01

遙遠！
保護區的工作交給政府就萬無一失了

130.

2020-12-01

吧？

2020-12-01

https://einfo.org.tw/node/228261
https://einfo.org.tw/node/228258
https://einfo.org.tw/node/228263
https://einfo.org.tw/node/228264

白話解析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吃一尾永
131.

續生產友善環境的台灣鯛

2020-04-14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守護美濃
132.

2020-04-21

湖畔一方坔地 與水雉家族共存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醜蔬果的

133.

華麗轉身

2020-05-26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探訪螢火
134.

2020-06-30

蟲的家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使用國產

135.

2020-08-10

材 林業永續營造多樣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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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info.org.tw/node/224019
https://einfo.org.tw/node/224134
https://einfo.org.tw/node/224777
https://einfo.org.tw/node/225210
https://einfo.org.tw/node/22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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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植物方舟
136.

2020-09-22

珍稀植物永續保種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守護海洋

137.

2020-09-29

永續指標 台灣白海豚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香蕉絲、

138.

月桃與瓊麻 多元利用的植物纖維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暗夜精靈

139.

大功勞：捕食害蟲與協助授粉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拉近人與

140.

自然的長距離步道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與生物夥

141.

伴共享的有塊田

2020-11-17

2020-11-24

2020-11-30

2020-12-15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台灣黑熊
142.

2020-12-22

小學堂 重返山林的南安小熊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親愛的八

143.

2020-12-22

腳房客——同居蜘蛛的真實面貌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種回傳統

144.

作物的部落穀倉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傳統祭祀

145.

pakiqecan 使用的杜虹花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樹上毛茸

146.

茸的角落生物：領角鴞

147.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新年數鳥

2020-12-25

2020-12-30

2020-12-29

2020-12-31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玉米黑穗
148.

2020-12-29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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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info.org.tw/node/226955
https://einfo.org.tw/node/226959
https://einfo.org.tw/node/228047
https://einfo.org.tw/node/227937
https://einfo.org.tw/node/228318
https://einfo.org.tw/node/228519
https://einfo.org.tw/node/228547
https://einfo.org.tw/node/228630
https://einfo.org.tw/node/228548
https://einfo.org.tw/node/228549
https://einfo.org.tw/node/228680
https://einfo.org.tw/node/228681
https://einfo.org.tw/node/22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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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Yahoo！刊登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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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其他網頁推播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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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利用視覺化資訊媒介傳播生物多樣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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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在今年度推出了生物多樣性視覺化資訊 4 套。
第一套以搭配深度報導與專欄文章呈現，以說明性質為主，輔助讀者閱讀較
艱深的報導，也增加互動式網頁的豐富度（本資訊圖表請見圖 20）。第二套以
「今晚，來點 「微生物多樣性」！」為題，透過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發酵食、
關心人體健康，進一步延伸談到生態系的穩定，皆與微生物相關，讓讀者透過日
常餐桌飲食、體內腸道菌、看不見的微生物等圖片視角，介紹平常看不見的微生
物多樣性（本資訊圖表請見圖 21）。第三套搭配新聞製作易懂的圖文，快速協助
讀者吸收新聞資訊（本資訊圖表請見圖 22）。第四套搭配活動推廣，設計以瀕危
物種面臨的威脅與生態功能冷知識呈現身邊的生物多樣性，並舉例 10 種物種說
明（本資訊圖表請見圖 23）。所有資訊圖表原圖皆整理於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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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視覺化資訊成果圖（生物多樣性與他的 7 個小迷思資訊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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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懶人包視覺化資訊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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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新聞事件視覺化資訊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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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生物多樣性活動視覺化資訊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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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多樣性專書電子化
2015 年與 2019 年已彙整 2012 年以來綠色經濟與愛知目標專欄相關文章，
並完成專書《上課了！生物多樣性(4)綠色經濟幸福學》與《上課了！生物多樣性
(5)愛知目標全球行動》之出版。其中引介國內外提升生物多樣性相關作為案例努
力過程與案例分享。今年亦將專書電子化，以達宣傳推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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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透過實體活動，深耕生物多樣性意識，鼓勵民眾身體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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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於今年共舉辦 3 場實體活動：1 場互動講座、1 場親子活動與 1 場
生物多樣性私廚餐會。辦理場次見表 12。
表 12：2020 全年度活動辦理列表

