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生態系多樣性 
 

李培芬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生態系 

 
生態系是生物和周遭環境所構成的複雜體系。生態系沒有一定的大小，小如

一個小水灘，大至整個地球，都可視為是一個生態系。不同的生態系組成重點也

不同，生態系的主要組成生物類型常是我們命名的標的，例如森林生態系、草原

生態系……。生態系包含生物與非生物因子的組成和結構、能量流動、營養循環
等三大部分。 
 
生態系的基本組成 
 
生態系的基本組成包括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非生物成分包含有土壤、水、

火、空氣、溫度、濕度、風、雨、日光、壓力和營養物質等，除可供給生物生長

和活動的空間外，也提供成長、生存和繁衍所需的各種營養物質和環境條件。 
 
生物因子包括所有綠色植物、非綠色植物、動物 (包括人類) 和微生物等。

這些生物組成分，依其在生態系營養階層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差異，又可歸納

成生產者 (綠色植物)、消費者 (以其他生物為食) 和分解者 (細菌和真菌) 等。
綠色植物利用太陽光能，經過光合作用，製造糖份，提供生物體能量的來源，並

吸收營養鹽；消費者為動物，利用綠色植物或其他動物為食；分解者將死亡的生

物體分解，釋放營養鹽回生態系中。 
 
生態系的能量流動－食物鏈和食物網 
 
生態系中的生物很難獨立生存，每種生物都有特殊的生態區位和功能，彼此

以食物鏈和食物網的方式，直接或間接的連結在一起。我們常說「大魚吃小魚、

小魚吃蝦米」，其實這就是食物鏈的概念，在生態系內，每一種動物均以其他動

物或植物為食物，串連在一起，就是食物鏈。由於每一種生物的食物較少是單一

性，因此在生態系內形成非常多的食物鏈，每一條食物鏈會有一些特定的生物成

員，因為這些相同的成員，使得不同的食物鏈會產生連結，形成食物網。 
 
能量流動和營養鹽循環是生態系的特徵。生態系的能量源自太陽，綠色植物

將太陽能轉成化學能（醣份），經由食物鏈與食物網的連結，在生態系的組成份

子間流轉，我們稱為能量流動，這種能量流動是單方向，而且效率不高，能量由

植物到動物的流動過程中，效率平均約僅 10%，大多數以熱量的型態消失。營養
鹽則是在食物鏈與食物網的過程中，四處轉換，由於分解者的功能，使得營養鹽

可以在生物因子與非生物環境間流動，形成營養鹽循環。 
 
生態系的營養循環－五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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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中營養鹽循環和能量流動密不可分，營養鹽在生態系中處於一種循環

狀態，可以反覆的被生物體所利用；能量則是一種單方向的流動，不斷的由外界

輸入，經由生物體使用後，消失於大氣中，無法重覆使用。營養鹽循環和能量流

動，必須借助生態系的食物鏈和食物網來完成。生態系中的營養鹽種類不勝枚

舉，其中水、碳、氮、磷和硫等五種元素是生物活動非常重要的物質，也是影響

生態系結構和平衡的重要元素。 
 
生態系多樣性的價值 
 
生態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中的另一個層面，就空間和時間的角度而言，這種

多樣性是存在和維持，需要長久的演變。以我們所熟知的生態系消長（或演替為

例，一個新形成的生態系，從裸露地開始，逐漸有先鋒植物進入，土壤和微棲地

產生改變，先鋒植物後來被其他能適應陰暗環境的物種所取代，最後終於來到極

盛相森林社會。這樣的演變，往往需要幾百年以上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生態

系內的各成員彼此產生互動關係，形成食物鏈與食物網，隨著各成員數量的消

長，物種組成改變，生態系的特徵也在改變。 
 
當然這種演變的過程也需要一片廣大空間，以供發展。上述的消長是在一個

區域內的生態系多樣性長期的演變，若在單一時間內，比較不同區域的差異，若

其差異夠大到我們可以各種指標顯示出來時，這些不同的類型可以說是不同的生

態系，當這種類型越多時，我們常說其生態系多樣性高。理論上，一個廣大地區

內的生態系多樣性高，可以提供生存的物種類型也會比較多，成員間的交互關係

和互動性也比較高，生態系的穩定性也可能比較強，對應外來的擾動也比較有彈

性與恢復力。 
 
生態系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它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狀態，

