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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生物學 (2006/4/14) 

物種保育： 

 

為何有些物種常見？有些物種則稀有罕見？ 

普遍性(commonness) �────�稀有性(rarity) 

 

 

Rabinowitz(1981)定義物種稀有性的三個參數 

一、族群數量多寡 

二、地理分布狀況 

三、棲息地的特殊性 

 

稀有物種類別表 

地理分布 廣泛 狹窄 

棲息地特殊性 弱 強 弱 強 

族群數量多 分布範圍廣泛 分布範圍廣泛 分布範圍狹窄 分布範圍狹窄 

 棲息地多樣 棲息地單一 棲息地多樣 棲息地單一 

 局部數量多 局部數量多 局部數量多 局部數量多 

族群數量少 分布範圍廣泛 分布範圍廣泛 分布範圍狹窄 分布範圍狹窄 

 棲息地多樣 棲息地單一 棲息地多樣 棲息地單一 

 族群量稀少 族群量稀少 族群量稀少 族群量稀少 

 

物種稀有性指的是物種在族群數量上的自然變化，用以來確定物種保育的優先順

序並不適當，以保育的角度，物種受到多少威脅才是最重要的因子。 

 

 

物種及族群保育的方式： 

一、域內保育(in situ conservation) 

二、域外保育(ex situ conservation) 

 

 

一、域內保育 

評估劃分人類活動對物種的威脅： 

 

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的紅皮書(Red Data Book)：列舉了世界上受威脅物種

名錄，敘述這些威脅種發展的評估，按照其威脅程度嘗試性地對物種就滅絕的可

能性而言)作了等級的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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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威脅物種劃分等級： 

一、滅絕(extinct)：對過去個種分布地點，以及其他已知或可能的一些地點反

復調查之後，認為野外不會再會存在的那些物種。 

二、瀕危(endangered)：若導致其衰落的因素還在起作用，就會有滅絕危險和不

可能存活的那些物種。 

三、易危(vulnerable)：若導致其衰落的因素還在起作用，據信在不久的將來就

可能成為”瀕危”類別的那些物種。 

四、稀有(rare)：目前雖不是”瀕危”或”易危”，但有生存危險，而且族群在

全世界都很小的那些物種。 

五、未定(indeterminate)：可能屬於”瀕危”、”易危” 或”稀有”，但究竟

要歸類於那個類別才適當，尚無足夠資料來說明的那些物種。 

六、不詳(insufficiently known)：由於缺乏資料，只是懷疑，尚無法肯定地歸

屬於上述任何類別的那些物種。 

 

 

Mace and Lande(1991)新的建設性定義： 

一、滅絕(extinct)：(同上)。 

二、極危：在 5年或 2個世代中或更長些，都有 50%的滅絕機率。 

三、瀕危(endangered)：在 20 年或 10 個世代中或更長些，都有 50%的滅絕機率。 

四、易危(vulnerable)：在 100 年有 10%的滅絕機率。 

五、不詳(insufficiently known)：(同上)。 

 

 

上述的評估方法需依據兩種測量： 

一、測定物種衰落(species decline)的速度 

二、分析族群生存力(population viability) 

 

 

IUCN(2001)定義受威脅物種等級：針對族群數量、地理分布範圍、以及族群中的

成熟個體比例劃分。 

 

I.滅絕 (extinct)：在合乎被調查物種的生活週期與生活型式，對其已知和可能

存在的生態環境中，以及整個歷史分布區進行詳盡調查，都沒

有找到任何一隻活體者。 

II.野外滅絕 (extinct in the wild)：當某物種已知只活在栽培和圈養狀態下，

或已經成為過去分布區之外的一個馴化族群者。 

III.極危 (critically endang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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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過去 10 年或三個世代以上時間中，族群量下降 90%以上者。 

2.分布範圍估計小於 100 平方公里，且嚴重分裂或僅出現在某單一地點者，

或分布範圍或棲息地或成熟個體數量正持續衰減者。 

3.族群數量中成熟個體<250 個。 

4. 10 年或三個世代以上時間中(最多 100 年內)，野外滅絕概機率>50%以上

者。 

IV.瀕危 (endangered) ： 

1.過去 10 年或三個世代以上時間中，族群量下降 70%以上者。 

2.分布範圍估計小於 5,000 平方公里，且嚴重分裂或僅出現在某單一地點

者，或分布範圍或棲息地或成熟個體數量正持續衰減者。 

3.族群數量中成熟個體<2,500 個。 

4. 10 年或三個世代以上時間中(最多 100 年內)，野外滅絕概機率>20%以上

者。 

 