日期

1

9月5日

2

11 月 7 日

3

11 月 21 日

議題

講者

人

宣傳頁面

綠色風暴：綠鬣 陳添喜、蔡世 https://e-

數

蜥在台灣

彬、孫依婷

25

info.org.tw/node/226297

山野精靈：與孩 彭瑞祥、王莉 https://e子悠遊植物世界
生物多樣性私廚
餐會

琪、朱惟君

info.org.tw/node/227791

董景生

https://reurl.cc/ragbbk

15

台灣從 2001 年開放合法進口人工繁殖的綠鬣蜥個體，早年每年進口上萬隻，

32

在寵物市場蔚為風潮。然而 2004 年屏東開始發現野外個體，推測為寵物逸出或
飼主棄養所致，綠鬣蜥的繁殖能力強，在沒有天敵而且氣候合適的環境下，可在
野外快速建立族群，目前在台中市、彰化縣、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市及
屏東縣等範圍皆有大量族群，並有快速擴散趨勢，加上今年新制上路，飼養綠鬣
蜥需登記，外來種議題與生物多樣性息息相關，故今年度的實體活動以互動講座
方式舉辦 1 場《綠色風暴：綠鬣蜥在台灣》，活動當天共約 25 人參與，一開始
由陳添喜講師講述綠鬣蜥相關研究，介紹它如何擴散、擴散進程與領域、物種性
質、為何會造成危害等。而後由孫依婷助理講師帶領遊戲互動，藉由線上快問快
答積分方式與聽眾互動並解析綠鬣蜥相關資訊，加深閱聽眾印象，再由蔡世彬助
理講師分享有趣的實務經驗，例如野外發現及處理過程，一般民眾可以如何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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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加以協助等。過程其中，講師也有播放綠鬣蜥影片，同時攜帶與綠鬣蜥外皮
標本讓民眾觀賞，並預留討論時段讓參與者與講師交流討論，其中有觸及到寵物
販售業者、兩爬飼養者關注，與講師一同討論相關議題。而其中一位有經營粉絲
頁的飼主也表示，他這次來就是想吸收關於綠鬣蜥的相關資訊，然後將之帶回分
享予其他飼主，希望大家都能建立正確的知識與觀念，避免綠鬣蜥進一步遭到棄
養。講座照片見圖 24、主視覺見圖 25、於環資網站刊登之宣傳頁面見圖 26。

圖 24：《綠色風暴：綠鬣蜥在台灣》互動講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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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綠鬣蜥互動講座主視覺

圖 26：綠鬣蜥互動講座於環資網站刊登之宣傳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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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里山環境是最接近人們居住的環境。《山野精靈：與孩子悠遊植物世
界》帶領親子踏入淺山環境，認識觸目所及與生活領域如此靠近的植物，讓孩子
親近接觸並學習，培養親子一起親近自然，走讀環境，以體驗、觸摸、近觀，認
識自然生態中的各種植物，感受空氣中的濕度混合如一，用不同的角度了解森林
對土地的重要性，進而體驗人與自然的關係。
透過華德福教師與生物多樣性知識講師以歌唱、舞蹈、尋寶、繪畫的方式引
領親子，認識淺山環境的生物，加深對對自然的接觸，認識身邊的生物多樣性。
講座照片請見圖 27、海報文宣見圖 28、活動 EDM 於資訊中心網站刊登見圖 29。

圖 27：2020 年辦理生物多樣性活動《山野精靈：與孩子悠遊植物世界》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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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山野精靈：與孩子悠遊植物世界》親子活動海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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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親子活動宣傳於資訊中心網站刊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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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透過假日時光以島嶼植物為主題，響應 2020 生物多樣性超級年，舉
辦「生物多樣性私廚餐會」，打造融合生態、視覺、食物、人文的美學新體
驗。透過在吃飯談笑間，了解生物多樣性的重要。主要以「野菜ｘ原生香料ｘ
芋頭」出題，透過餐桌上的食物介紹其中蘊含著原住民族與台灣土地長時間互
動相處下的生活智慧，各有來歷，也蘊藏著永續之鑰——藏身鄉野的野菜，最
懂土地和風候，具備強大的適應力和抗逆境韌性。餐會中，請到董景生老師，
從餐盤轉到餐桌上的擺飾，皆離不開生物多樣性話題。除了食用，植物也提供
人類衣著、園藝、醫藥等其他用途。黃花鼠尾草、台南見風紅、細葉零餘子、
水社野牡丹都是台灣瀕危植物，正持續透過國家植物園方舟計畫進行保育，讓
人了解到生物多樣性與保育的重要性。

圖 30：生物多樣性私廚餐會活動照片

五、資料庫維運與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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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於今（2020）年於介面旁新設 Facebook 即時瀏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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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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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持續維護濕地網的穩定運作，並定期針對伺服器進行除錯與障礙排除，
已成為維繫濕地資訊露出的重要管道之一。（生物多樣性相關專欄頁面與台灣濕
地網頁面請參照圖 31、32）。

圖 31：生物多樣性相關專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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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台灣濕地網頁面