物種可以在此生殖、繁衍，基因的多樣性得以維持。如果生態系多樣性降低，則

一個地區內的物種組成也會降低其多樣性，且在基因上，也可能會因為只有少數

個體適應，而降低其多樣性。 
 
生態系多樣性的價值也可以從生態系遭受破壞後所呈現的情景顯示出來。生

態系許多的功能均需多樣化的棲地和物種來維持。例如，能量流轉和物質循環所

憑藉的食物鏈和食物網的健全，若生態系多樣性遭受破壞，依據前述的可能性，

物種之間的關係也可能會有所改變，且各組成份子的數量也會變動，進而影響到

食物鏈的正常運作，以及能量的流動和物質循環。這種情形有時可在消費者的組

成和數量上看得出來。 
 
以挖子尾自然保留區的鳥類變化為例子。挖子尾位於淡水河出海口（圖 1），

在河海交界帶，初級生產力高，也是 1970年代孕育台灣賞鳥風潮的幾處代表地
點，唐白鷺是這裡的代表物種之一。隨著 1986年自然保留區的設置，本區不僅
沒有受到充分的保護，反而受到四周環境改變的衝擊，而呈現鳥類多樣性減少的

情景。依據中華鳥會與台北鳥會在 1992到 2001年每一個月的鳥類調查資料顯
示，本區鳥類種類與數量逐年減少，到 2001年時，單次觀察的數量僅達 1992
年的 1/5（圖 2）。若我們追查其原因，可以發現這種改變源自於三個重大工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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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案件：八里污水處理廠、台北港與淡海新市鎮。從空間地緣來看，八里污水處

理廠與台北港的開發案緊鄰挖子尾，它的開發造成最直接的影響，而淡海新市鎮

的開發則透過潮汐作用影響到本區。整體的改變機制來自地上的擾動，改變了水

中藻類初級生產力，許多海床與河床受到陸地泥沙的覆蓋，因而有降低的情形，

棲地品質改變，食物鏈各成員物種豐富度的下降（有研究顯示仔稚魚的豐度在開

發的前後有明顯的減少），由於鳥類位於食物鏈的末端，也受到明顯的衝擊，而

產生了種類與豐度上的下降趨勢。 
 

 
圖 1、挖子尾位於淡水河出海口，在河海交界帶，生產力高，是 1970年代孕育
台灣賞鳥風潮的幾處代表地點，近年來，受到許多開發案的影響，本區的鳥類相

有逐漸減少的趨勢 
 
 
 
一個生態系多樣性低的區域，所能支持的物種數量也不高。最簡單的情形發

生在一個受到汙染的環境，因為受到外來的干擾，所呈現出來的物種多樣性降

低，雖然有可能會有單一或少數物種能適應這種環境條件，而可以大量出現，但

在多樣性上會有明顯的減少。 
 
生態系多樣性也提供人類為生的生態系服務(Ecosystem Services) 。生態系

服務是指人類直接或間接從生態系中得到的利益，生物圈提供人類生存的物質和

能源，主要包括有用的物質（如營養物、藥物原料等）和能量（如石油）、廢棄

物的轉化（如分解），以及直接向人類提供的服務（如氧氣、水食物等）。這種

服務與傳統經濟學上的服務並不相同，只有小部分能夠進入買賣市場，大多數的

服務可說是公共品，很難量化。生態系的服務涵蓋維持大氣的組成及品質，有助

於氣候的調節；改善環境品質（如臭氧具有阻隔紫外線輻射的功能）；調控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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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包括淡水的純化與保持、大洪氾與大旱）；保護海岸區（有助於保護珊瑚

礁與穩定沙丘之作用）；土壤的形成、肥沃化、維持與化育的進行（對森林與農

作物有貢獻）；廢物之處理、分解與營養鹽的循環，解毒與再生；控制主要與潛

在性有害作物的動物與病媒；協助授粉作用與天敵存在的功能；維護生物的「基

因庫」，並藉以改善作物與畜牲，用作藥物與工業原料；以及木材、糧草和燃料

的生產、…等等，數不盡的服務，都是大自然的貢獻。人們說熱帶雨林是「地球
之肺」，濕地生態系是「地球之腎」。 
 
 
 
 

 
 

圖 2、1992到 2001年每月的鳥類調查資料顯示，本區鳥類種類與數量逐年減少，
到 2001年時，物種數目下降為 1992年的 2/3（上），而單次觀察的總數量
僅達 1992年的 1/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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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生態系多樣性 
 
