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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鄰近的海域原本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但過去數十年
間，已有 20 種魚類的漁獲量銳減，比起 80 年代已減少超
過 90%，更有近一半至三分之二的普通物種變得稀少。然
而，目前臺灣的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現況面臨著兩大問題：
一是現行保護生物物種種類數多樣性不足：臺灣目前列入
禁止採捕的海洋動物僅 88種，保護的種類與國際自然保護
聯盟（IUCN）紅皮書相較之下，對於種類數量龐大的魚類
與珊瑚十分缺乏。二是未以生態系的多樣性考量保護棲地：
臺灣海洋生態系類型豐富，但受到保護的類型仍不夠全面，
且政府部門對海洋生態系定義不一致。

本報告聚焦於四種瀕危海洋動物，以海洋保護區成效為關
鍵字，回顧過去十數年間的相關期刊、研究報告以及新聞
報導，共上百份文獻資料，並進一步分析為何目前的海洋
生態保育政策無法阻止生物多樣性的流失。在鯨鯊篇章中，
即使鯨鯊被列入禁捕的保育類動物，在缺乏減少誤捕的機
制下，零通報誤捕的數量並不等同於零誤捕，顯示鯨鯊仍
面臨著漁業捕撈的壓力。在海鳥篇章中，從海洋動物的生
活圈範圍對應海洋保護區，發現黑嘴端鳳頭燕鷗在海洋保
護區面積細小的情況下，其覓食與遷徙區域可能仍面臨著
其他人為活動的衝擊。在龍王鯛篇中，以海洋保護區的執

法計畫檢視，發現執法成效不足，導致盜獵仍威脅著龍王
鯛的生存。在鯨豚篇中，可以看到本應遵循的實證決策未
能落實，可能使白海豚保護區的效果大打折扣。

盤點分析後，我們發現若干列在保育動物禁捕名單中的海
洋動物生活環境與漁業範圍重疊，只有禁捕個別物種並非
有效之計，應該建立保育熱點、救傷機制，並設立海洋保
護區庇護生存環境，減少被漁業誤捕或是船隻撞擊的風險。
此外，報告中也顯示臺灣現有 46 個海洋保護區中，就有
37個面積小於 10平方公里，無法符合大型海洋生物例如
海鳥的生活圈，除了應該擴大海洋保護區範圍，更應思考
生態連接性（Ecological connectivity），將不同的海洋保護
區連接成生態網絡或生態廊道。最後，臺灣多數的海保區
缺乏長期監測的科學數據為基礎制訂政策與決策，也難以
有效評估成立時的目標；並且，46個海保區除了分散由不
同行政單位主責，也缺乏有效執法計畫以減少人類活動的
破壞。臺灣政府應跨部會討論並通盤檢討現有缺失之處，
否則空有多個海洋保護區，卻沒有完整保護的措施與機制，
只會讓臺灣這座物種繁多的海洋之島，走向海洋生物多樣
性滅絕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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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洋
生物多樣性
保育現況

全球現存海龜共有七種，臺灣就有五種，其中最常見的是綠蠵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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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多樣性豐富卻逐漸消失退化

臺灣擁有豐富的海洋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根據臺灣
物種名錄，共有 11,773種海洋動物，光是魚類的種類數量
就有 3,000多種，將近全球的十分之一 1, 2，全球僅有的七種
海龜就有五種出現在臺灣的紀錄中，珊瑚物種的數量約 700
多種 3，約全球的三分之一 4，臺灣的海洋生物物種豐富度可
見一斑。以生態系（ecosystem）多樣性來看，除了極地生
態系與溫帶海帶林生態系之外，幾乎所有的沿海與海洋生
態類型都有：岩礁、河口、泥灘、紅樹林、珊瑚礁等底棲
類型，以及陸棚、大洋表層、深海等大洋類型的生態系 5。
這些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象徵生態系的健康 6，而這些健康的
生態系能提供豐富的生態系服務（Ecosystem Services），
包括：
1.供給服務：食物營養供給與漁業生產、海洋萃取物等。
2.調節服務：海岸保護、氣候與水質調節等。
3.文化服務：環境教育、海洋遊憩等。
4.支持服務：營養循環、初級生產等 7。 
尤其是臺灣四面環海，對海洋的仰賴程度更是不言而喻。
以近年來因為氣候變遷議題而逐漸受到重視的「藍碳」生
態系為例，包括了沿海的紅樹林、鹽沼以及海草床生態系，
其生態系服務豐富且重要：高生產力、提供幼苗棲所，進
而提供了豐富的漁業資源 8, 9、緩衝海浪衝擊以保護海岸線遭
到侵蝕、淨化水質以及吸存大氣中的溫室氣體達到氣候調
節 10, 11, 12，其中固碳的能力更是達到陸地森林的 10倍以上
而備受矚目 13。

然而過去數十年間，海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卻逐漸消失
與退化 14，其主要威脅來自人類活動，包括過度漁撈、水產
養殖、沿岸發展與污染、採礦、排放溫室氣體等。其中最
直接的威脅來自過度漁撈，以臺灣為例，臺灣沿近海漁業
面臨持續不斷的漁撈壓力，導致 20類魚種的漁獲比 80年
代的產量減少超過 90%15，更有將近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常見
物種變得稀少 16。科學家證實，若能改善漁業治理以及實施
有效的管理工具，就能恢復海洋生物量與生物多樣性，進
而提昇生態系應對其他威脅例如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 17。一
旦生物多樣性被破壞或喪失了，不穩定的生態系所能提供
給人類的服務也會受到影響與衝擊 18，甚至是消失。以膳食
營養為例，研究指出生物多樣性喪失或變低的情況下，人
們攝取營養失衡的風險也會變高 19。因此，保護生物多樣性
與維持生態系的健康成為維護人類社會福祉的重要課題。

長期監測生態系與建立相關資料庫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基
礎工作，由於生態系中各個物種之間的交互作用緊密又複
雜，且容易受到人為活動影響，因此妥善的治理方式或管理
計畫就極度仰賴完整的科學基礎數據與創新技術，這些監測
數據也往往成為評估是否成功保護多樣性的重要指標。臺灣
以國際上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指標作為基礎，包括全球現行最
大的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簡稱 CBD）的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 ）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 SDGs），發展出屬
於自身的生物多樣性指標（biodiversity indicator）。而這些