V.易危 (vulnerable)： 

1.過去 10 年或三個世代以上時間中，族群量下降 50%以上者。 

2.分布範圍估計小於 20,000 平方公里，且嚴重分裂或僅出現在某單一地點

者，或分布範圍或棲息地或成熟個體數量正持續衰減者。 

3.族群數量中成熟個體<10,000 個。 

4. 10 年或三個世代以上時間中(最多 100 年內)，野外滅絕概機率>10%以上

者。 

 

VI.近危 (near threatened)：當某個體已按標準接受了評估，目前狀況尚未達

到極危、瀕危或易危的等級，但在不久的將來可能進入上述任一等級者。 

 

VII.略需關注 (least concern)： 當某個體已按標準接受了評估，目前狀況尚

未達到極危、瀕危或易危的等級者，包括分布廣、族群數量多者。 

 

VIII.資料不足 (data deficient)：由於資訊不足，只能按分布和/或族群數量

直接或間接評估其滅絕風險者。 

 

IX.未評估 (not evaluated)：當某物種尚未按標準進行評估者。 

 

 

小族群管理 

目標：設法改變受威脅族群的滅絕機率上升的趨勢。 

 

小族群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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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息地破壞或碎裂化(fragmentation)造成大族群破碎成若干小族群。 

 

最小可存活族群(minimum viable population; MVP)： 

族群可維持存續而不至於一直下降到滅絕的最小可存活數量。 

 

Shaffer(1981)定義 MVP： 

「最小可存活數量是指任何棲息地的任一物種的隔離族群，在可預見的族群數

量、環境、遺傳變異和自然災害等因素的影響下，具有 99%的存活機率能存活 1000

年的最小族群數量。」 

 

要估計 MVP 需要有族群動態(population dynamic)、族群統計 (demography)、

棲地需求(habitat requiremants)等資料。(Thomas 1990) 

 

脊椎動物 500-1000 隻個體原則(Lande 1988) 

無脊椎動物 10,000 隻與一年生植物 10,000 株 

 

最小動態區(minimum dynamic area, MDA)：維持 MVP 所必需的最適棲息地範圍。 

保育加拿大棕熊 50 隻需要 49,000 平方公里， 

而 1000 隻則需要 2,420,000 平方公里。(Noss and Cooperrider 1994) 

 

美國西南部高山之加拿大盤羊(Ovis canadensis)120 族群 70 年觀察，少於 50

隻個體的族群在 50 年內都滅絕了，多於 100 隻的族群則都存活下來。(Berger 

1990) 

圖 3.1 

 

 

海峽群島(channel Island)的海鳥研究，超過 100 對的海鳥族群有 90%以上之存

活機率持續 80 年(Jones and Diamond 1976) 

 

 

小族群的問題：遺傳變異的喪失 

遺傳變異性的重要性在於可讓族群適應多變的環境。 

遺傳變異性的經由基因漂變(genetic drift)而隨時間喪失 

圖 3.2 

 

 

小族群在當地快速減少或滅絕原因： 

1.遺傳變異性低，近親繁殖(inbreeding)和遺傳漂變(genetic drift)導致之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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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問題 

2.出生率與死亡率的隨機性導致族群數量的不穩定 

3.捕食、競爭、疾病、食物供應等供應等生物性因素 

4.環境波動變化劇烈 

 

 

近交衰退(inbreeding depression)：近親繁殖使來自雙親的有害基因得以表現。 

 

族群生存力分析(population viability analysis, PVA)： 

透過預測模式之建立，來預測族群未來的區勢，並參考了族群數量(因變數)與對

其有影響的因子(變數)間的關係。影響的因子包括出生率、死亡率、氣候、疾病

等。 

Nt+1 = (Nt*S) + (Nt*B*S) 

 

Nt : 在 t 時間時之族群量 

Nt+1 : 在 t+1 時間時之族群量 

B: t 至 t+1 時間中每隻個體所產生後代的平均值 

S: 族群個體從 t至 t+1 時間中的存活率 

 