除了既有專欄網頁的維運之外，今年度也延續去年進行生物多樣性主題頁之
優化（https://e-info.org.tw/biodiversity），優化分類按鈕，以更明確的主題分類
方式，重新進行歸類，提供讀者更便於閱覽及查找相關資料的網站服務，讓資
訊擴及更多群眾，促進議題討論與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生物多樣性主題頁面請
見圖 32。

圖 33：生物多樣性主題頁面

六、加強民眾互動參與：專欄滿意度調查、讀者回應專區
於本計畫年末時，特進行專欄滿意度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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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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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讀者及一般民眾回饋意見，共取得有效樣本共計 157 份電子問卷。（調查頁面
請見圖 33，問卷文宣設計物：宣傳 e-DM 與問卷活動訊息宣傳頁面請見圖 34。）

圖 34：讀者滿意度調查問卷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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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問卷文宣設計物：宣傳 e-DM 與問卷活動訊息宣
傳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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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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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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請詳見文末附件八）。
閱讀率方面：本年度統計顯示，經常閱讀與收到訊息就會閱讀專欄的讀者為
40.1%，占多數。其次是偶爾才讀的讀者，占 38.2%。這三者加起來的比例為 78.3%，
與去年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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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今年問卷調查中，2020 年專欄讀者年齡層與往年相比，有顯著的年輕化傾
向。今年讀者的年齡層以 21 至 30 歲占比例最多，占 41.4%，往年則多以 31 至
40 歲占比最多。今年占比第二高為 31 至 40 歲，占 32.4%。整體看來，21 至 40
歲的年輕族群，共占 73.8%，顯見年輕族群及青壯年人士，仍為主要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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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研究所及博班學歷者也占了相當高的比例為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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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職業別方面，結果顯示，讀者群繼去年在服務業、公務員方面，有顯著
增長外，今年更擴及自由業，可見讀者群觸及非同溫層的情形，逐年愈趨顯著。
今年閱讀生物多樣性／生物簡介專欄的主要族群與往年略有變更，今年前三
名分別為：學生占 24.2%，自由業占 13.3%，服務業占 11.4%（去年前三名主要
為：公務員、服務業、教師；前年前三名主要為：教師、學生、公務員）；顯示
讀者群在自由業及服務業方面，有顯著增長，共計 24.7%，可見今年的重點規劃：
希望突破同溫層的策略有達其效益。而觸及非同溫層的讀者比例，更較去年增長
約兩倍幅度。
此外，讀者受眾中教師及學生，兩者相加占 35.6%，顯示生物多樣性／生物
簡介專欄為教師、學生在教學、研究與實務上重要的資料、知識來源依據，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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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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生物多樣性專欄以及查找相關資訊的習慣。
而由其餘公務員、NGO 工作者、環境教育推廣者、農林漁牧業、資訊業等
讀者群可看出，除了因應工作需求而閱讀外，也已培養出許多因興趣而閱讀的讀
者群。
而生物多樣性概念普及率問題，與去年相較略有提升。今年對「生物多樣性」
概念表示非常清楚的讀者比例過半約 51%，與去年相當，稍微了解者為 45.8%，
兩者相加約達 97%之多，也約與去年相當。若再加上今年讀者群前二、三名為自
由業及服務業的背景，在大幅觸及非同溫層的同時，依舊維繫了民眾對於生物多
樣性的高比例認知，殊為難得。
（二）在受訪者使用習慣方面
2020 年生物多樣性專欄知名度，有 5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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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的讀者表示「好像有聽過」，兩者相
加後有八成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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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調查結果，閱讀頻率比例最高為「收到就會閱讀」，
占 26.1%，經常閱讀者占 14%，顯示四成以上的讀者時常閱讀此兩專欄。而再納
入偶爾閱讀者計算，則約占八成，顯示讀者已養成閱讀專欄的習慣，可見生物多
樣性與生物簡介專欄的專業度越發受到讀者認可。
在閱讀管道部分，環境資訊中心 FB，從 2018 年占 26.9%、顯著提升到 2019
年占 47.3%、以及 2020 年占 56.6%。另外電子報占 42.6%（去年 68.4%），網站
占 36.3%。
若再同時比對親友轉貼分享約占 32%，為前年的 2 倍等資訊看來，一來顯示
讀者的閱讀習慣已不斷往環境資訊中心 FB 偏移，顯示臉書的經營，讓訊息露出
的廣度更加分，再者是 FB 的分享功能也有達到突破同溫層的效應，值得持續用
心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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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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知識的讀者仍占多數，比例（73.8%）與去年相近。而對主題有興趣者比例
也高達 73.2%，顯示讀者對知識含量與主題規劃之重視，也對今年度的主題規劃
更為有感。另外，位居第三的「受圖片、編輯方式吸引」也占了 38.8%，與去年
相近、但較前年的 21.1%高出許多，顯示在新媒體競爭激烈的現在，適當的插畫
及視覺排版編輯較能吸引讀者閱讀，有顯著的加分效益，故未來仍可持續規劃生
物多樣性相關插畫搭配生活化文章、資訊圖表設計及新媒體等呈現，透過不同形
式將生物多樣性資訊內容呈現給讀者。
事實上，今年的插畫搭配生活化文章、多媒體報導及視覺化資訊的呈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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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同的
呈現方式，才認識到資訊中心有生物多樣性專欄，除表示本年度的嘗試相當成功
之外，也顯示搭配多元且活潑的影像呈現是擴展受眾的重要方式之一，未來可持
