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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正雄

紅皮書答客問
紅皮書發布以來，引起許多迴響，
也伴隨著爭議、回應與討論，
並引發民眾對於受到威脅面臨滅絕的物種有更多的了解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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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皮書系統的目的是確認生物所受到的威脅種類與程度，以及滅絕機率。

自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與林務局在

有效發表學名
Scientific Name
（Author, 2017）

2016 至 2017 年間陸續發布陸域脊椎動物及

類別極危 Critically Endangered

植物紅皮書以來，引起許多迴響，也伴隨

CR B1ab（i, ii）＋ 2ab（i, ii）

著爭議、回應與討論。民眾、專家學者或

標準與次標準

機關等都有就特定物種評估方法與結果詢
問，也引發民眾對於受到不同原因威脅面
臨滅絕機率上升的物種有更多的了解與關
心，以及提高學術交流與機關合作的可能

□ 分類 Taxonomy
□ 分布 Range
□ 族群量 Population
□ 棲地與生態習性 Habitat & Ecology
□ 威脅 Threats
□ 保育措施 Conservation Measures

複合式指標（multiple criteria）
•
•
•
•
•

Criterion A：NO
Criterion B：CR B1ab（i, ii）＋ 2ab（i, ii）
Criterion C：NO
Criterion D： VU D2
Criterion E： NO

最後評估結果
CR B1ab（i, ii）＋ 2ab（i, ii）

性。這篇文章希望以問答形式說明紅皮書
名錄的評估方法與其原理，幫助釐清爭議
和提升各界對物種保育課題的重視。

紅皮書是什麼

以淡水魚類為例，說明紅皮書名錄的標準寫法，結
果會包含類別及標準。對大眾來說，受威脅類別是
重要的訊息，但對於專家來說，評估標準及其原因
才是重點。透過紅皮書評估所蒐集到物種的所有資
訊，除了是評估依據外，也是後續推動保育工作的
基本數據。

史考特爵士是紅皮書構想的提出者，
他曾經把紅皮書定義成「一份包含威脅程
度定義的野生物名錄清單」。這樣的說法簡

提醒這些受威脅物種應該受到關注，因此

單而清楚地界定紅皮書主要是呈現「野生」

含有警告和急迫的含意。對於保育學家來

物種的受威脅狀況，其中衍生出「類別區分」

說，也有引發民眾熱情和活力的成分。也

和「評估標準」，並依據標準建立評估方法

可能因為這樣，後續各國出版的紅皮書都

以判斷每個物種的類別，因此成為現在所

以紅色封面為主體呈現。

熟悉的紅皮書系統（IUCN Red List）。

第 一 本 紅 皮 書 出 版 之 後， 受 威 脅 生

它的目的是確認生物所受到的威脅種

物的評估與書籍出版蔚為風潮。紅皮書的

類與程度，以及滅絕機率。雖然每個生物

評 估 是 全 球 化 的 趨 勢， 目 前 推 動 紅 皮 書

的族群數量不同，面對的威脅也不相同，

評估與出版不遺餘力的國際自然保育聯

但因為評估標準是一致性的（不分種類都

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用一樣的標準），因此受威脅類別越高的生

Nature，簡稱 IUCN）迄今已經發展這系統

物（例如極度瀕危比瀕危類別高）仍可以

超過 50 年，因為有一致性的科學評估，因

視為更容易滅絕。

此逐漸廣為各國採用評估自己國家的生物
受 威 脅 狀 態。 依 據 IUCN 網 站 說 明，2012

第一本紅皮書何時出版
世界上第一本以紅皮書為名的著作
是 1964 年 出 版 的《Red List of Threatened
Plants》， 不 過 1969 年 出 版 的《The Red
Book：Wildlife in Danger》是第一本較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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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統計紅皮書版圖已擴及 26 個跨地區、113
個國家及 45 個地區，是全球保育主流趨勢
及重要資料。

紅皮書與紅皮書名錄有何不同

人知的紅皮書。實際上這兩本書都不是紅

現在常見使用的紅皮書一詞，可以用

色書皮出版，以紅色為名是想引起關注，

來指紅皮書名錄或紅皮書報告。前者是針對

2020 年 6 月│ 570 期

Science Development

紅皮書名錄評估作業流程一覽表
預先評估階段

1. 各類群生物資料庫
2. 物種保育等級資料

（資料蒐集）
（文獻貢獻）

3. 專家學者諮詢
4. 其他可用資料補充

（格式編譯）
資料彙整

資料不足者

貢獻者 C

建立評估物種清單

（指標運用）

與類別

瀕危程度

評估階段
（類別歸類）
（地區修正）

分項評估
IUCN 五大指標

綜合評價

A 族群趨勢

B 地理分布

評估者 A

C 小生殖族群衰減
D 局限族群

E 定量滅絕機率
1. 物種受威脅類別及名錄（初評）
2. 受威脅物種主次指標
3. 全球性評估及地區性修正

檢閱階段
（資料品質）
（評估流程）

檢閱者 R

（指標運用）
（類別歸類）
退回

進行評估資料
及過程的檢閱

分項評估
綜合評價

提交資料並預備出版階段
（資料除錯）
（資料庫建立）
（出版彙整）

1. 建立評估資料庫
2. 紅皮書撰寫
3. 出版準備

受威脅物種
紅皮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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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皮書名錄或報告通常作為物種保育的重要依據，
並且是用來分配保育資源的重要工具。