臺灣海洋
生物多樣性
保育現況

臺灣海洋生物種數佔全球比例圖

魚類

約3,000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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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發展的指標則包括四個海域議題與四個陸域議題，共
66個指標用以監測生物多樣性的現況與趨勢 20。但目前仍
有許多指標缺乏或不完整，以「投入漁業生物研究及基礎
調查的經費」為例，這項指標截至本篇報告發布前仍為空
白數據，負責資料來源的漁業署、科技部、海洋保育署、
水試所等這些政府單位，過去曾有相關的調查研究，然未
建立相關數據，顯示出政府在整合與統籌各部會資源方面
仍有許多應加強之處。

現行保護物種多樣性不足

以「物種保護」角度來看，目前多以「大型動物」作為保
護標的，例如：鳥類、哺乳類、鯊魚與大型魚類等等，
這些動物往往都是生態系中的「指標物種」（indicator 
species）或維持與穩定生態系的「關鍵物種」（keystone 
species），一旦消失，生態系也會面臨崩壞的風險。物種
保護的前提必須先掌握該族群資源量現況，才能提出相對
應的保育與管理措施。在法規與治理方面，臺灣與海洋動
物物種保護相關的主管機關與法規包含：海洋委員會依照
《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的「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21 
、農委會漁業署依照《漁業法》公告的「大白鯊象鮫及巨
口鯊漁獲管制措施」22與依照《遠洋漁業條例》公告的「遠

洋漁業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一款禁捕魚種名錄」23，總
計有 88種臺灣的海洋動物完全禁止捕撈與採集（註：與臺
灣物種名錄對照，扣除重複的兩種），然而臺灣物種名錄
共有 11,773種列為海洋動物，但除了這 88種禁補之外，
並無其他族群資源評估，這樣的數量相較於國際自然保護
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IUCN紅皮書）羅列 2,364種臺灣
海洋動物並做六個級別的評估，臺灣的物種保育顯得不足，
就連被列在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附
錄名單的臺灣海洋動物也有 465種（如圖一）。將這些海
洋動物區分為魚類（硬骨魚）、珊瑚、魟魚與鯊魚類（軟
骨魚）、鳥類、哺乳類、爬蟲類的話，如圖二所示，會發
現臺灣海洋動物的分類群分佈與被列在 IUCN紅皮書的物種
分類群相近，顯示 IUCN紅皮書所考量的動物種類更具多樣
性，然而臺灣的這 88種海洋保育動物都集中在鳥類、哺乳
類與爬蟲類，其中依《遠洋漁業條例》以及《漁業法》禁
止捕撈的種類更是以鯊魚和魟魚為主而已，對於種類數量
更龐大的魚類與珊瑚等動物的族群資源評估乃至於物種保
護措施卻非常稀少，還有許多大型魚類以及其他鯊魚同時
也是生態系中的關鍵物種或指標物種，例如：名列 IUCN紅
皮書易危（VU）等級的翻車魨（曼波魚）、瀕危（EN）等
級的長臂鯖鯊等等，臺灣仍無在地的族群資源量評估與相
對應的保育措施。

 （資料來源：臺灣物種名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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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臺灣海洋動物中各種保育名單物種數量比較圖

IUCN

CITES

海洋保育類動物

遠洋漁業條例禁止捕撈

漁業法禁止捕撈

臺灣海洋動物11,773種
臺灣保育動物與禁止捕撈僅88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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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物種名錄）

未以生態系多樣性原則保護棲地

棲地（habitat）是生物群生活與自然環境，生態系是特定環
境內互相作用的所有生物和此一環境的系統，棲地與生物
是組成生態系的重要元素。保護棲地同時也能保護生活在
此的生物與其生態系。以「棲地保育」角度來看，成立保
護區可減少人類活動對生態棲地的威脅，例如禁漁區禁止
漁業行為，減少海洋生物遭到採集以及棲地被破壞的壓力，
是一種「治本」且符合「預防原則」的方法 25。CBD在指
引保護生物多樣性時，就是強調以棲地為基礎建立保護區，
從根源上消除導致多樣性喪失的各種人為活動。海洋保護
區（Marine Protected Area，簡稱MPA）便是基於這樣的概
念，達到保護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的目的，而 MPA也被認
為是最有效的保護生物多樣性工具之一。在臺灣目前有數
部可以依法制定 MPA的法規，包括《野生動物保育法》、
《國家公園法》、《漁業法》、《文化資產保存法》、《發
展觀光條例》、《都市計畫法》等。截至 2021年 7月，
臺灣共有 46個MPA26，在比對臺灣海洋生態棲地是否受到
MPA的保護之後，可以發現目前受MPA保護的「棲地多樣
性」不足：

1.受到保護的海洋生態棲地類型仍不全面
即便臺灣擁有豐富的各種海洋生態環境，現行成立的MPA
所涵蓋的棲地類型多半集中在沿海地區，也就是說海洋生態
系保護不足，面積廣大的大洋、深海冷泉及深海珊瑚礁等生
態系更是敏感且生長極為緩慢的區域，一旦遭到破壞，所需
的恢復時間更長。然而至今仍未有足夠的科學調查釐清人類
活動對其影響程度，因而未有相對應的管理與保育計畫。

2.政府部門對海洋生態系定義不一致
根據「臺灣海洋保護區整合平臺108年度第1次會議記錄」27 
，「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以及「新竹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
的主管機關林務局以「維管束植物不屬於海洋生態系範圍」
為由，認定其保護區內的鹽沼與紅樹林生態系屬於陸域而非
海域，因此未列為 MPA。此等理由恐怕不符合海洋生態學
的邏輯，沿海生態系具有連接陸地與海洋的重要地位，若視
其為「陸地生態系」劃設與管理，將無法顧及完整的生態連
結性，而作為統整全臺灣海洋保育政策的主管機關海洋保育
署，不應該將「紅樹林生態系」與「鹽沼生態系」相關的保
護區排除在整體的海洋保護區政策之外。