續保留此類資訊傳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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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專欄總體滿意度，76%以上的讀者給予「滿意」以上評價，
其中「非常滿意」的讀者超過 2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表示不滿意者，今年占
比為 0%，顯示專欄內容普遍受到讀者喜愛。
其中在讀者最有印象、有興趣且喜歡閱讀的專欄主題上，「生物多樣性的美
好日常」、「生物簡介」獲得了最高票，其次為「福爾摩斯系列」、「保育古生
物學」。除了生物簡介外，其餘三個子專欄皆搭配插畫呈現，表達滿意以上的讀
者分別為 86.5%、84%、78.9%（整體專欄為 76.3%），而表達非常滿意比例分別
更高達 44.5%、30.5%、31.2%（整體專欄為 22.2%），顯著皆高於整體專欄表現，
顯示專欄規劃在廣度的深耕上，頗獲好評，值得持續規劃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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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有趣／獵奇新知」類型文章占 67.5%，其次為「海洋保育
現況」占 59.8%（以上兩筆與去年相近）。此外，生態與經濟、永續農業與里山
精神、國內保育成果等，也都分別拿到了約五成及四成的得票，喜好傾向與去年
類似。顯示較活潑有趣、生活化的題材及呈現，較能吸引讀者閱讀，可持續供作
未來規劃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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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活動方面，有 45.2%（去年 39.2%）的讀者表示雖沒參與過，但有興趣
亦會參與；也有 48.3%的讀者偶爾或常常參與相關活動，兩者相加有九成以上讀
者願意支持相關活動的參與。因此為了推動讀者實地一同參與生物多樣性議題，
仍需適度規劃適合的主題推廣給適合的群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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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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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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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策劃與日常生活相關或有趣的生物多樣性主題
本計畫延續去年推出國內與國外的案例介紹、【保育古生物學】與【生物
多樣性的美好日常】介紹民眾生活周遭的美好生態與議題，由於主題與日常生
活接近，獲得許多讀者的喜愛與迴響；另新策畫【福爾摩斯系列】，題材有趣
且多元，有助於生物多樣性知識的推廣，並提供民眾為生態行動的案例參考。
未來本計畫也將持續朝內容豐富化、有趣化的方向努力，讓「生物多樣
性」不只是教科書中的嚴肅概念，提升讀者主動閱讀生物多樣性專欄與新聞訊
息的動力，並進而願意在生活中為生態保育付諸行動，具體落實生物多樣性主
流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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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對於今年度本計畫在議題推廣深度與
廣度上的嘗試，皆表示滿意。強調深度與議題性的專題報導，提供對議題有興
趣的讀者深入了解議題各面向的機會，有助於生物多樣性知識的累積，並培養
對於重要環境議題的認識。而強調內容淺白、生活化與趣味性的短文、插畫與
其他呈現方式，則增加讀者將訊息分享給其他人的意願，特別是分享至非生態
同溫層的朋友或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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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未來在專欄企劃上，也將持續朝議題呈現加深、加廣的方向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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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實現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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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於生物多樣性保育與相關工作，且近年來公民參與的程度提升，也有越來
越多的在地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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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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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諮詢洽談刊登意願，因此建議未來計畫中，能進一步發揮交流
平台的角色，協助有研究新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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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實體活動與專題報導或專欄的連結，加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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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歷來與各專案合作，推出的實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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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活動提供了與讀者面對面的機會，有助於推廣較為複雜或生硬的知
識，也是擴大受眾的方式。因此，若專題報導或是專欄的主題，能夠與實體活
動連結，或可提供相互加成的效益。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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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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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林發-08.1-保-17

執行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日期

109 年 12 月 31 日

預
林務局

算
類別

科

其他配合款

科目

目
代

核定預

實收或實付累計 (1)-(2)差

算(1)

金額(2)

額

實收或
核定預算 實付累
計金額

號
收

1.林務局經費撥款 1,608,000

0

0

0

0

0

0

0

0

3.研發成果收入

0

0

0

0

0

4.廢物變賣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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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000

