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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入侵種議題的國際發展 

近年來，外來入侵種 (Invasive Alien Species, IAS)1 產生的問題日益受到重

視，成為國際上重要的環境議題。外來種 (Alien Species)是《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的 15個跨領域議題 (cross-cutting issues)之

一 (見 http://www.biodiv.org/programmes)，而外來種的入侵 (invasion)已公認為導

致生物多樣性消失的重要機制，其威脅僅次於棲息地的破壞  (habitat 

destruction)，有人甚至認為，外來入侵種根本就是導致棲息地喪失，進而造成物

種滅絕的主因。 

根據全球入侵種方案 (Global Invasive Species Program, GISP)的估算，入侵

種造成的環境和社會經濟損失，每年高達全球經濟的 5%，亦即 1.4 兆美金。外

來入侵種的威脅為什麼難以消彌呢？這個問題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回答，不

過，我們可以從人類活動和外來入侵種禍害的糾葛中看到兩個重點。首先，沒有

一個政府能夠有效禁止外來種的引進，事實上，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都鼓勵引進外

來種（例如引進農藝作物、園藝作物、寵物或生物防治用的天敵），因此要從保

護生物多樣性的角度立法禁止引進外來種，勢必要平衡兩造（鼓勵引進和禁止引

進）的利益，而要解決這樣的矛盾（甚或衝突）絕非一一蹴可幾。其次，當今的

科學能力尚不足以預測某個物種會不會成為入侵種。我們之所以不可能管好入侵

物種，是因為我們不確定一個引進的外來種未來對生態系的影響有多大？就管理 

1
根據全球入侵種方案的定義，外來入侵種 (IAS)是指「在有心(intentional)或無意的(unintentional)
狀況下，一個被引進非其自然分布的地區，進而立足、入侵、將原生物種淘汰、佔領該新環境

的物種。」這裡定義的入侵種僅指威脅生物多樣性但不包括造成經濟損失的物種；然而根據美

國柯林頓總統頒佈的第 13112號行政命令，入侵種的定義則是指「引進之後造成(或可能造成)
經濟損失、生態破壞或有害人類健康之外來種。」無論哪一種定義，外來種都有別於入侵種，

國際關切和本文所討論的都不包括非外來的入侵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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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而言，只好退而求其次，管制「有可能入侵(或為害)」的外來物種(例如詳列

「黑名單 (black-list)」或「白名單 (white-list)」2)。 

有鑑於外來入侵種的影響層面廣泛、複雜，管理棘手，國際間早在 10年前

已經展開行動，1996年於挪威的特隆赫姆 (Trondheim)舉辦的挪威與聯合國的外

來種研討會 (Norway/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Alien Species)開啟了處理入侵

種問題的國際浪潮，特隆赫姆研討會成為全球入侵種方案 (GISP)的前身，而其

決議則啟動了一些國際行動。入侵種的議題從 1996 到 2002 年間受到廣泛的重

視，當時入侵種議題的相關國際工作有兩大重點：其一是為各國或各區域的執行

工作樹立指導原則；其二是為國際援助設定優先順位和靶標 (target)。當然，這

些工作的背後還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設定多邊談判並規劃一個有關外來入侵種

的國際法定文書。本文將這七年間所展開的一些國際行動介紹如下。 

一、《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指導原則 (CBD Guiding Principled)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五屆締約國大會第八項決議 (UNEP/CBD/COP/5/8)

通過了預防、引進並降低外來種衝擊的指導原則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Prevention, Introduction and Mitigation of Impacts of Alien Species)。合計 15

項的指導原則是一般性的建議，但其主要用意仍在於促使各國政府訂定防

範、管理入侵種的政策並採取適當的行動，而不只是訂個相關法律了事而

已，因此指導原則並沒有就撲滅已入侵物種的法律和行政措施提出任何建

議。 

二、全球植物保育方略 (Global Strategy for Plant Conservation, GSPC) 

《生物多樣性公約》於 2002 年通過的「全球植物保育方略」也和外來

入侵種有關，這個方略特別建議：(一)各國政府至少針對會對植物、植物社

會及其相關棲地與生態系產生威脅的 100種重要外來種備妥管理方案；(二)