25% 50% 75% 100%0

臺灣物種名錄海洋動物

IUCN紅皮書

CITES附錄

臺灣海洋保育類動物

臺灣遠洋漁業條例禁止捕撈

臺灣漁業法禁止捕撈

圖二、臺灣海洋動物中各種保育名單分類群比較圖 

魚類                       珊瑚                   魟魚、鯊魚                  鳥類                      哺乳類                    爬蟲類

臺灣保育動物集中在 海鳥、鯨豚與海龜
臺灣禁捕的珊瑚與魚類不到總數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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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棚生態系
（水深 0 ～ 200 公尺）

深淵水層 -大洋深水層生態系
（水深 1,000 ～ 4,000 公尺）

超深淵水層 -大洋深水層生態系
（水深 > 6,000 公尺）

圖三、臺灣豐富的海洋生態系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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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表水層生態系
（水深 0 ～ 200 公尺）

中水層 -大洋深水層生態系
（水深 200 ～ 1,000 公尺）

深水層 -大洋深水層生態系
（水深 1,000 ～ 4,000 公尺）

泥沙灘 河口潟湖 鹽澤 紅樹林 珊瑚礁 岩礁 海草床藻礁 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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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絕危機：臺灣海洋生物保育現況與建議

表、臺灣海洋生態系與對應MPA案例

（資料來源：海洋研究院 28、海洋保育署 29、本研究整理）

海洋生態棲地種類 分佈位置

沿岸

岩礁 主要分布於臺灣北海岸、東海岸及離島（東沙島及太平島除外）

泥灘 主要分布於臺灣西海岸及金門

沙灘 廣布於臺灣本島及離島

河口 廣布於臺灣本島及金門 

沙洲潟湖 主要分布於臺灣西南海岸

礫石灘 零星分布於臺灣本島及離島 ( 東沙島及太平島除外 )

熱帶珊瑚礁
主要分布於恆春半島、澎湖群島及部分離島 ( 金門、馬祖除外 )，
零星分布於臺灣北海岸及東海岸

紅樹林 主要分布於臺灣西海岸，零星分布於澎湖與金門

鹽沼 主要分布於臺中高美濕地

海草床
主要分布於東沙環礁及離島 ( 馬祖除外 )，零星分布於臺灣西海岸
及恆春半島

藻礁
主要分布於臺灣桃園海岸及北海岸，零星分布於東海岸、恆春半
島及澎湖

淺海熱泉 臺灣東北部龜山島周邊

離岸

大陸棚
臺灣海峽的臺灣灘、烏坵凹陷、觀音凹陷、彰雲隆起及澎湖水道
( 水深達 200 公尺 ) 及臺灣北部東海海域

大洋表水層 南中國海盆、巴士海峽及花東海岸外海表水層

大洋深水層 南中國海盆、巴士海峽及花東海岸外海深水層

深海底層（包括深海
冷泉、深海珊瑚礁）

南中國海盆、巴士海峽及花東海岸外海底部

基隆市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 石花菜、水產動植物

伸港螻蛄蝦繁殖保育區 螻蛄蝦

澎湖縣望安島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 綠蠵龜與產卵棲地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 景觀

墾丁國家公園、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珊瑚礁生態系

台江國家公園 樹林溼地 - 歷史遺跡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珊瑚礁生態系 - 海草床生態系

桃園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 藻礁生態系

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中華白海豚

臺灣MPA案例 MPA保護目標

備註：河口溼地、沙洲潟湖以及鹽沼屬於海岸區域範圍，被「海岸法」或是「溼地法」保護，但是以這些法案成
立的保護區並沒有被列在MPA裡面。



結合物種與棲地保護案例：海龜保育
全世界現存的海龜種類共有七種，而臺灣紀錄中的海龜就有
五種，包括綠蠵龜（ Chelonia mydas ）、赤蠵龜（ Caretta 
caretta ）、玳瑁（ Eretmochelys imbricata ）、欖蠵龜（ 
Lepidochelys olivacea ）及革龜（ Dermochelys coriacea ）。
海龜具有重要的生態地位，因此保護海龜的同時也是保護
其生態系。過去數十年以來，海龜的產卵場與覓食棲地持
續消失，全球數量也持續減少 30。海龜不僅名列 IUCN紅皮
書與 CITES附錄名單中，在臺灣也同時受到《野生動物保
育法》的保護。

天然海岸的沙灘是海龜產卵的重要條件，但臺灣的自然海
岸線長度比例逐年下降，目前僅剩 55.56%31。現存穩定的
產卵場僅剩離島：澎湖望安、小琉球、蘭嶼、東沙與太平
島 32，澎湖望安有海龜產卵保護區，小琉球有漁業資源保護
區，東沙則有國家公園，這些不同形式的 MPA也成為海龜
的繁殖庇護所。而海龜的覓食棲地則較為廣泛，在本島從
北部的基隆潮境保護區到南部墾丁都能見到其蹤跡。其中
小琉球出現海龜的密度最高 33，究其原因可能是小琉球近海
水淺，又為珊瑚礁地形，自然吸引海龜及其他海洋動物在
此聚集，以及 2013年禁止在 3海浬內海域使用刺網減少誤
捕風險等等。每年平均在小琉球棲息的海龜數量達 400多
隻 34，保育有成的海龜也成為小琉球的「海洋明星」，10
年間觀光人數增加 2.5倍 35。

儘管臺灣目前擁有數部法規可就「物種保護」以及「棲地
保護」等方面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除了將瀕危物種列入
保育動物清單或是漁業禁捕名單，也有了 46個MPA，但是
海龜只是幸運的少數同時享有「物種保護」以及「棲地保
護」，整體海洋生物的物種多樣性或是生態系的多樣性仍
然面臨著消失的壓力，接下來本報告將透過海洋瀕危動物
鯊魚、海鳥、龍王鯛以及鯨豚的角度，細究為何當前的海
洋保育措施與管理無法有效阻止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消失。

海龜的生態地位

海龜是一種雜食性的大型動物，在海洋生態系統
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存在具有幾項重要的生態
功能 36：
• 穩定棲地：透過攝食海綿或大型海藻，為珊
瑚礁爭取更多生存空間，有助於珊瑚的生長、
繁殖與復育。