受威脅物種所建立的清單，一般也會包含對受
威脅原因的註記；後者則除了名單之外，還可

受威脅類別

有適當資料

瀕危（EN）
已評估

是個別的紅皮書報告，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與林務局近年來則是以紅皮書名錄型式出版。

紅皮書的評估方式為何

極危（CR）

易危（VU）
接近受脅（NT）

符合區域評估

所有欲評估物種

暫無危機（LC）
資料不足（DD）
不符合區域評估（NA）

紅皮書評估有五大標準，內容可在網路

未評估（NE）

上或已出版的紅皮書中查到。整個評估標準具
備四個特性：一、標準一致─不分類群或種類
都使用一樣的標準，各流程獨立檢視避免流於
主觀；二、時空變化─通常必須比較不同時間

是反映其滅絕機率。例如極度瀕危比瀕危

點的數量或空間變化，而非單純考量特定時間

類別的滅絕機率更高，後續也就更需要投

點；三、科學量化─來源資料因品質差異而有

入資源保育。

不同註記，依據標準的數目基準的不同給予不
同的類別；四、通盤考量─各個標準獨立評估
後合併考量，呈現最高受威脅類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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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採用 IUCN 紅皮書評估方式

整個系統同時把評估一致性以及各物種

IUCN 紅皮書系統的評估方式是目前

生物特別不同都納入考量，所呈現受威脅類別

評估受威脅生物中最具權威，資料最多，

科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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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絕風險

保育措施等說明的完整文件。紅皮書名錄或報
分配保育資源的重要工具。台灣以往出版的多

＋

野外已滅絕（EW）

能包含該物種分類、生活史、棲地需求，以及
告通常作為物種保育的重要依據，並且是用來

滅絕（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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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皮書評估的五大標準
標準

簡要說明

簡圖
過去

（1） 考量世代時間尺度，以該物種的 3 代或 10
標準 A： 特定時間內的族
群數量變化趨勢

年取其長者計算。
（2） 物種族群數量變化趨勢變高、變低或維持

現在 未來

％

不變，以及其程度。
（3） 前述數量變化造成原因及是否已經消失。
3 代或 10 年

破碎程度

標準 B： 分布範圍變化與
判定標準

（1） 分布範圍與占有面積都必須考量。

或
分布範圍
占有面積

（2） 族群或棲地破碎化的程度。

持續下降

＋

（3） 族群分布或數量持續下降或劇烈變動

或
劇烈變動

（1） 族群數量少（已知成熟個體至多不到
標準 C： 針對族群量少物
種的判定標準

成體集中

20,000）。
（2） 族群量呈現下降趨勢，下降幅度＞ 10%。

％

數量＜ 2 萬

＞ 10％

（3） 成熟個體有集中且數量稀少。

重大威脅

（1） 族群數量極稀少（已知成熟個體至多不到
標準 D： 族群數量極少且

2,500）。

分布局限小物種 （2） 分布範圍面積小（不大於 50 km2）或分布
成體＜ 2,500

地少（不大於 10）。

的判別標準

＜ 50 km2

（3） 可預見的未來可能遭遇整體性滅絕風險。

現在

（1） 透過族群生存力分析的統計方法估計物種
量化分析

在特定期間內的未來滅絕機率。

％

（2） 這項分析需要族群世代周期、歷年族群數
量、族群結構等資料才得以具體呈現。

統計估計
3 代或 10 年

也最廣為接受的評估系統，IUCN 的統計顯

上的調整。但有些國家例如美國與加拿大，

示現有資料庫中包含超過 113 個國家及 45

並未使用紅皮書名錄方式管理其野生物保

個地區的已完成評估資料與報告。雖然已

育，而是透過民眾或團體提供資料請願直

有許多國家使用，但這並非唯一對物種受

接訴諸法律施行保護措施，因此只有是否

威脅情況的評估方式。

列於法定保護物種的狀況，沒有先以紅皮

有些國家並非完全使用 IUCN 所發展

書名錄的方式評估。

的評估系統，例如紐西蘭使用自訂標準與

IUCN 紅皮書系統為了取得更全面的資

類別，但仍屬科學系統評估方式進行，又

料，以及幫助了解各國家及地區自身生物

例如日本在類別上有些許調整，這兩個國

受威脅狀況，現在更致力於透過工作坊型

家的評估基準仍奠基於 IUCN 紅皮書系統

式，擴大推動評估與再評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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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的一致性是指什麼
別應用在所有類群（例如螞蟻、大象或鯨魚），
以及類群內所有種類（例如同樣是鳥，且關係
親源很近的烏頭翁、白頭翁，或小白鷺等），
因此無論是跨類群或跨物種，都只使用一套標
準，因而建立其一致性。IUCN 所發展的紅皮