 

小族群管理 50/500 法則(50/500 rule)： 

 

Franklin(1980)： 

短期內為了防止族群出現近交衰退，以避免遺傳變異迅速消失，族群中維持 50

隻個體為絕對最小族群量(absolute minimum population)，圈養動物每代喪失

2%-3%遺傳變異。由果蠅突變率資料，長期而言，為保持遺傳變異性則需要有 500

隻個體。 

 

有效族群量 (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 Ne)： 

在一特定時間內能經由繁殖而對族群作出貢獻的個體數量。 

5 年內穩定族群的有效族群量(Ne) = 50 

 

 

自然保育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努力保護遺傳變異差異大的族群間不要出現基因型

的混合，否則就會喪失這些局部適應與變異。然而相鄰的族群則應保持或恢復聯

繫，以防止遺傳隔離(genetic isolation)。 (Sherwin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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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生物地理學(Island Biogeography)—(MacArthur and Wilson 1967) 

大陸性島嶼 

海洋性島嶼 

棲息島嶼(habitat islands) 

 

島嶼上生物相的特性： 

1.為一不穩定的平衡狀態， 

2.受移入種生物拓殖速率與原生種生物滅絕速率之關係影響 

3.往往為大族群分出來的小族群 

4.缺少天敵及競爭對手 

 

瓶頸效應(bottleneck effect)： 

當族群數量急劇下降時，族群中許多稀有或特殊的基因往往會因為個體的無法生

存而喪失。 

 

創始者效應(founder effect)： 

當少量遷入者建立新的族群時，通常會出現一種自然的遺傳瓶頸，即僅具有相當

有限的遺傳變異的現象。 

 

影響島嶼上生物相的因素： 

一、島面積的大小 

二、地形的複雜性 

三、距離大陸的遠近 

四、鄰近地區生物相的複雜度 

五、生物種類的遷移能力 

六、移入種生物拓殖速率與原生種生物滅絕速率之關係 

 

 

島嶼生物地理學可用來預測由於生態棲境遭破壞而可能滅絕的物種數及其比例 

(Simberloff 1986) 

若一個島嶼(棲息地)50%面積被破壞則該島上分布的物種會有 10%消失； 

當 90%面積被破壞則該島上分布的物種會有 50%消失； 

當 99%面積被破壞則該島上分布的物種會有 75%消失。 

 

 

生態保護區或自然保護區之劃定原則 

(1) 大面積比小面積要好(SLOSS) 

(2) 同樣的面積，一整塊大面積要比好幾塊小面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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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態系統完全維持比部分維持好 

(4) 面積形狀為圓形比不規則型好 

(5) 小塊的保護區之間最好以非直線的方式排列，使族群間的隔離愈短愈好 

(6) 直線排列的小區域最好有”生態走廊(habitat corridor)”聯接或”踏腳

石”維繫 

(7) 保護區包括核心區(core area)及緩衝區(buffer zone)之設計與管理 

 

 

二、域外保育(ex situ conservation) 

何謂域外保育？(又稱移地保育) 

將某些或單獨的生物個體自其自然生境移出至圈養環境裡進行繁殖培育，或保持

其遺傳繁殖群(genetic stock)。 

 

何時需進行域外保育？ 

當物種及其族群面臨瀕危，而在其自然棲地之滅絕機率比存活機率高時，域外保

育是可採用的一種極端性措施。 

 

域外保育的邏輯與意義： 

以保育生物學長遠的觀點，對物種進行的人工繁殖或域外保育成功，並非就是自

然保育，只有將物種再引入(reintroduction) ，當物種在自己的自然棲地生存

並得以維持時，域外保育才會具有真正意義。 

 

物種的再引入(reintroduction) 

IUCN(1998)定義： 

「在某個地區重建某個族群的一種嘗試，而該地區曾經是該物種歷史分布區的一

部分，但該物種已經在當地消失或正在滅絕」 

 

 

IUCN 對物種引入的指導方針 (IUCN Guildelines for Reintroductions 1998) 

1.再引入的目的與目標 

(1) 目的 

(2) 目標 

2.多學科的參與 

3.進行項目的事前準備 

(1)生物學方面 

A.分析可行性，並研究其背景 

B.了解前人所作過的再引入工作 

C.選擇釋放地點與釋放棲地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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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評估再引入地點 