1,608,000

0

0

0

2110 租金

20,000

12,150

7,850

2000

0

0

0

0

0

0

230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1,300,000

1,297,771

2,289

30,000

32,337

-2,337

10,000

0

218,000

256,650

-38,650

0

0

40,000

9,512

30,848

2,000

0

0

0

0

0

0

0

1,608,000

1,608,000

0

2200 委託勞務費

2610 雜支
2720 資訊服務費
2810 國內旅費
1100 人事費
出

1,608,000

2.利息收入

入

支

備註

7,468 48,145

738,000 739,512

保留
款
合計

結存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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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生物多樣性專欄 20 篇（收錄於光碟電子檔）
附件二：生物簡介專欄 10 篇（收錄於光碟電子檔）
附件三：國際保育翻譯訊息 48 篇（收錄於光碟電子檔）
附件四：生物多樣性報導 48 篇（收錄於光碟電子檔）
附件五：深度報導 4 篇（收錄於光碟電子檔）
附件六：白話解析生物多樣性 18 篇（收錄於光碟電子檔）
附件七：視覺化資訊 4 套共 42 張（收錄於光碟電子檔）
附件八：2020 年生物多樣性專欄讀者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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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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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載。而「環境資訊中心」透過各方協力，累積了 27 萬多筆環境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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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開始，為求在廣度、
深度上有顯著突破，新增「新媒體深度報導」、「插畫搭配生活化短文」（如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專欄等）與「生物多樣性主題動畫」等三類呈現
方式；希望突破目前專欄每篇約兩千字、在內容呈現上的限制，而讓專題深
度報導以及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之教育宣導的面向可以有更為多元的發揮空間。
2020 年，鑒於 2019 年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讀者普遍對於「插畫搭配生活
化短文」的形式滿意度最高、且樂於轉貼分享予非同溫層親友，有助於生物
多樣性主流化，因此除了提高原「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專欄的篇數外，
也於古生物保育及新設立的福爾摩斯系列子專欄中，增加插畫配置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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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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5 日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共取得有效問卷 157 份。以下將根據受訪者問卷填答，統整、
分析統計出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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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讀者年齡層 21~30 歲比例最高
讀者的年齡層在 21 至 30 歲占比例最多，占 41.4%，相較去年占比最高的 31
至 40 歲區間，可看出讀者群有顯著的年輕化傾向。占比第二高為 31 至 40 歲，
占 32.4%。整體看來，21 至 40 歲的年輕族群，共占 73.8%。

8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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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二）教育程度：大專院校以上學歷達 96%
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專院校程度民眾為最多，為 56.6%；研究所以上學歷者
占 40%，高中職學歷者為 3.1%，國中以下為 0.3%。換句話說大專院校以上學歷
者總計共達約 96.6%，較去年的 95.9%略高些。顯示讀者群主要還是以大專院校
教育程度以上為主，而研究所加上博士學歷也占了 40%，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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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讀者群繼去年在服務業、公務員方面，有顯著增長外，今年更擴及
自由業，可見讀者群觸及非同溫層的情形，逐年愈趨顯著
年度讀者職業分布統計顯示，名次上與去年相較稍有變動，前三名分別為：
學生占 24.2%，自由業占 13.3%，服務業占 11.4%（去年：公務員占 13.9%，服
務業占 12.9%，教師占 12%）；顯示讀者群在自由業及服務業方面，有顯著增長，
共計 24.7%，可見讀者群突破同溫層限制的效益，較去年增長約兩倍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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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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5 成問卷填答者是透過環
境資訊中心 FB 獲得文章資訊、近 4 成是透過環境資訊電子報。
本年度受訪者中，透過環境資訊中心 FB 獲得文章資訊者占 56.6%，首此翻
轉了過往以環境資訊電子報為最主要環境訊息傳遞媒介的情形，成為占比最高的
閱讀管道。環境資訊中心 FB，自前年占 26.9%、到去年占 47.3%，一直到今年的
占 56.6%；顯示讀者的閱讀習慣不斷往環境資訊中心 FB 大幅移動，顯示臉書的
經營，讓訊息的露出廣度更加分，也提示了後續環境資訊中心 FB 經營的重要性。
另外電子報占 42.6%，網站占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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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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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表示非常清楚「生物多樣性」概念，
有 45.8%的受訪者表示稍微了解，顯示在讀者群中，生物多樣性概念的普及率約
97%。選填不清楚生物多樣性概念的讀者比例，則為 3.1%，較前一年略高，另同
步參照親友轉貼分享約占 24.2%，為前一年的 1.6 倍，可見讀者群擴增中，而這
些新增讀者群、部分還正在熟悉生物多樣性概念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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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多樣性專欄知名度：約六成民眾知道生物多樣性/生物簡介專欄
問卷受訪者中，知道環境資訊中心長期闢有生物多樣性專欄者，占 56.6%，
27.3%表示好像聽過，15.9%表示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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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讀者閱讀專欄的頻率：超過八成讀者養成閱讀專欄習慣
調查結果，收到就會讀的讀者比例占 26.1%（較去年略低、但仍高於前年的
13%），經常閱讀者占 14%，顯示四成以上讀者時常閱讀此兩專欄。而再納入偶
爾閱讀者計算，則約占八成，顯示讀者已養成閱讀專欄的習慣，也顯示生物多樣
性與生物簡介專欄的專業度越發受到讀者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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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讀者閱讀「生物多樣性專欄」原因為：想瞭解生態保育知識
自前年起，本題以複選方式提供讀者選擇，今年讀者回饋「想瞭解生態保育
相關知識」者占 73.8%，其次為「對主題有興趣」，占 73.2%。另外，「受圖片、
編輯方式吸引」者占 38.8%（與去年相近，較前年的 21.1%高出許多），顯見自
2019 年開始新增的插畫搭配短文以及多媒體等型式，提高讀者閱讀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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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0%
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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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讀者最愛專欄文章
為得知讀者最有印象、有興趣且喜歡閱讀的主題，自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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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與關鍵字。統計結果顯
示，獲得最高票數的子專欄為「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生物簡介」，次之
為「福爾摩斯系列」、「保育古生物學」，再次之為「2020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
「公民科學家」，顯示讀者對於生活化議題、出現在生活周遭的物種介紹以及獵
奇有趣的生物多樣性文章，表現出較高的關注度與興趣；也顯示了本年度持續的
插畫搭配生活化文章的形式，獲得了高度的肯定與良好的成效。
年度子專欄