以整個台灣島來看生態系多樣性的課題，僅以面積而論，「3萬 6千平方公

里」，其實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地球上比它還大的島很多，但是，若以生態系多

樣性來看，台灣卻很複雜，也因此擁有多樣化的生物組成，以單位面積的生物種

數來看，在世界各國，台灣可說是在前段班。 
 
從生態的層面來說，台灣是個多樣化的島嶼，我們可以用許多名詞來形容

她：「美麗之島」、颱風島、地震島、海洋國家，用「生態島」也頗合適。為何台

灣生態系會這麼複雜？我們可以從地理、地形、氣候、…..等條件說起。 
 
地理位置 

 
台灣島地處亞熱帶，北回歸線經過中南部，而在本島的南部地區接近熱帶；

再加上島上高山林立，東亞第一高峰—玉山達 4000公尺高，形成了島上兼具有
熱、暖、溫、寒等氣候。也因為這樣的地理位置，使台灣成為候鳥遷移路徑上的

中繼站，每年的秋與春季，有大批的候鳥路過台灣，而在夏天，也有一批夏候鳥

前來繁殖育幼。最有名的例子，莫如國慶鳥—灰面鵟鷹、紅尾伯勞、黑面琵鷺（以
上為冬候鳥）和八色鳥（夏候鳥）了。 
 
颱風島 

 
颱風多是台灣的特色，每年春、夏之際，太平洋的低氣壓會形成颱風，這些

颱風挾帶強大的風和高量的雨水，帶給被威脅的區域極大的衝擊。 
 
颱風出現的時間約為5到11月，初夏時，颱風路徑大多朝西移動，橫越中央

山脈後，向大陸方向前進；夏末時，颱風路徑受制於大陸高氣壓的影響，行經路

線大多平行於海岸線，撲向日本。不過，也有許多的變異，尤其是近年來的許多

颱風路徑，常有令人意外之處。 
 
當有颱風來臨，「颱風警報」非常具有威脅性，對人的身家財產都可能形成

極大的損害。有時從「知道有颱風在附近」到「陸上颱風警報的發佈」，常常僅

有不到48小時的間隔，導致防患不及的困境。土石流、山洪爆發、水災、…，都
是我們來常常聽到的名詞和用語，也都是令人看了就害怕的情景。 

 
不過，從生態的角度來看，颱風也有貢獻。颱風所帶來的雨水，雖然大部分

經由沖刷而流入大海，但也有一些被留了下來，成為陸域生態系淡水的來源之

一。而生態系也因為長久處於這種天候的型態，許多的生態系成員也有適應機

制；例如樹木所形成的森林，大多數的樹木不會被強風連根拔起而倒，樹木的適

應方式是讓樹葉被吹落，小枝條被折斷，更嚴重的是整個樹冠層的折斷。即使遭

受如此重大的打擊，這些植物可以很快地恢復生機，被摧毀的部分可以快速地長

回，闊葉林的樹木，半年內可以長回掉落部分的 50％左右，二年後，又可以恢
復原狀。由於颱風每年來襲的次數和強度並不一致，剛好可以給受害生態系一些

恢復生機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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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林立 

 
台灣的高山之多是非常有名的，台灣是全球高山密度最高的島嶼，百岳是大

家所熟知的名詞，台灣的高山座座雄偉險峻。台灣百岳大多在 3,000公尺以上，
擁有奇、險、峻、秀，且山容起伏明顯的山峰，五大山脈之首的中央山脈獨佔

69座，雪山山脈 19座，玉山山脈 12座。事實上，台灣島上超過 3000公尺的山
峰，至少有 250多座以上（圖 3）。 

 
從生態的角度來看高山林立的情形，除了前面所談的熱、暖、溫、寒氣候型

態複雜外，縐折的山區也增加了許多生態棲息空間，以及因為高度變化所形成的

微棲地，這些條件促成了台灣多樣化的物種，提供很好的生態系服務。 
 
 

 
圖 3、台灣海拔高 3000公尺以上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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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生態 