不使任何一種野外植物因為國際貿易而受到瀕危的壓力。從這兩項建議看

來，全球植物保育方略似乎傾向於支持「黑名單」或「依種別逐一考量 

(species-by-species)」的管制做法，同時，不包括瀕危物種在內的國際貿易也

在全球植物保育方略處理的範圍之內（瀕危物種的國際貿易則由華盛頓公約

(CITES)管轄）。 

三、國際海事組織壓艙水公約 (IMO Ballast Water Convention) 

據估計，至少 3,000種的海洋動植物被船舶的壓艙水引進了新的地區，  
＿＿＿＿＿＿＿＿＿＿＿＿＿＿＿＿＿＿＿＿＿＿＿＿＿＿＿＿＿＿＿＿＿＿＿＿＿＿＿＿＿＿＿＿＿＿＿＿＿＿＿＿＿＿＿＿＿＿＿＿＿＿＿＿＿＿＿＿ 

2  
將已知的有害生物列入黑名單，則凡是不在黑名單上的物種，均可以進口、加工或配送；將

確認無害的生物列入白名單，則只有白名單上的物種，才可以進口、加工或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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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動植物一旦成為入侵種，不但影響漁業，還會危及其他生態系，例如

放流的壓艙水中夾帶的動植物與微生物，往往嚴重影響海岸的水生生態系。

因此，國際海事組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於 2004年通過《壓

艙水公約》(http://globallast.imo.org/index.asp?page=mepc.htm)，要求所有在

國際間航行的船舶採用壓艙水的管理行動（包括以機械、物理、化學和生物

的步驟移除壓艙水和沈降物中的有害生物多樣性的水生生物和病原菌），並

確保所有船隻遵守規定。 

四、國際植物保護公約 (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 IPPC) 

《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的宗旨在於聯合國際力量，預防會影響植物及其

產品的有害生物，農業是這個公約的重點，因此它在植物多樣性和自然資源

保護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來《國際植物保護公約》已將其保護的範圍從

栽培植物擴大到野生植物，從有害生物與雜草的直接破壞，擴大到間接的破

壞。《國際植物保護公約》制定了一個國際植物檢疫措施新標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Phytosanitary Measures, ISPMs)，這個舉措受到《生物多樣性公

約》的關切，也因此《生物多樣性公約》、世界糧農組織 (FAO)和《國際植

物保護公約》形成了密切的合作關係。 

五、國際動物檢疫局 (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Epizooties, OIE) 

國際動物檢疫局成立於 1924 年，其宗旨在於會員國彼此通報新發現或

擴散的動物疾病，並分享獸醫科學資訊。這個組織從 156個研究中心和實驗

室中挑選出專家，組成專家委員會  (Specialist Commission)和工作小組 

(Working Groups)，委員會和工作小組制定防止會員國引進疾病和病原菌的

規則，但是這些規則不能被用來做為貿易障礙的藉口。委員會和工作小組的

專業素質高，頗受世界貿易組織之倚重，後者將國際動物檢疫局列為其參考

或諮詢的對象，從而提高了該局在入侵種議題上的發言權。 

六、與貿易相關的國際法律文書 

以《生物多樣性公約》為首的環境公約和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在入侵種方面存有矛盾。環境公約主張預先防範原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le)，因為物種引進之後所造成的影響和風險難以預測；

而世貿組織則擔心某些國家利用此一原則做為歧視外國貨品和服務的擋箭

牌。為免造成對外國貨品或服務的差別待遇，世貿組織的食品衛生檢驗與檢

疫措施協定 (Agreement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SPS 

Agreement)強調，任何禁止輸入的措施都必需提出充分的科學證據和風險評

估，然而依照預先防範原則，在某些狀況下，即使沒有充分的風險或科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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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也應該採取禁止輸入的行動。這樣的矛盾，使得許多國家在立法上難以

取捨、進退維谷。另一方面，SPS其實只考慮到與合法貿易相關的外來種，

那些走私進口的物種以及非外來的入侵種一樣會肇事，SPS卻無從管起，致

使管制出現漏洞。 

七、全球入侵種方案(GISP)與國際合作 
1998 年三個國際組織 ── 代表保育的世界保育聯盟(IUCN)、代表農

業的 CAB International以及代表科學研究的環境問題科學委員會(Scientific 
Committee on Problems of the Environment, SCOPE) ── 成立了一個高效
率的夥伴關係，形成了全球入侵種方案，開啟管制入侵種的緊急行動。《生