讀者回應提及次數

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59

生物簡介

59

福爾摩斯系列

16

保育古生物學

12

2020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

7

公民科學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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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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2020 年「生物多樣性」
專欄的規劃、設計和呈現，有 22.2%讀者表示非常滿意，而表示滿意者占 54.1%。
整體而言，今年度的專欄滿意度，表達滿意以上的讀者超過 76.3%，而且表示不
願意者為 0%，顯示專欄在企劃與執行上，得到大多數讀者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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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讀者對於插畫搭配短文之效果與回饋
環境資訊中心去年開設【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及【保育古生物學】子專
欄，今年另新增【福爾摩斯系列】子專欄，皆以插畫搭配生活化文章方式介紹生
物多樣性，讀者對於此規劃的滿意度，明顯皆高於專欄的整體滿意度。
讀者對於【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保育古生物學】、【福爾摩斯系列】
子專欄，非常滿意比例分別為 44.5%、30.5%、31.2%（整題專欄為 22.2%），表
示滿意的比例分別為 42%、53.5%、47.7%；表達滿意以上的讀者分別高達 86.5%、
84%、78.9%（整題專欄為 76.3%），顯示此一呈現方式，深深獲得讀者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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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進一步詢問讀者：淺白文字搭配插畫的形式，會不會增加您分享及轉傳的
意願，特別是分享至非生態同溫層的朋友或群組？統計結果：願意因此分享及轉
傳的眾數為 8 分、平均值為 7.7 分（0 分為完全沒有增加意願，10 分為確實有因
此分享給他人），最多讀者給的分數是 10 分，顯示大多數讀者都滿意這樣的表
現方式、同時願意透過轉傳，將訊息傳播至非同溫層受眾，有助達於生物多樣性
之主流化。

圖：淺白文字搭配插畫的形式是否增加分享意願（0 分為完全沒有增加意願，10 分為確實有因此
分享給他人）

（三）讀者對年度專題多媒體呈現之效果與回饋
因應網路媒體時代趨勢，環境資訊中心自 2019 年首次運用多媒體形式，
推出專題報導——《救贖還是浩劫？離岸風電時代的生態備忘錄》，讀者對於此
規劃的滿意度極高，此外，此專題也榮獲第 46 屆曾虛白先生新聞獎暨 2020 台達
能源與氣候特別獎-新媒體類。
今年在此基礎上，另規劃了《生物多樣性與他的七個小迷思》年度專題，
在滿意度調查上，獲得了眾數 10、平均數 8.16 的高分，較去年更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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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讀者對於多媒體形式整體呈現方式的滿意度（0 分為非常不喜歡，10 分為非常喜歡）