 
與綠島、蘭嶼、龜山島、澎湖、小琉球相似，台灣是面積比較的島嶼，都是

從東亞大陸塊分出的島嶼，每一個當然有和大陸塊相似的生態系，在經過長時期

的演變，產生獨特的物種（我們稱為特有種）和生態特徵。島嶼生態學的研究是

生態學研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許多生態現象的觀察和實驗，常可藉由在一個可

以控制的小島上完成，也促成了生態學研究的進展。 
 
由於長久時間和大陸的隔離，加上島內複雜的生態環境，島嶼出現特有種的

機率會比較高，以台灣 16種特有鳥類為例，和鄰近的亞洲大陸塊相比較，幾乎
可說是東亞地區特有種鳥類出現的熱點。 

 
三大海洋生態系 

 
在海域上，台灣附近的海洋也呈現多樣化的生態系。在地球上，台灣可以說

是浮在海上的一艘船，西部有台灣海峽，東部面臨太平洋，北有東海，南接南海。

自古以來漁業的活動就非常發達，許多人可說是靠海為生。我國的近海漁業與資

源，如烏魚、黑鮪魚、飛魚、鯨豚、…等，也非常豐富。深究其原因，可歸功於
台灣所在的地理位置。台灣四周的外海有三大海洋生態系（Large Marine 
Ecosystem），包括東海大海洋生態系、南海大海洋生態系與黑潮大海洋生態系（圖
4），由於這三大生態系的條件不同，各自孕育了許多特有的生物資源，正好成為
台灣重要的漁業資源場所。一年四季我們都可以享受到鮮美的海產品，正是這些

生態系提供的服務。 
 
台灣的生物相概述 

 
目前台灣至少有 46,000種生物，相較於全球的 1,750,000種，雖然比例並不

高，但是以單位面積而言，密度算是很高，再加上特有種的比例也高，可說是全

世界生態學研究的重要地區之一。研究植物生態的學者，曾將台灣的植物從高山

排到海岸，來比擬於植物從高緯度的寒帶地區到赤道區域的分布情形，他們的結

論就是「台灣的森林分布正是北半球森林分布的縮影」，也就是說在台灣沿著海

拔梯度的改變所觀測到的植物種類和生態系的變化，正好等於北半球從赤道到約

北緯 40多度地區的物種和生態系的變化。這樣的條件，可以讓我們以台灣為對
象，探討全球性的生態課題。 
 
從生態系多樣性的角度而言，要達到一定的規模，必須有一定的基質，亦即

一個區域內若面積小，雖然其內的棲地類型多樣化，但能提供的資源將會有限。

以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為例，在僅有 1.74平方公里的東沙島，其主要組成為珊瑚
礁，島上有小面積的森林、灌叢、草地、潟湖、小水池，以及許多的人類建築構

造（圖 5）。歷年來共記錄到 140種鳥類，但大多為短暫停留性質，鮮少有鳥類
以東沙島作為繁殖場所。同時，就所有的鳥類數量而言，大多為少量的出現，很

少有大量的出現，這種情形反應了此區域陸域生態系的低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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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台灣四周的外海有三大海洋生態系 
 
 
 
 
台灣土地發展史 

 
400多年來，除了原住民外，台灣也曾歷經許多不同朝代與種族的統治，包

括荷蘭、西班牙、明朝鄭成功、清朝、日本、中華民國等，隨著人們對於環境的

需求增加，各種開發工具與交通工具的發達，人類足跡遍及各地，許多的土地與

區域也逐漸被開發而遭受破壞。如果我們以地圖來看這個開發歷史，多年前臺灣

大學地理學系的陳正祥教授曾畫製了一張「台灣土地發展史」的地圖，可以讓我

們清楚的看到不同時期台灣土地開發的狀況（圖 6）。 
 
雖然不同時其的開發程度差異頗大，大致而言，以日本人統治與光復後至現

在，台灣遭受最嚴重的開發與破壞，許多當時的作為，並沒有永續發展的概念，

也沒有兼顧生態的保育，導致許多的自然資源遭受破壞，我們在前面所談的諸多

資源與物種，就逐漸中，消失於台灣的生態系，至今仍無可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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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東沙島雖然有 140種鳥類出現記錄，但是島的面積小，棲地被分割碎化，

能提供的食物資源有限 
 
 
 
 

 
台灣的生態問題 

 
台灣為一小島，生態上脆弱，容易受到擾動，在國土維護或復育上，較大陸

型的相似區域要困難許多。而且許多的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與自然資源，一旦

遭受破壞，就很難復原。在氣候變遷的壓力下，島嶼生態系所受到的衝擊將更為

顯著，能採取的因應對策，也因為腹地的受限，將更危險、更困難。雖然台灣面

積小，但地形變化複雜，高山林立，生態系多樣性高，動、植物種類繁多，特有

種生物也多。由於氣候上包含有熱、暖、溫、寒，因此，研究者認為台灣所擁有

的生態環境正是北半球生態系的縮影。在整個地球上，台灣是一個很值得保育的

區域。 
 

生態系多樣性與保育 
 
從生態系多樣性的角度來談自然保育，我們可以從保護區的設計、生態復育

和生態系經營等三個課題來說明。 
 
保護區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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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台灣土地發展史（由陳正祥的台灣地誌重劃） 
 
 
 