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於 2001年與 GISP簽訂備忘錄，要求 GISP協助秘書
處開發外來入侵種的先驅行動，GISP 自此成為外來入侵種的國際聯繫中
心，負責向《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傳遞外來入侵種的資訊，進一步發

展合作關係和工作方案(working program)，以預防、消滅、管理外來入侵種。
GISP有 11個子 4議題。其中 4個與入侵物種的知識合成有關：(1)入侵種
的生態學(ecology of invasive species)；(2)入侵物種的現況以及評估其分布及
豐度變化的新方法；(3)社會對入侵種的看法和重視程度；(4)全球變遷對入
侵成功與否的影響。另 7 個子題與開發新工具有關：(1)針對最嚴重的入侵
物種開發全球的早期預警系統；(2)分析貿易管道的變化，因為貿易是入侵
物種的媒介；(3)針對新的生物物質引進生態系，開發風險分析的新做法；
(4)評估管理和防治入侵物種的最佳措施；(5)開發教育一般大眾入侵種潛在
危險的新方法；(6)入侵種的經濟學；(7)分析處理入侵種法律和機構的架構。
目前這個方案已進入第三階段，有興趣獲得相關資訊的人不妨參考下列網

址 http://www.gisp.org。 

2002 年之後的這幾年，國際情勢有了變化，訂定外來入侵種的國際法

律文書已不可行，原先的一些國際熱門行動，都移到國家層級去執行了。

目前各國與區域層級的外來入侵種的管理工作著眼在：(一)協調成立國家方

案；(二)檢討並調整相關政策、立法和組織機構；(三)提升決策者和政府各

級人員對入侵種的意識；(四)籌碼掌控者 (stakeholder, 亦稱利益攸關者)的

參與；(五)與貿易夥伴、鄰國合作；(六)開發財源、制定政策、開發工具和

減低外來入侵種的威脅。我們無緣參與國際組織的擘劃，但是透過對國際

行動的瞭解，參考他國的重點工作，持續累積新的知識、引進新的技術、

工具，加速能力建設，應該有助於我國建立更完善的外來入侵種管理機制。 

外來入侵種引進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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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蓄意或不慎都會帶進外來入侵種。引進外來種的管道包括農業、貿易、