另外，在吸引讀者閱讀的因素調查中，獲得對主題有興趣者占 80.2%（去年
為 91.1%）、受網頁設計編排方式吸引者占 45.2%（去年為 33.1%）、有人推薦
轉貼分享者占 30.5%（去年為 21.8%）。可見主題規劃固然最為核心，但多媒體
的呈現方式也有一定的加分效益，同時提高大家分享轉貼的意願。
0.60%
30.50%
45.20%
80.20%
0.00% 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80.00%90.0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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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 分（0 分為非
常不喜歡，10 分為非常喜歡），最多讀者給的分數是 10 分，顯示大多數讀者都
滿意這樣的表現方式。此外，針對看完懶人包後對重點的掌握度也達到 7.62，表
示此表現方式確實能協助讀者掌握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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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讀者是否喜歡懶人包呈現方式（0 分為非常不喜歡，10 分為非常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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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的讀者
選擇此項，而受圖片、編排方式吸引則次之，占 59.8%；兩者比例皆與去年相當。
另，因「有人推薦、專貼分享」而吸引其閱讀者，占 21%，顯見拓展同溫層效益
顯著，有助於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1.90%
21.00%
59.80%
77.7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而讀者對之後視覺化資訊的內容取向建議，則是生物/生態相關知識、環
境議題時事、環境政策相關分別占約 74%、68%、65%。

93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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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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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問卷調查結果，有 8.9%的受訪者常常參與相關活動，較去年略低，而 39.4%的讀
者表示偶爾參加感興趣的活動，也較去年略低。另外有 45.2%（去年 39.2%）的
讀者表示雖沒參與過，但有興趣亦會參與。