 
以往在保護區的設計上，大多以島嶼生態學的理論，加入地景生態學的概

念，作為設計的準則，所以，諸如保護區面積要大、各保護區之間距離縮短、或

最好有廊道連接、避免設置線型保護區…..等。如果加上生態系多樣性的概念，
即在保護區內能維持多樣化的生態系，並維持一定大小的區域，可以維持更穩定

的物種和基因多樣性。未來台灣應該擴大中央山脈保育廊道的範圍，容納更多的

中海拔森林棲地，增加沿海濕地保育區與山坡地保育軸，以營造更完整的自然保

育系統。 
 
 
生態復育與地點選擇 
 
再生態復育的考量上，加上維持生態系多樣性的要點，使我們得以更完整且

全面地思考如何做，才能讓復育更完整。以八色鳥的例子來說，如果要復育八色

鳥，最好的策略當是選取適合八色鳥出現的棲息地，並給予適度的改善方案，如

食物來源、營巢棲地需求等，因此，一個不受外界干擾的環境，加上可以築巢的

陰暗（或隱密）空間和充分的食物（如蚯蚓）供應是不可或缺的條件。所以，發

展良好的低海拔次生林是目前已知最好的營巢區域，不過，這種環境在台灣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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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海拔區域，大多已被破壞，或已改種植人工竹林，這種單一的林相，有必要

透過生態系多樣性的營造上來改善，具體的作法有待研究，但在觀念上，可以從

降低林下的鬱閉度、增加一些闊葉樹種的生存空間、砍伐部分竹林等方式，進行

生態系的復育工作。 
 
生態系經營 
 
生態系多樣性的保育是一種全面性的思考，對於環境的維護採取整合性又完

整的方式。過去較常採用的瀕危物種、紅皮書物種或保育類物種的保育方式，這

種型態大多以少數物種為對象，僅針對其族群的繁衍為重點，而忽略了保護其棲

地和各相關連的物種，常有成效不彰的遺憾。 
 
近幾年來林業界強調生態系經營，其理論根據也源自生態系多樣性，希望藉

由全面又完整的模式，來經營管理台灣的國有林地。從生態系多樣性的維持，進

而確保物種和基因的多樣性，達到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 
 
氣候變遷的課題 
 
目前的種種跡象均顯示氣候變遷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以現在人類的消耗和

科學技術，想要停止這種情形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由國際的研究顯示，在物種

的層面上，生物可能因氣候變化而消失或改變其分布，且在族群數量上，亦有明

顯的消長。這種改變將直接地造成生物群聚內物種組成的改變，或者造成生態系

中成員間相互關係的調整，進而造成生態系統的功能與類型上的改變，甚至造成

整個生態系的瓦解。其中對於稀有性生物的影響將更為顯著，因為其生理適應範

圍較為狹小，一旦環境因為氣候變遷而有所變動，勢必影響其有限棲地之品質，

進而影響其整體族群的存活。 
 
因此，從務實面來看，或可從減緩和適應策略上著手，來對應這個人類的大

敵。從生態多樣性的角度來看，未來也應朝維持生態多樣性，避免形成單一的生

態系類型，才能維持物種和基因的多樣性。在保護區的規劃上，也應納入生態系

多樣性的要點，避免僅選取單一類型的生態系，或應考慮現有保護區在未來可能

會因為氣候變遷而改變，應納入緩衝區的設置。 
 
結語 
 
生物多樣性的三個層面雖然可以從個別的角度來觀看，但是，這三個層面是

互相連貫的。這其中，生態系多樣性的維持，更是物種和基因的基礎。有了合適

的棲息地，才可能有健康的環境，提供物種繁衍和基因的交流機會。 
 
地理位置適中，造就了台灣多樣化的氣候，兼具亞熱與熱帶（台灣南部）的

型態，又因為有海洋為鄰，氣候也受到海洋的影響，再加上島上高山林立，使得

氣候又多了高緯度區域的型態。因此，台灣有多樣化的氣候，熱、暖、溫、寒的

氣候，均可出現在一個小島內。對生態研究而言，在台灣可以探討的範疇，就如

同是研究地球上北半球的範圍，台灣可說是生態研究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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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生態系包含豐富多樣的生態環境，從森林、草原、到高山生態系，從

沿岸到海洋，各自蘊育了豐富的生物物種，也提供了多樣的產品與服務。但在氣

候變遷的影響下，生態系將在不同的層面遭受衝擊。 
 
氣候變遷已不可避免，未來在生態環境的保育決策上，最好納入生態系多樣

性的觀點，以進行較好的調適策略，未人類的永續發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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