娛樂、觀賞、生物防治、偷渡、科學研究、棲地改變等。生物入侵已被公認是破

壞生物多樣性的重要肇因，其對生物多樣性威脅之嚴重程度僅次於棲息地的破壞

與切割，依據科學(Science)雜誌預估，生物入侵極可能於不久的將來，躍升為破

壞生物多樣性的元兇。  

一、 農業或貿易 

為增加食物來源、進行品種改良，或為藥用、畜牧用，農業人士常引進生

長快速、肉質優良、具有特殊藥效、抗病性強等高經濟價值的動、植物，如吳郭

魚、福壽螺、牛蛙、非洲大蝸牛、毛地黃、象草、白花三葉草、田菁。這些生物

引進後，經過有計畫地大規模飼養或栽培，族群大量繁殖，往往會擴散到野外，

此外，養殖戶棄養也會造成同樣的問題。這些繁殖力強、適應力高的外來種，一

旦進入野外，很可能成為入侵種。 

二、 娛樂、觀賞  

寵物及觀賞用動植物有很大的經濟市場，因此數量稀少、習性奇特、叫聲

悅耳、體型優美、外觀美麗的生物常被引進作為寵物及觀賞動植物。引進外來種

生物也可能是為了垂釣、狩獵等娛樂之用。許多引進的娛樂、觀賞用動植物都有

逃離飼養環境，或散播到野外的案例，如大陸畫眉、巴西龜（紅耳龜）、各種鸚

鵡、食人魚、紅毛猩猩、法國菊、馬櫻丹、南美蟛蜞菊等。 

三、 生物防治  

所謂「生物防治」就是透過各種方式，使有害生物(pest)的天敵(例如寄生蟲

或捕食者)數量增加，以有效控制有害生物的族群，並減少施用農藥所造成的環

境破壞。某些有害生物本身就是外來種，為要達到防治的目的，通常是到該外來

種的原產地尋找天敵，然後嘗試引進。例如吹綿介殼蟲(Icerya aegyptiaca)原產澳

洲，因此凡是受到吹綿介殼蟲危害的國家都會引進吹綿介殼蟲的捕食者──澳洲

瓢蟲(Rodolia cardinalis)，遂行生物防治。為生物防治而引進的天敵，雖然都必需

經過檢疫單位的批准，並在檢疫室內隔離、篩選、飼育；不過許多天敵和新環境

當地生物的互動關係卻少有研究，如果這些天敵與有害生物不具種別性

(species-specific)的關係，則日後極可能轉而攻擊其他原生物種，導致入侵的問題。 

四、 搭便車  

隨著人類旅遊、貿易活動日益頻繁，外來種搭便車偷渡到新環境的機會也

越來越大。意外引進的生物包括夾藏於植物體、土壤中的小型昆蟲或其卵、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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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匿於原木空隙中的蜥蜴、蛇、青蛙。其他生物藉由飛機、輪船、火車或各種車

輛等交通工具的潛入更不勝枚舉，例如藏匿於貨艙中的老鼠、隨輪船的壓艙水傳

播淡菜（一種貝類）、遊客返國時攜帶的水果中的常帶有東方果實蠅。植物的種

子也是常見的偷渡客。 

五、 科學研究 

為科學研究所引進之外來生物，常因管理不善而逸出實驗室飼育室，進而

入侵當地生態環境，例如巴西引進非洲蜜蜂(African honey bee)以進行品種改良的

研究，然而這些非洲蜜蜂卻意外逸出，並擴散至北美與中美洲，造成多起螫人致

死事件。 

六、 棲地改變  

大量砍伐森林、移除地理屏障、放生活動等人類行為，會促使物種擴散至

原先無法分布的區域，例如白頭翁原本只分布在台灣的西部，烏頭翁只分布於台

灣東部，人為放生使得兩種鳥類的地理隔離機制消失，目前白頭翁已擴張到東

部，進入烏頭翁的分布區內，兩者甚至出現了雜交問題。 

外來種的影響 

外來種的影響可分為經濟影響與生態影響。外來種對生態的影響往往難以

用金錢估計，但是影響層面卻極廣泛，甚至需耗費極大的人力與金錢彌補，間接

影響經濟。 

一、 經濟影響 

外來入侵種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金錢損失。各國政府每年都必須支付龐大的

金額防治入侵種或賠償外來入侵種所造成的農業、健康及生態損失。以台灣為

例，過去引進養殖的福壽螺與非洲大蝸牛，因為市場崩盤、農民棄養，使得這些

外來種族群擴散，入侵農業生態系，噬食植物，不但造成稻米大量減產，嚴重影

響農作物的收成，政府必須貼補農民損失，而農民則必須購買農藥進行防治，這

些都是巨大的經濟成本。小花蔓澤蘭生長快速，纒勒樹木，影響樹木光合作用，

導致樹木死亡，亦嚴重危害經濟。 

二、 生態影響  

1. 捕食：捕食性的外來種往往會捕食原生物種，使其數量降低，甚至滅絕。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軍不慎將褐樹蛇(brown tree snake)由新幾內亞引進關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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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使 12種特有鳥類消失了 9種；非洲的維多利亞湖引進尼羅鱸後，捕食湖