• 維持食物網的平衡：過度漁撈或其他原因造
成水母數量大增，而水母會吃掉魚卵與仔魚
使情況更嚴重，海龜攝食水母可以阻斷此一
負循環。

• 促進營養鹽循環：海龜在覓食的過程中翻動
海底以及咬碎堅硬的碳酸鈣貝殼，促進海底
生態系統中的營養鹽循環速率。

• 提供棲地：海龜的體表能夠提供微型生物像
是藤壺的棲地。

12

滅
絕
危
機
：
臺
灣
海
洋
生
物
保
育
現
況
與
建
議

海龜在臺灣是幸運少數同時享有「物種保護」以及「棲地保護」的海洋動物。© Kevin Wells Photography / Shutter Stock



禁捕無法
終結傷害

真相一

鯨鯊是被 IUCN列為瀕危 (EN)等級的海洋動物。 13

滅絕危機：臺灣海洋生物保育現況與建議

© Paul Hilton / Greenpeace



禁捕鯊魚：零通報不等於零誤捕

全球已知約 1,250種鯊魚與魟魚 37，臺灣約有 190種 38。鯊
魚在生態系中多為頂端掠食者（top predator），具有維持
生態系穩定性的功能，因此大型鯊魚往往也是生態系中的
「關鍵物種」39。然而，90年代的鯊魚漁獲量高達 7萬多
公噸，至今只剩 3萬多公噸 40，顯示鯊魚面臨著過度捕撈的
威脅。臺灣針對 18種鯊魚與魟魚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或
《漁業法》列為「禁捕物種」，在臺灣沿近海域所禁捕的
包括：鯨鯊（ Rhincodon typus ）、大白鯊（ Carcharodon 
carcharias ）、巨口鯊（ Megachasma pelagios ）與象鯊
（Cetorhinus maximus）以及兩種鬼蝠魟（ Manta spp.）。

這些鯊魚或魟魚禁止捕撈、持有或販賣，根據規定，若有誤
捕必須填寫通報表，並通報至相對應的管轄單位，例如：列
於保育類動物的鯨鯊與鬼蝠魟由海保署管理，大白鯊、巨口
鯊與象鯊則由漁業署管理。從沿近海區域所彙整後的通報紀

錄來看（如下表），鬼蝠魟、大白鯊與巨口鯊在列為管制漁
獲之後，通報紀錄有下降的趨勢，甚至象鯊鮫一直沒有公開
的誤捕數據。複雜困難的通報措施也許使得漁民不願意繼續
通報 41，無從得知拒絕通報的數量為何，也就是說，即便將
這些軟骨魚類列為禁止捕撈，仍然無法避免誤捕造成死亡的
可能性 42。

延繩釣與流刺網是兩種對鯊魚特別危害的漁具，透過使用更
具有選擇性的漁具或進行漁具的改良，例如：改變魚鉤形
狀與大小、將延繩釣支繩更改為尼龍材質支繩，或是漁網的
深度與長度，將有助於降低誤捕的數量 43。然而，臺灣沿近
海漁業相關管制中，目前除了將延繩釣支繩更換為尼龍支繩
外，並沒有其他特別針對減少誤捕為目標的措施，因此降低
這些受到混獲或是誤捕的保育類魚種死亡率仍有極大的改善
空間 44。

表、沿近海大白鯊、巨口鯊、象鯊、鬼蝠魟獲通報統計

（資料來源：漁業署 45、海保署 46）11開始禁捕 捕獲通告 禁捕後捕獲通告

2015

2008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鯨鯊  魟魚 大白鯊 巨口鯊 象鯊

17

5無資料 10

無資料
無資料

5

9

0

46

9 26

3 11

1 1

12 14

0

13

1

0

0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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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ga Toshka, Rich Carey, Kletr, AVETPHOTOS / Shutter Stock    © 巨口鯊／ Bray, D.J. 2020, Megachasma pelagios  in Fishes of Australia, accessed 06 Oct 2021, https://
fishesofaustralia.net.au/home/species/1675



禁捕應該有配套措施

目前全球一共有 38個以「鯊魚」為保育標的的保護區 47，
以庫克群島為例，2012年依據該群島海洋資源法提出《庫
克群島鯊魚養護與管理國家行動計畫》48，該管理計畫將相
關鯊魚研究成果、保育措施等擬定完整策略。其中幾個重
要規定如：

1. 禁止捕撈鯨鯊、大白鯊、象鯊，更不得在已知其附近
出沒時投放漁具（例如下網）。若投放漁具後才發現
鯨鯊、象鯊或大白鯊與漁具相互影響，應採取一切合
理措施以確保安全釋放，並向海洋資源部回報。

2. 針對所有魚類包含保育類鯊魚，分析漁業行為造成的
混獲或是誤捕鯊魚的情況。

3. 提高觀察員涵蓋率；改善捕獲量與生物資料之通報。
4. 成立鯊魚顧問，每年審查鯊魚捕獲量與生物資料，每
隔兩年審查或修訂管理計畫。

並且在該年年底完成劃設大型鯊魚保護區以維持鯊魚族群
生態的健康性 49，以海洋保護區作為系統性的鯊魚保育管
理。

鯨鯊仍面臨生存威脅

鯨鯊被 IUCN列為瀕危（EN）等級，臺灣在 90年代的年捕
獲量可高達數百隻，但遭到過度捕撈後族群數量急遽下降，
漁業署在 2008年之後依《漁業法》全面禁捕 50，過去幾年
間一直沒有誤捕的通報紀錄（如上表），直到2020年依《野

生動物保育法》列為海洋保育類動物，主管機關轉為海洋
保育署，才有零星的通報紀錄。檢視漁業署在 2012年發布
的《臺灣鯊魚保育及管理國家行動計劃》51，將其內容與庫
克群島相比，可以發現：

1. 鯨鯊相關的族群資源評估相對缺乏，僅有數筆鯨鯊捕
獲紀錄，針對 2001年起至 2006年為止的捕獲紀錄，
2008年列為禁捕後除個位數鯨鯊進行標記外，沒有留
存誤捕資料，也沒有減少誤捕或增加資源量的相應措
施。