E.準備好適合釋放的繁殖群(stock) 

F.對圈養繁殖群的訓練與釋放 

(2)社會經濟學與法律方面的要求 

4.計劃、準備及釋放階段需要作的工作 

5.釋放後需要進行的工作 

 

 

Fisher and Lindenmayer(2000) 

以 1979 年來 180 個研究實例發現 23%成功，25%失敗，其餘結果不明。 

成功的條件： 

1.消除導致過去族群數量下降的因素 

2.使用野生的種源群，而非圈養繁殖者 

3.釋放大量的個體(n>100) 

 

 

 

對瀕危動物的域外保育：人工繁殖 

 

人工繁殖對物種保育的好處— 

1.能為重新建立族群而增加個體數量 

2.能發展稀有物種基礎生物學的研究 

3.最終可以減少從野外捕捉個體的需求 

4.圈養族群可用來發展對物種保育的公眾教育 

 

人工繁殖對物種保育的問題— 

1.初始繁殖群來源的捕捉將使剩下的野外小族群瀕危 

2.適當的繁殖培育場所 

3.需維持足夠的族群個體數量始可避免遺傳漂變與遺傳變異消失 

4.繁殖群會適應圈養環境，使其不再適應原自然棲所 

5.在圈養環境下，個體會喪失野外學習能力 

6.在圈養環境之高密度個體聚集容易傳染疾病 

7. 在圈養環境下，不易使個體進入生殖狀態 

 

人工繁殖的技術(Holt 1994) 

1.精卵採集(semen and egg collection) 

2.人工授精(insemination) 

3.體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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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子顯微注射(microinjection of spermatozoa) 

5.胚胎移植(embryo transfer) 

6.超低溫保存 

 

島嶼生物地理學(Island Biogeography)—(MacArthur and Wilson 1967) 

大陸性島嶼 

海洋性島嶼 

棲息島嶼(habitat islands) 

 

影響島嶼上生物相的因素： 

七、島面積的大小 

八、地形的複雜性 

九、距離大陸的遠近 

十、鄰近地區生物相的複雜度 

十一、 生物種類的遷移能力 

十二、 移入種生物拓殖速率與原生種生物滅絕速率之關係 

 

 

島嶼生物地理學可用來預測由於生態棲境遭破壞而可能滅絕的物種數及其比例 

(Simberloff 1986) 

若一個島嶼(棲息地)50%面積被破壞則該島上分布的物種會有 10%消失； 

當 90%面積被破壞則該島上分布的物種會有 50%消失； 

當 99%面積被破壞則該島上分布的物種會有 75%消失。 

 

 

生態保護區或自然保護區之劃定原則 

(1) 大面積比小面積要好 

(2) 同樣的面積，一整塊大面積要比好幾塊小面積好 

(3) 生態系統完全維持比部分維持好 

(4) 面積形狀為圓形比不規則型好 

(5) 小塊的保護區之間最好以非直線的方式排列，使族群間的隔離愈短愈好 

(6) 直線排列的小區域最好有”生態走廊(habitat corridor)”聯接或”踏腳

石”維繫 

(7) 保護區包括核心區(core area)及緩衝區(buffer zone)之設計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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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保育實例：台灣櫻花鉤吻鮭的危機 

 

台灣櫻花鉤吻鮭數量為何減少？ 

生態環境面臨五大危機，使得早期原本活躍在大甲溪上游的台灣櫻花鉤吻鮭族群

數量下降。 

 

第一個危機是颱風、暴雨和平均水深下降的因素。 

第二是全球氣候異常，水溫升高，使得孵化率降低。 

第三為現存的環境屬於容易發生森林大火的區域，森林大火易改變原有生態平

衡，破壞台灣櫻花鉤吻鮭棲息地。 

第四是早期武陵地區的農業政策，水溫、農藥、重金屬及懸浮物影響水質，也影

響到台灣櫻花鉤吻鮭的生存空間與食物量(水生昆蟲)。 

第五為攔沙壩的設立阻絕台灣櫻花鉤吻鮭迴游的通道，造成棲地不連續的狀況，

以及小族群隔離，導致遺傳劣化現象。 

 

如何拯救台灣國寶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