（七）讀者希望在專欄看到更多哪一類的文章？
問卷中調查讀者希望多增加哪方面的專欄文章，做為日後規劃議題時參考，
結果顯示，67.5%受訪者未來最想看到專欄為「生物多樣性有趣／獵奇新知」類
型文章，其次為「海洋保育現況」占 59.8%。此外，生態與經濟、永續農業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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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精神、國內保育成果等，也都分別拿到了約五成及四成的得票，喜好傾向與去
年類似。各類型文章比例詳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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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總結
綜觀問卷調查分析結果，並與先前數據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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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專欄讀者年齡層與往年相比，有顯著的年輕化傾
向。今年讀者的年齡層以 21 至 30 歲占比例最多，占 41.4%，往年則多以 31 至
40 歲占比最多。今年占比第二高為 31 至 40 歲，占 32.4%。整體看來，21 至 40
歲的年輕族群，共占 73.8%，顯見年輕族群及青壯年人士，仍為主要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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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研究所及博班學歷者也占了相當高的比例為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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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職業別方面，結果顯示，讀者群繼去年在服務業、公務員方面，有顯著
增長外，今年更擴及自由業，可見讀者群觸及非同溫層的情形，逐年愈趨顯著。
今年閱讀生物多樣性／生物簡介專欄的主要族群與往年略有變更，今年前三
名分別為：學生占 24.2%，自由業占 13.3%，服務業占 11.4%（去年前三名主要
為：公務員、服務業、教師；前年前三名主要為：教師、學生、公務員）；顯示
讀者群在自由業及服務業方面，有顯著增長，共計 24.7%，可見今年的重點規劃：
希望突破同溫層的策略有達其效益。而觸及非同溫層的讀者比例，更較去年增長
約兩倍幅度。
此外，讀者受眾中教師及學生，兩者相加占 35.6%，顯示生物多樣性／生物
簡介專欄為教師、學生在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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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生物多樣性專欄以及查找相關資訊的習慣。
而由其餘公務員、NGO 工作者、環境教育推廣者、農林漁牧業、資訊業等
讀者群可看出，除了因應工作需求而閱讀外，也已培養出許多因興趣而閱讀的讀
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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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物多樣性概念普及率問題，與去年相較略有提升。今年對「生物多樣性」
概念表示非常清楚的讀者比例過半約 51%，與去年相當，稍微了解者為 45.8%，
兩者相加約達 97%之多，也約與去年相當。若再加上今年讀者群前二、三名為自
由業及服務業的背景，在大幅觸及非同溫層的同時，依舊維繫了民眾對於生物多
樣性的高比例認知，殊為難得。
(二) 在受訪者使用習慣方面：
2020 年生物多樣性專欄知名度，有 5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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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的讀者表示「好像有聽過」，兩者相
加後有八成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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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調查結果，閱讀頻率比例最高為「收到就會閱讀」，
占 26.1%，經常閱讀者占 14%，顯示四成以上的讀者時常閱讀此兩專欄。而再納
入偶爾閱讀者計算，則約占八成，顯示讀者已養成閱讀專欄的習慣，可見生物多
樣性與生物簡介專欄的專業度越發受到讀者認可。
在閱讀管道部分，環境資訊中心 FB，從 2018 年占 26.9%、顯著提升到 2019
年占 47.3%、以及 2020 年占 56.6%。另外電子報占 42.6%（去年 68.4%），網站
占 36.3%。
若再同時比對親友轉貼分享約占 32%，為前年的 2 倍等資訊看來，一來顯示
讀者的閱讀習慣已不斷往環境資訊中心 FB 偏移，顯示臉書的經營，讓訊息露出
的廣度更加分，再者是 FB 的分享功能也有達到突破同溫層的效應，值得持續用
心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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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知識的讀者仍占多數，比例（73.8%）與去年相近。而對主題有興趣者比例
也高達 73.2%，顯示讀者對知識含量與主題規劃之重視，也對今年度的主題規劃
更為有感。另外，位居第三的「受圖片、編輯方式吸引」也占了 38.8%，與去年
相近、但較前年的 21.1%高出許多，顯示在新媒體競爭激烈的現在，適當的插畫
及視覺排版編輯較能吸引讀者閱讀，有顯著的加分效益，故未來仍可持續規劃生
物多樣性相關插畫搭配生活化文章、資訊圖表設計及新媒體等呈現，透過不同形
式將生物多樣性資訊內容呈現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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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今年的插畫搭配生活化文章、多媒體報導及視覺化資訊的呈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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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同的
呈現方式，才認識到資訊中心有生物多樣性專欄，除表示本年度的嘗試相當成功
之外，也顯示搭配多元且活潑的影像呈現是擴展受眾的重要方式之一，未來可持
續保留此類資訊傳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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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專欄總體滿意度，76%以上的讀者給予「滿意」以上評價，
其中「非常滿意」的讀者超過 2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表示不滿意者，今年占
比為 0%，顯示專欄內容普遍受到讀者喜愛。
其中在讀者最有印象、有興趣且喜歡閱讀的專欄主題上，「生物多樣性的美
好日常」、「生物簡介」獲得了最高票，其次為「福爾摩斯系列」、「保育古生
物學」。除了生物簡介外，其餘三個子專欄皆搭配插畫呈現，表達滿意以上的讀
者分別為 86.5%、84%、78.9%（整體專欄為 76.3%），而表達非常滿意比例分別
更高達 44.5%、30.5%、31.2%（整體專欄為 22.2%），顯著皆高於整體專欄表現，
顯示專欄規劃在廣度的深耕上，頗獲好評，值得持續規劃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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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有趣／獵奇新知」類型文章占 67.5%，其次為「海洋保育
現況」占 59.8%（以上兩筆與去年相近）。此外，生態與經濟、永續農業與里山
精神、國內保育成果等，也都分別拿到了約五成及四成的得票，喜好傾向與去年
類似。顯示較活潑有趣、生活化的題材及呈現，較能吸引讀者閱讀，可持續供作
未來規劃參照。
實體活動方面，有 45.2%（去年 39.2%）的讀者表示雖沒參與過，但有興趣
亦會參與；也有 48.3%的讀者偶爾或常常參與相關活動，兩者相加有九成以上讀
者願意支持相關活動的參與。因此為了推動讀者實地一同參與生物多樣性議題，
仍需適度規劃適合的主題推廣給適合的群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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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來說，從以下數據，看出今年有突破同溫層之目標設定：
1. 今年生物多樣性／生物簡介專欄的主要閱讀族群與往年略有變更，以學
生、自由業、服務業為主（去年：公務員、服務業、教師為主；前年：教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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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公務員為主）。繼去年服務業首次出現於前三名後，今年更擴及自由業、服
務業皆出現在前三名中，可見讀者群突破同溫層限制的效益，逐年皆顯著增長中。
2. 在閱讀管道部分，透過環境資訊中心 FB 獲得文章資訊者占 56.6%（前年
占 26.9%、去年占 47.3%），首次翻轉了過往以環境資訊電子報為最主要環境訊
息傳遞媒介的情形，成為占比最高的閱讀管道。
3. 專欄文章中，因「有人推薦、專貼分享」而吸引其閱讀者，占 30.5%（2018
年：15%）。顯見透過臉書分享機制、拓展同溫層效益顯著，有助於生物多樣性
主流化。
4. 「受圖片、編輯方式吸引」者占 38.8%（與去年相近，較前年的 21.1%高
出許多），顯見自 2019 年開始新增的插畫搭配短文以及多媒體等型式以來，提
高讀者閱讀意願。
5. 最受歡迎的專欄：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
許多讀者留言：「插畫都好美；標題及內文吸引人，同時結合科普與專業知
識，部分議題亦適合一般大眾或教師閱讀後轉貼或轉述傳遞給其他人或學童」、
「圖片很美，會吸引人去閱讀」、「可愛的插畫非常容易吸引不同年齡層的人願
意花時間閱讀內容」、「與日常生活結合，可以讓更多人了解生物多樣性並不遙
遠，是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很喜歡領角鴞，超萌」、「杜虹花：外出很
容易遇到的植物，所以知道他的故事特別有感」、「福爾摩斯系列：很有趣的科
學解析；文章的敘述觀點有趣、淺顯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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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增加更多如「生物多樣性的美好日常」、「生物簡介」等較生活化題材，
以及搭配如插畫等較活潑的呈現方式，同時也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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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