2. 庫克群島針對不同鯊魚種類進行分類，臺灣漁業署僅
將鯊魚分成四種類別，文件資料上並無捕撈到海域分
類等資訊。

3. 針對觀察員涵蓋率，僅寫下「不久將來」觀察員數量
將增加到 20人，未針對漁船數量設定比例目標。

4. 對應庫克群島的鯊魚顧問，本計畫中設立鯊魚管理工
作小組卻僅寫下可以「討論」鯊魚管理與保育議題，
未見實際功能與作為。

庫克群島已於 2012年成立大範圍鯊魚的海洋保護區，反觀
臺灣的鯊魚保育仍有許多不足之處。根據《野生動物保育
法》的相關規範，不論海洋或陸地保育類動物，除通報、
禁止捕獵外，為了其生存、繁衍機會，可以根據其數量與
棲息環境現況成立保護區。目前鯨鯊除了列為禁捕的保育
動物之外，仍無對應的保育措施，政府除了現有的加強宣
導通報與研擬如何降低誤捕措施之外 52，也應該建立保育熱
點、救傷機制，成立可以保護鯨鯊與其他瀕危鯊魚的海洋
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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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鯊在臺灣 90 年代的年捕獲量高達數百隻，但遭到過度捕撈後族群數量急遽下降。© Rich Carey  / Shutter Stock



真相二

© 吳依水  /  連江縣政府文化處。發佈於《國家文化記憶庫》

保護區範圍
過小且缺乏
生態連接性

圖中兩隻嘴喙末端為黑色的黑嘴端鳳頭燕鷗，如今全球數量不足 50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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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動物比陸域動物需要更大的保護區範圍

每種動物都會有屬於自己的生活圈（home range），在這
個生活圈中比較容易找到食物、遮蔽敵害或是繁殖，那些
被動物利用最頻繁的區域就稱為核心區 53，普遍來說，動物
的體型越大，其生活圈就越大。但是海洋動物相比陸域動
物的移動能力更高與可活動的空間更大，其生活圈也就更
大，平均大上 10到 1000倍（如下圖）54，例如：仔稚魚
可以隨著洋流擴散至更遠的地方、海鳥與鯨豚可以橫跨整
個大洋進行覓食與繁殖。也就是說，MPA應該要足夠大涵
蓋海洋生物的生活圈，並且根據生物圈劃設核心區與外圍
的緩衝區，才能提供有效的保護性。以大型海洋生物鯊魚
為例，MPA的範圍越大（例如：超過 100平方公里 55），
保護的效果更好 56。然而MPA往往遠不及海洋生物的生活
圈大小 57，研究顯示面積小於 10平方公里的MPA，其生物
種類數量遠低於當初設計MPA預想的數量 58，然而臺灣現
行 46個MPA的中位數僅僅 0.7平方公里，面積小於 10平
方公里的就有 37個 59。    

保護區應具備生態連結性

除了從生活圈考慮 MPA 的範圍之外，生態連接性
（Ecological connectivity）也是考量保育區域重要的概念之
一，聯合國已經在 2020年確認了生態連接性是保護與管理
棲地、生物多樣性以及生態系的關鍵工具 60。簡單來說，生
態連接性就是生物在族群、個體與基因等不同層面於不同
的生態系之間移動，也包含非生物的物質交換 61。生態連接
性可分為棲地連接性（habitat connectivity）與海洋景觀連

接性（seascape connectivity），前者是同種類型棲地之間
的連結，例如：不連續的珊瑚礁。後者則是不同類型的棲
地連結，例如：沿海的紅樹林過度到海草床再到珊瑚礁。
以魚類為例，幼魚期在紅樹林生活，在長大的過程中逐漸
移動到海草床再到鄰近的珊瑚礁，也會在不連續的珊瑚礁
之間移動，進而使這些生態系具有連接性。生態連接性是
一種維持生態系的過程，因此從生態連接性考慮串接不同
的MPA成為網路（MPA network）以及連通MPA之間的生
態廊道，可以使物種保育更為有效 62。

海鳥保護區未考量生活圈與生態連接性

臺灣的海鳥約有 84種 63，將近全球的四分之一 64。因為海
鳥屬於海洋生態系中的高階掠食者，海鳥也有高度移動能
力：在陸地上繁殖，在海域或沿海溼地覓食，所以海鳥具
有很高的生態連接性，對生態系的運作有著重要貢獻，例
如：將營養物質從大洋生態系轉移到島嶼和珊瑚礁、傳播
種子、促進土壤營養等等 65，這樣的生態連接性可以促進生
態系面對外在壓力的恢復力（詳見 Box）。海鳥在每年繁
殖季節通常會選擇相同的棲地，也對人類活動造成的衝擊
有高度的敏感性，是檢視當地海洋生態系健康與否的指標
物種之一 66。

臺灣目前以海鳥為保護目標的MPA共有兩個：依《野生動
物保育法》成立的「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以及「澎湖縣
貓嶼海鳥保護區」，這些島嶼都是小型的無人島，MPA面

（圖片來源：McCauley DJ et al. 2015） （圖片來源：Cannizzo ZJ et al. 2020）

棲地連接性 海洋景觀連接性

圖、陸域與海域動物的移動性 圖、生態連接性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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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別約為 0.7平方公里與 0.3平方公里 67，島嶼陸域為核
心區，低潮線向海延伸 100公尺為緩衝區。燕鷗是這兩個
MPA中最常見的海鳥種類，其中最有名的種類當屬黑嘴端
鳳頭燕鷗（Thalasseus bernsteini），全球數量不足 50隻，
數量極為稀少，被 IUCN評為極危（CR）等級，由於曾被
認定為已絕種，直到 2000年才在馬祖再度發現，因此素有
「神話之鳥」之稱 68。海鳥的繁殖率普遍都很低，每年繁殖
期只產下一或兩枚蛋，提高繁殖成功率便成為保育的重點之
一，黑嘴端鳳頭燕鷗面臨最大的危機是繁殖巢區的威脅，目
前的海鳥保育措施包括成立MPA保護其繁殖棲地、以假鳥
誘引方式提高築巢機率等 69。