中各種魚類，造成 50%以上的魚種滅絕。  

2. 競爭與排擠：外來種的習性若與原生種相近，就會和原生種競爭食物與

棲地等資源，排擠原生種，嚴重者甚至造成原生種滅絕。例如引進台灣的象草、

五節芒以及引進蘭嶼的木麻黃都威脅原生植物；引進的家八哥、泰國八哥則威脅

台灣八哥的存活。 

3. 傳染疾病或寄生蟲：外來疾病或寄生蟲對原生生物的影響往往出人意料

之外。早年歐洲人到世界各地探險、移民，傳播了各種疾病，引發原住民的感染

與死亡。熱帶家蚊於 1826 年意外引進夏威夷，之後這個傳播禽鳥瘧疾和禽痘病

毒的媒介昆蟲便迅速蔓延，並使 Kauai島低海拔的特有唐納雀全數消失。二十年

前在台灣北部發生的松樹萎凋病，是由外來的松材線蟲引起的，松材線蟲的蔓延

使得北部的琉球松消滅殆盡。 

4. 雜交：如果外來種與原生種親緣相近，兩者自然雜交的機會將大幅升高，

其結果是改變原生種的基因組成，降低遺傳多樣性。例如大陸畫眉與高麗雉分別

因叫聲優美與具觀賞價值，而被引進台灣並大量飼養，但少部分被放生或逃逸的

個體，在野外適應良好並與台灣原生種雜交，污染了原生種的基因庫。 

5. 改變生態系統：一般而言，各種生物在生態系統中維持穩定的動態平衡，

外來種的引進常會擾亂當地的生態系統，造成失衡的現象。野放家豬引進夏威夷

後，由於豬有挖掘植物根莖的習性，加上從其腸道排出未消化的種子，因而促進

當地少數幾種植物的傳播與生存，大幅改變當地的植物相。自從琵琶鼠、大肚魚

與吳郭魚引進台灣後，這些適應性強的魚種，已成為台灣污染河川中的優勢種。 

國內外來種入侵實例 

一、 琵琶鼠 

琵琶鼠俗稱「垃圾魚」，原產於南美洲。由於牠們取食水族箱內的碎屑殘渣，

省去飼主清洗的麻煩，因此被水族業者引進。養在水族箱裡面的琵琶鼠，受到飼

主照顧，沒有太大的問題；可是棄養在池塘、河流中的琵琶鼠就不一樣了，這些

雜食性魚類，取食底泥、海藻、魚餌、碎屑、魚卵，加上繁殖力強，又具有保護

幼魚的行為，因此在自然環境中，四處繁殖擴散，搶食水中植物，一旦食物耗盡

就攻擊其他魚類、魚卵以及啃食本土性水生植物，釀成水域生態的大災難。 

二、吳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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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慈鯛科，原產於非洲，全世界共有一百多種。以「吳郭」命名是為了