紅皮書名錄指數

所謂一致性是指紅皮書評估把標準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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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系統十分重視這部分，而要求在資料蒐集、
流程、結果審閱等各階段應該分別且獨立進
行，避免因為對類群或物種的偏好而有不一致
的情形。透過一致性的評估，才能建立評估的

以紅皮書名錄指數計算鳥類與淡水魚類的兩次評估
結果，指數上升表示受威脅程度減緩，例如鳥類的
兩次評估顯示其受威脅程度有略為趨緩。

客觀與科學性，也才能作為後續保育行動評價
時的基準。

優先順序，以及落實保育政策並全面盤點
資料，聚焦政策方向。對於一般大眾來說，

數量稀少一定是受威脅物種嗎
是否數量越少，或已知分布範圍（面積）
越小的物種，就表示其處境更為危險，而會列
入更危險的受威脅類別呢？答案是不一定。
綜觀 IUCN 的紅皮書評估方法，可以發
現其各個受威脅類別確實與其數量或分布範
圍有關，但其重視趨勢的變化，這樣的趨勢包
含時間軸與空間軸的變動，並且有其尺度上的
規範。例如，在時間上要把受評估物種世代時
間納入，以 3 代或 10 年中較長的時間尺度資
料據以評估。對大多數物種來說，3 代通常會
超過 10 年，甚至有些物種如長壽的烏龜可能
要百年以上，即便是一般以為朝生暮死的蜉
蝣，也需要最少 10 年的族群變化資料才能用
來判斷。

紅皮書很重要嗎

可以透過紅皮書名錄的公布與持續更新，
關注受威脅生物的存在及現今推動的保育
政策與措施。目前紅皮書評估的許多資料
來源都是透過公民科學方式蒐集，名錄與
評估資料也都採公開形式，因此能擴大保
育參與教育推廣。

紅皮書的資料如何應用
對於國際社會來說，因為紅皮書已經
發展很久，加上其科學性評估流程已廣為
認可，所以被視為是一個評估國內物種受
威脅狀態的重要參數。IUCN 的專家因此發
展出紅皮書名錄指數，以所評估類別依照
受威脅程度做不同加權的方式計算，作為
物種（不同類群的評估結果）、時間（不同
年代的評估結果）與空間（不同地區的評
估結果）共同比較之用。

對政府保育機關來說，紅皮書名錄可以

此外，紅皮書的評估結果也可以變成

確認包含物種、棲地、預算等資源與方案的

一個政策工具，這部分則除了名錄之外，

紅皮書名錄可以確認包含物種、棲地、預算等資源與方案的優先順序，
以及落實保育政策並全面盤點資料，聚焦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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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般大眾來說，可以透過紅皮書名錄的公布與持續更新，
關注受威脅生物的存在及現今推動的保育政策與措施。
也必須倚賴評估過程中所建立的紅皮書資
料庫與專家群，這樣的資料與人力資源已
經應用於保育政策的擬定、保育行動計畫
的實施、國際保育行動的合作、環境影響
的評估等多項工作。對於台灣來說，才剛
完成名錄並且建立初步性的資料庫，前述
的成果仍在未來的期許之中。

免於滅絕

保育類名錄

紅皮書與保育類有對應嗎
把紅皮書評估類別結果的極危、瀕危

由於直接轉換使用可能引發爭議，比較合

和易危對應到保育類的一級、二級和三級

適的方式是把紅皮書名錄作為參考之一，並且

似乎是完美的對應，但實際上可以這樣直

納入文化、經濟因素後，在資源整合與政策考

接套用嗎？先看看國際上的例子，紅皮書

量的前提下，並有優先順序的考量，另外產生

物種通常會與 CITES（附註 1）相提並論，

保育類名錄進行管理比較合適。

也沒有類別對應的關係，發展紅皮書評估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系統的 IUCN 機構也沒有做過這樣的建議。

的縮寫，全文可以翻為「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

事實上，曾經發生過巴西把紅皮書評估的

際貿易公約」，也可簡稱為華盛頓公約。這公約

魚類直接用法令公告全面禁止捕抓，引起

的主要目的是管制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行為（進

軒然大波之後又撤銷公告的事情。

出口限制），避免物種交易行為威脅到其生存

但紅皮書物種並非全數都是 CITES 物種，

紅皮書作為科學性評估的結果，而保

附註 1：CITES 是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延續。

育類法令的執行作為物種保護手段之一，
並非每個紅皮書物種的受威脅原因都與人
為獵捕有關，有些可能是棲地惡化，就必
須考慮到保護棲地，或從保護區劃設著手。
有些則可能是本身過於弱勢，而應針對其

楊正雄
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個別的原因考量採取針對性的措施。

深度閱讀資料
台灣已出版紅皮書名錄全文電子檔連結：https://www.tesri.gov.tw/A6_2。
IUCN 有關於紅皮書評估相關文件及成果報告（英文）： https://www.iucnredlist.org/resources/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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