儘管成立MPA可以減少衝擊繁殖地的人為威脅，但是海鳥
的活動範圍並不僅僅侷限於島嶼，而燕鷗的主要食物來源
是魚類 70，可能會離開島嶼附近到更遠的海域覓食（如下
圖）71，其他對族群數量威脅的因子還包括：海洋重金屬與
塑膠污染、食物資源缺乏、離岸風力發電等。以風電選址
為例，可能會佔據燕鷗的覓食與遷徙區域 72，造成生態棲地
的破碎化更加嚴重。其次，過度捕撈所造成的沿近海漁業資
源，也可能因而影響燕鷗的食物來源。

根據英國一份海鳥分佈熱點用來建議MPA範圍的研究，海
鳥的生活圈高達數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 73，且範圍不夠大
的MPA對海鳥的保護效果可能也有限 74。生態連接性的中
斷，可能會影響到生態系的運作。因此海鳥的保育措施不
僅需要考慮到繁殖的生態棲地，也必須從生態連接性的層
面考慮擴大保護區範圍或是建立生態廊道等不同方式達到
保育海鳥的目標。

海鳥的生態地位

海鳥與海豚、鯊魚、海龜等大型海洋生物一樣屬於高
階掠食者，但不同體型的鳥種所覓食的食物種類卻不
太相同，例如：約 30克體重的海燕吃浮游動物，可以
長到 12公斤的信天翁則以大型烏賊或魚類為食 76。通
常海鳥居住在偏遠又土壤貧脊的無人島上，具有高濃
度氮鹽與磷鹽的鳥糞肥沃了土壤與週邊海域，成為植
物或浮游植物這些初級生產者的營養鹽來源，而魚蝦
蟹便以此初級生產者維生，因此在海鳥活動範圍的海
域，通常也有較高的生產力 77。不僅如此，曾有研究指
出，海鳥數量較高的附近海域珊瑚礁，因為具有豐富
的營養鹽來源，從白化事件中復原的能力也較高 78。

 （圖片來源：Jonson & Congdon75）

浮游植物 冷水與營養鹽湧升流 營養鹽攝取 成功築巢

食餌魚 大洋表層魚種 掠食 餵食雛鳥

長覓食路徑短覓食路徑

圖、海鳥在島嶼與海域之間繁殖與覓食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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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三

海洋保護區
的執法有效
性不足
被 IUCN列為瀕危 (EN)等級的龍王鯛成長緩慢且數量稀少，非常容易受到漁業行為的衝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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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有執法機關沒有執法計畫

由於 MPA是基於限制人類活動減少生態所受到的威脅，
進而達到保護效果，因此成立 MPA後是否能夠成功達
到目標，能否對人為活動的限制進行有效執法（effective 
enforcement）便成為重要關鍵。綠色和平於《刻不容緩推
動臺灣海洋保護區 30x30》報告中 79即彙整了MPA成功與
失敗的關鍵因素，導致無法達到MPA目標的五大因素包括
「缺乏監控（surveillance）」、「缺乏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守法程度低（compliance）」、「制度競爭」以及「政治
利益高於生態需求」80，這些因素都與是否「有效執法」有
相當程度的關係，例如：屬於利害關係人的當地居民若參
與程度高，通常也會有較為良好的監控程度以及較高的守
法程度，也就是說這些都是執法有效所必備的因子，若沒
有完善的監控，便無從得知守法程度如何。

當法規或管理規則公佈之後，通常會以「罰單」或「懲罰」
作為執法工具，用以建立民眾的守法性。然而，其實是透
過「公眾教育」以及「同儕壓力」才是最能確保有效守法
的方式 81，這也是為什麼利害關係人高度參與 MPA的決策
與守法程度有正相關 82，而帶有「解釋性」的執法過程同時
也具有「教育」公眾的功能，進而提昇守法程度。然而，
檢視臺灣 MPA相關法規的其執法機關與執法計畫（如下
表），可以發現這些MPA法規都有違規相關的罰則，且大
部分的MPA雖然有執法機關，例如：國家公園由內政部警
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作為執法機關，漁業資源保育區則

是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作為執法機關，但細究各個 MPA的
相關計畫，這些MPA並沒有任何逐步提高守法程度的執法
計畫，因此也無從得知其執法效果如何。

儘管無從得知目前 MPA的執法計畫與其有效性，但或可
從現有的資料窺探一二。農委會漁業署的網站即彙整了自
2014年至 2018年的「海洋保護區的執法成果」與「海洋
保護區民間巡守隊巡護成果」。前者是以「禁止進入」、「禁
止採捕」與「多功能使用」三個等級分類去統計執法成果，
有許多保護區的違規取締件數多年來全部都是零，難以推
斷是否有落實執法，且這些統計是將部份 MPA的違規處分
數量整併，無從比較個別 MPA的情況。因此以「107年度
海洋保護區民間巡守隊巡護成果」為例，該年度的 MPA共
有 39個，值勤總時數前三名的MPA為：2,920小時的「臺
東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1,920小時的「基隆市望海巷潮
境海灣資源保育區」、1,920小時的「屏東琉球漁業資源保
育區」以及 1,920小時的「新北貢寮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
區」。同時，富山、潮境與小琉球這幾個區域也是保育有
成較為知名的MPA83,84,85，顯示屬於利害關係人的當地居民
若參與程度高，能達到較好保護效果。值得一提的是，海
洋保護區的主管機關自 2019年從農委會漁業署轉由為海委
會海保署職掌，但至今仍未公告各個海洋保護區執法成效
的相關報告。

（資料來源：Tsai and Hu (2020)86 以及本研究整理）

MPA相關法規 依據該法成立的MPA數量 執法機關 執法計畫

國家公園法 4 有 無

野生動保法 6 理論上有，實際上沒有 無

漁業法 30 有 無

發展觀光條例、都市計畫法 2 無 無

文化資產保存法 4 有 無

表、MPA相關法規的執法機關與執法計畫

20

滅
絕
危
機
：
臺
灣
海
洋
生
物
保
育
現
況
與
建
議



（資料來源：漁業署 87,88,89）（單位：小時）

表、臺灣各個 MPA 於 2016至 2018年進行民間巡守隊巡護成果值勤總時數

MPA名稱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臺東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 2,920 1,992 1,080