紀念吳振輝及郭啟彰兩位先生自新加坡引進魚苗。吳郭魚屬雜食性魚類，性兇

猛、喜攻擊、耐污染、成長快、繁殖力強，也有保護魚卵及小魚的習性，加上體

型比原生魚類大，很快就排擠原生魚種，也成為台灣本地河川的優勢魚種。 

三、 松材線蟲 

松材線蟲可能是日據時代引進琉球松時一併夾帶進來的外來種，牠的體長

僅 0.1公分，破壞力卻不小。被松材線蟲感染的松樹，可在 40天之內迅速凋萎、

枯死。受到松材線蟲危害的松樹，以北臺灣的琉球松和黑松為主。松材線蟲本身

無法由一株松樹傳到另一株松樹，而要透過媒介昆蟲才能傳播，在台灣，已知的

媒介昆蟲為松斑天牛，不過，每一隻松班天牛所攜帶的松材線蟲並不如國外紀錄

的高。因此，不排除還有其他媒介昆蟲的可能。目前北臺灣的琉球松幾乎已全數

死亡。 

四、 小花蔓澤蘭 

小花蔓澤蘭是一種攀緣蔓藤性的外來植物，主要分布在中南美洲，進入台

灣的時間不詳。英文俗名為「一分鐘一英里雜草」，顯見其生長、擴散速度之快。

小花蔓澤蘭的生長速度隨季節而變化，春季平均生長 45.7公分、夏季 52.4公分、

秋季是 47.3公分、冬季 13.0公分。秋季開花後產生大量的種子，每平方公尺的

產量高達十七萬粒，它們隨風飄散，四處蔓延。小花蔓澤蘭不僅生長快速，更有

纏勒覆蓋的本事，不論是路旁雜草、低海拔樹木、荒廢農耕地、果樹都會被它覆

蓋，導致弱勢植物無法正常生長，終致死亡，故有「植物殺手」之稱。 

五、 中國梨木蝨 

中國「梨木蝨」可能是果農因改良品種的需求，從中國大陸走私未經檢疫

的梨接穗引進台灣的。中國梨木蝨的體型很小，只有 0.3公分左右，體態像迷你

蟬。梨木蝨的危害主要以若蟲及成蟲刺吸嫩芽及嫩葉等組織，影響生育並造成受

害葉片褐化、枯死及落葉，影響果樹發育甚鉅。由於若蟲有群聚現象，並分泌大

量蜜露，致使葉片、幼果及枝條等誘發煤煙病，影響果實外觀及品質。梨木蝨每

隻雌蟲可產卵約 300粒，一年發生數代，且有世代重疊現象，因此族群增長快速。

中國梨木蝨目前已入侵台中、南投及苗栗等地，不僅梨子產量減少，更增加了用

藥成本及環境污染。 

六、 銀合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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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就引進臺灣，在鄉村，銀合歡的實用價值頗高，居民銀合歡的葉

含有較高的蛋白質，適合作為牲畜的飼料，樹枝則可做為薪炭材，因此是一種受

歡迎的樹種。銀合歡也是固氮樹種，能增進土壤肥力，它的纖維很長，可以造紙，

因此在民國 70 年代又引進多倍體的薩爾瓦多巨葉銀合歡，廣泛種植於東部，做

為紙漿材。後因銀合歡木蝨為害，栽植面積遂大幅減少。近年來，銀合歡因不明

原因迅速擴張，入侵無人經營的農地及牧地，排擠原生樹種，目前的恆春半島及

澎湖地區的問題尤為嚴重。 

七、牛蛙 

引進牛蛙的目的是為了食用，牛蛙的人工養殖相當成功，也開創了一定的

市場，然而一些牛蛙從養殖場逃出野外，造成問題。牛蛙體型碩大、領域性很強，

棲地又與原生蛙類重疊，所有台灣原生的蛙類都有可能成為牛蛙捕食的對象。牛

蛙蝌蚪也會捕食其他的蝌蚪。 

八、入侵紅火蟻 
 
紅火蟻入侵台灣的管道迄今不明，但推測極有可能是航空貨櫃夾帶，由機場

進入桃園地區。自 2003年 9∼10月起，陸續在台灣桃園及嘉義等地發現紅火蟻
的蹤跡。根據「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的調查，紅火蟻已經在台北縣、桃園縣及

嘉義縣發現紅火蟻蹤跡，其中又以桃園最為嚴重，廣泛分布於桃園市、蘆竹鄉、

龜山鄉、八德市及大溪鎮等地區。發生地點的土地型態也相當多樣，包括農田、

墓地、行道樹、公園、醫院，學校、鐵路旁、高速公路邊坡、園藝場及空地等。

紅火蟻是地棲型的物種，凸出地面的蟻丘顯示該蟻窩至少已有 4∼9個的年齡，
交通、驟雨、洪氾都有助於紅火蟻的蔓延。紅火蟻除了會螫傷(死)人畜之外，還
會破壞電線、電纜，捕食蚯蚓、排擠本地的螞蟻。 

外來入侵種的管理策略 
 

由於外來種的引進具有多管道、多用途和分散性等特性，最適合在市場經

濟下蔓延，而在世界貿易以及全球一體化的潮流下，加速了外來種的擴散，使得

外來種入侵的風險也大幅增加。我國目前的管理體系很難應付外來入侵種，例如

法規有許多漏洞，行政體系間的協同力(synergy)以及管理能力均有待加強，因此

亟需發展有效的策略、可行的措施，以降低外來入侵種的威脅。一般而言這些策

略應包括：.1. 提升公眾意識，透過媒體、教育、宣導等各種手段，提升一般民

眾的意識，加強他們對外來入侵種的瞭解。2. 制訂管理外來入侵種的法規：缺

少管理外來入侵種的法律，勢必因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而造成執法上的困難。3. 

加強打擊走私：野生動物非法貿易一定會引進外來種，由於無人管理，這些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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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來種成為入侵種的風險極高。4. 加強檢疫。5. 建立外來入侵種的早期預警

系統。6. 建立外來入侵的快速反應機制。7. 建立外來種的監測體系。8. 建立外

來種的生態環境影響評估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