基隆基隆市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 1,920 1,992 當年成立

新北貢寮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1,920 1,992 540

屏東琉球漁業資源保育區 1,920 1,056 1,056

彰化伸港螻蛄蝦繁殖保育區 1,200 1,494 900

彰化王功螻蛄蝦資源保育區 1,200 1v494 900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365 180 365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312 1,240 1,504

澎湖縣貓嶼海鳥保護區 80 176 零值勤時數

墾丁國家公園 零值勤時數 244 432

棉花嶼花瓶嶼野生動物保護區 32 零值勤時數

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 4,470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台江國家公園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

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宜蘭蘇澳漁業資源保育區

宜蘭頭城漁業資源保育區

基隆基隆市水產動植物保育區

新北萬里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新北瑞芳保育區

苗栗灣瓦海瓜子繁殖保育區

彰化伸港（二）螻蛄蝦繁殖保育區

屏東車城漁業資源保育區

屏東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資源培育區

臺東綠島漁業資源保育區

臺東小馬漁業資源保育區

臺東小港漁業資源保育區

臺東宜灣漁業資源保育區

花蓮壽豐鄉鹽寮資源保育區

花蓮壽豐鄉水璉資源保育區

花蓮高山資源保育區

花蓮小湖資源保育區

花蓮豐濱資源保育區

花蓮石梯坪資源保育區

澎湖小門漁業資源保育區

澎湖七美漁業資源保育區

金門金門古寧頭西北海域潮間帶鱟保育區

零值勤時數

21

滅絕危機：臺灣海洋生物保育現況與建議



遭到盜獵的龍王鯛需要有效的執法行動
臺灣目前唯二被列在保育動物名單中的硬骨魚類是曲
紋唇魚（ Cheilinus undulatus，俗名龍王鯛、拿破崙、
蘇眉與波紋鸚鯛等）以及隆頭鸚哥魚（ Bolbometopon 
muricatum），同時都列在 IUCN紅皮書名單中，分別列為
瀕危（EN）與易危（VU）等級。過去，龍王鯛曾在臺灣周
遭礁岩海域分佈，但目前僅在墾丁、綠島、蘭嶼、澎湖與
東沙等海域有紀錄 90，由於成長緩慢且數量稀少，非常容易
受到漁業行為的衝擊。近年最具知名度的兩起盜獵事件分
別位於 2016年的綠島以及 2021年的蘭嶼，暫且不論蘭嶼
仍無MPA保護當地生態的問題，以綠島的案件為例，即使
被列為保育動物以及成立 MPA，仍無法阻止盜獵情事。從
上表的民間巡守隊巡護成果來看，綠島漁業資源保育區並
無任何巡邏紀錄，似乎也反應出利害關係人的參與程度較
低時，同時也缺乏「同儕壓力」，導致守法程度較低。

龍王鯛的生態地位

龍王鯛在幼年仔魚期會在沿海的海草床或是紅樹林
度過，成年後會到水較深的珊瑚礁 91，棲息範圍與
其他珊瑚礁魚有重疊之處而且大得多，因此保護龍
王鯛的同時，也能夠保護其他物種，稱為雨傘物種
（ umbrella species ）92。屬於肉食性動物，以魚
類及底棲性動物為主要食物 93，其中就包括棘冠海
星 ，這是一種會吃珊瑚的海星 94，數量爆增時會危
害珊瑚礁健康。因此龍王鯛的存在能夠控制棘冠海
星的數量，有利於維持珊瑚礁生態系的平衡。但更
需注意的是，避免珊瑚水域優養化以維持水域環境
浮游植物的穩定，如此可減少棘冠海星幼體的食物
與降低棘冠海星大量發生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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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四

缺乏實證
決策的保育
政策有效性
大打折扣
中華白海豚在臺灣數量不足 50隻，於西部沿海與人類活動範圍高度重疊，極易受到衝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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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決策是基於科學證據的管理方式

以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為目標的MPA，不僅需要從生態
系考量整體的設計與規劃，而這些相關的政策制定應該
基於強而有力的數據與事實，稱為實證決策（Evidence 
Based Decision Making）模式。管理者為了檢視是否達
到成立 MPA的目標，必須將這些目標拆解成能夠以數
據分析回答的問題 95，可以將這些問題分成三種類型，
第一種所提出的問題類型是「認知發展」，是為了理解
MPA的價值與其中的人為活動壓力，可以透過基礎的生
態調查以及推論性統計分析獲得答案，例如：採樣點中
有哪些底棲生物、有多少遊客造訪 MPA。第二種問題類
型是「資料探勘」，是為了發現在MPA中呈現的現象或
趨勢，通常需要具有前後時間對照的數據加以驗證，例
如：漁民是否遵守分區限制、MPA中的傳統或原住民文
化是否被維持或減弱、MPA中受威脅的物種是否減少。
第三種問題類型是「因果關係」，是為理解 MPA的管理
措施所帶來的影響，便會需要因果分析來驗證，例如：
教育專案是否改善分區限制的遵守情況、完全禁漁區改
善生物多樣性的效果是否比部份禁漁更好。
 

當前海洋保護區普遍缺乏實證決策原則

無論要回應MPA是否達到目標的哪一種問題，都需要有
科學性的數據得以進行分析，因此監測計畫取得數據就
成為管理 MPA過程中重要的任務之一。國家公園體系
下的MPA，例如墾丁國家公園，依法會定期進行通盤檢
討，作為變更管理政策的依據，自 1982年成立至今已
經進行過四次通盤檢討。但是《國家公園法》所成立的
MPA只有四個（如下表），事實上，檢視現行所有成立
MPA的法源，也僅有國家公園法以實證決策原則作為管
理依據，也就是說 46個保護區只有 4個採行此觀念作
法。根據海洋保育署在 2020年對臺灣MPA的盤點報告

中 96，其他法源依據成立的MPA有無監測計畫也往往取
決於不同機關單位的人力、物力與資源。

例如：彰化縣伸港螻蛄蝦繁殖保育區在 2006年成立後，
就有進行長期的資源量與環境監測計畫 97,98。反之，以宜
蘭的蘇澳漁業資源保育區為例，該MPA在1997年依《漁
業法》核定成立，當初成立的保護目標是龍蝦、九孔與
石花菜等漁業資源，但是當地的海岸線長期受到海浪侵
蝕已經改變，保育對象似乎也因而消失，然而該MPA並
沒有任何的監測計畫得以證實族群資源量的變動。再回
過頭檢視《漁業法》，確實沒有實證決策的機制得以調
整針對MPA的管理措施。該盤點報告也指出，這些數據
資料過於分散以及資料一致性程度低，使盤點過程中的
困難度增加。管理者在缺乏科學證據或是監測與評估機
制的情況下，實在難以制定符合實際情況的決策，可能
使保育計畫淪為紙上談兵。

鯨豚保育計畫需要足夠的實證決策

出現在臺灣的鯨豚約 30多種，就佔了全球鯨豚種類三分
之一 99。鯨豚是重要的海洋生態指標，監測海豚族群健康
就能了解其海洋環境是否有問題，保育鯨豚同時也是確
保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方式。以臺灣鯨豚相關的保育措施
來看，除了將所有鯨豚列入保育類名單，確保禁止捕撈
之外，就只有為西部海域的白海豚成立MPA加以保護，
而東部海域尚無任何一個針對鯨豚棲息環境的 MPA。根
據 2019年海保署的「台灣海域鯨豚族群調查計畫」100

以及 2020年的「華盛頓公約附錄海洋物種資料調查計
畫」101，鯨豚物種的威脅以刺網混獲以及非法捕撈為主，
東部海域鯨豚混獲的季節是春季捕捉曼波魚、夏季捕捉
雨傘旗魚與秋冬捕捉旗魚，2004年曾有研究指出，花蓮

表、具有實證決策原則的MPA相關法規

MPA相關法規 實證決策原則 依據該法成立的 MPA數量

《國家公園法》 有 4

《野生動物保育法》

無

6

《漁業法》 30

《發展觀光條例》、《都市計畫法》 2

《文化資產保存法》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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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梯海域每艘船航次的鯨豚誤捕率為 19.6%102。減輕混
獲措施包括：漁網上增設蜂鳴器、改善漁網或漁具以及
關閉鯨豚關鍵棲息地的刺網漁業。但目前花東兩縣市的
沿近海漁業作業管制相關法令公告並未見針對混獲所進
行的漁業管理措施 103,104。

整體而言，臺灣的鯨豚並未獲得有系統性且長期的持續
性調查，我們對鯨豚在臺灣週邊海域利用程度的了解也
依然有限，例如：海域的魚類生物資源是否會影響鯨豚
數量？鯨豚是否有固定覓食或休息地點？也就是說，鯨
豚保育計畫仍然缺乏實證決策的落實。

以中華白海豚（ Sousa chinesis ）為例，可以說明為何
鯨豚保育政策缺乏實證決策原則：臺灣西部白海豚的足
跡分佈於新竹到臺南離岸三公里內的海域 105，由於其生
活環境與人類活動高度重疊，而且繁殖速度緩慢，因此
面臨各種人為活動時特別容易受到衝擊。其中主要有六
種生存威脅因子 106：棲地劣化、海洋污染、食源減少、
漁業混獲、海上活動及水下噪音。目前在臺灣西部海岸
的族群數量不足50隻 107，被 IUCN列為極危（CR）等級，
至今族群數量仍在持續下降中（如下圖）。白海豚保育
工作歷經十數年的研究與調查，以及與利害關係人之間
的溝通協調，於 2020年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成立「中
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108，其MPA範圍北起

苗栗、南至外傘頂洲，距離海岸線 1至 3海浬不等的海
域，共 763平方公里，涵蓋了海洋生態系與河口生態系。

根據海洋委員會的「臺灣白海豚保育計畫」109，有研究
指出漁業混獲對白海豚具有相當威脅，而且白海豚也有
不同的區域利用程度，其中臺中大肚溪口南岸與彰濱工
業區是重要性最高的生態熱區，然而這些熱區卻也與當
地刺網作業區域高度重疊 110。細究其MPA管理辦法，並
未劃分任何禁漁區、緩衝區等分區管理，仍然允許既有
的漁業開發利用行為。令人不禁質疑，「中華白海豚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的劃設與管理方式在漁業管制方
面明顯不符合實證決策原則，難以達到原本成立MPA的
保護白海豚之目標。

中華白海豚是一種生活在淺海域（水深小於 30公
尺）的海豚，其食物來源主要為各式各樣的魚類，
身為食物鏈中的頂端掠食者，具有穩定整體生物
群的功能，例如：白海豚數量的減少會導致大型
底棲魚類例如海鯰（Arius sp.）數量增加，進而
導致這些魚類所掠食的蝦蟹數量減少，不僅影響
具有經濟價值的蝦蟹漁業，也會導致生物多樣性
的減少 111。

（資料來源：臺灣生物多樣性網 112）

圖、白海豚歷年數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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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
保育的建議
禁捕措施無法減緩漁業衝擊，
應成立海洋保護區提供庇護

列在保育動物禁捕名單中的海洋動物生活環境與漁業範圍重
疊，禁捕無法減少保育物種受到的威脅。政府應該針對容易
遭受混獲的保育物種，建立保育熱點、救傷機制，並設立海
洋保護區庇護生存環境，減少被漁業誤捕或是船隻撞擊的風
險。

海洋保護區的執法有效性不足，
應提高利害關係人的參與與守法程度

大部分的海洋保護區雖然有執法機關，普遍缺乏執法計畫，
因此無從得知執法效果為何。也就是說，空有海洋保護區的
名義，卻無法有效執法以減少人類活動的威脅。政府應該透
過利害關係人的參與，進行有效監控，以提高守法程度。

保護區範圍太小，
應擴大範圍並考慮生態連接性

政府應該擴大海洋保護區範圍、將不同的海洋保護區連成網
路或是建立生態廊道，考慮不同生態系之間的生態連接性，
才能達到保護海洋動物的目標。

法規與管理措施應落實「科學實證決策原則」

管理保護區應該以客觀的科學証據為基準，再進行決策。然
而目前不僅缺乏據以調整政策的監測與治理數據，也沒有根
據科學證據制定妥善的決策，可能導致海洋保護區難以達到
原本成立時的目標。政府應該積極整合海洋保護區法規，並
將實證決策原則融入整體海洋保護區的相關法令與政策，作
為檢討與改善管理的相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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