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農業在穩定糧食供應、維護生態環境、保

障食品安全、維繫社會文化等多功能價值，與

全民生活與福祉息息相關。面臨氣候變遷加劇

的影響，從自然環境、農漁業生產、社會經

濟，每一環節彼此牽連，是全球須共同面對的

挑戰。如何維持人類生計同時兼顧環境永續，

是全球急需尋找的答案。臺灣與亞太地區農業

近年來面臨農業從業人口老化、全球氣候變遷

及生態環境威脅等挑戰，如何吸引青年回流農

村、穩定農村經濟收入並同時永續農村生態，

成為臺灣政府與亞太地區政府共同的課題。

其中一個努力的方向就是 2010年聯合國
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約大會中，日本所提出的

「里山倡議」(Satoyama Initiative)理念。
里山（Satoyama）的定義是由山（自然資源
豐富的山林）和里（人類居住的農村）這些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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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所組成的環境，為許多野生動物的

棲息地，也有助於防災、集水區保護

及其他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里山一

詞雖源自日本，但在全球各地皆有里

山基本原則管理的永續案例，希望推

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及人與自然和諧

共生的工作目標。此外為了建立對半

自然環境的價值認同，並發展出與自

然和諧共生的永續農村社會模式，為了提倡農

村價值與國際合作交流，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

所與日本政府，提議建立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

係 網 絡（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
本場響應里山倡議，於 2016年加入國際

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IPSI)，是臺灣第一個
加入 IPSI會員的政府機構，並持續與推動里山
倡議理念的公私部門如林務局、水土保持局、

農糧署、東華大學、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富里鄉農會等公私部門與民間非營利事業團體

合作，輔導農民友善耕作以保存農田生態環

境。期望共同促進農業永續發展，兼顧資源循

環利用及生態環境保育，發揮農業多元價值，

提振農村多元產業及文化。

為了借鏡亞太地區推動里山倡議的經驗，

本場與亞洲太平洋地區糧食與肥料技術中心

(FFTC)、林務局、林業試驗所，以及里山倡
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 (IPSI)，於 2019年 9月
17-19日在本場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為期三
天之「推動里山倡議以促進生物多樣性及增進

人類福祉」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亞太地區專

家，一起探討目前實行里山倡議的現況及未來

展望，並與花蓮在地農友與部落族人交流里山

倡議及生態農業推動的經驗。

里山倡議的推動與挑戰  交流改善農村經

濟與生態環境的經驗

本次國際研討會為了讓與會者了解國內外

里山倡議的推動情形，以及所面臨的挑戰，

邀請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路（Taiwan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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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推動里山倡議以促進生物多樣性及增進人類福
祉」國際研討會聚集了關心農村經濟及生態環境議

題的專家學者

 3 農委會黃金城副主委 (右一 )特地參加研討會並致
詞表示，里山精神對農業而言，主要是指在生產之

餘，也須維護生物多樣性，這是我們不能推卸的責

任

4 �李光中副教授分享 TIPSI 在臺灣的推動情形，他表
示臺灣里山倡議的行動中 TIPSI 扮演非重要的支持

角色，有助於北中南東區域的 IPSI 多元權益關係

人平台經驗交流及相互合作，共同解決農村面臨的

挑戰與問題

 5 �姚盈芳博士說明里山倡議是為了達成生物多樣性公
約所發展的行動，2020 年將與生物多樣性全球架

構接軌，持續與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

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 (IPBES)、聯合國教育科學以

及文化組織 (UNESCO)、聯合國農糧組織 (FAO) 等

重要組織合作推動，並與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UNFCCC)、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 (UNCCD) 等保持

一致的發展目標、發揮加乘的效應，共同推動可永

續發展的未來，因此鼓勵有相同理念的夥伴加入

IPSI 會員共同行動

TPSI）的主要推手東華大學李光中副教授發表
專 題 演 講「Implementing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for the Benefits of Biodiversity 
and Human Wel l -be ing:  Ta iwan´ s 
Experience(中譯：推動里山倡議以促進生
物多樣性及增進人類福祉：臺灣經驗 )」，以
及 IPSI秘書處的聯合國大學可持續性高等研
究所研究員姚盈芳（Dr. Evonne Yiu）博士
發表專題演講「Conserving Biodiversity for 
Sustainable Futures - Perspectiv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atoyama Initiative( 中
譯：為永續未來保護生物多樣性：國際里山倡

議的觀點 )」。
其後區分四大主題，分別為知識強化、政

策與能力建構、各國實際案例分享、以及政策

論壇，有來自亞太地區包括印度、日本、馬來

西亞、菲律賓、臺灣及泰國的實際參與成功個

案的講者，分享各國推動里山倡議計畫、改善

農村經濟與生態環境相關政策與措施之經驗。

主題 I 知識及技術強化：傳統生態技術

系統及相關現代科技結合

首先由農業試驗所農業化學組陳琦玲研究

員發表「Evaluating the Benefit of Practice 
for Satoyama Init iative by Applying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n d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Technology (ICT) ( 中譯：利用資通訊技
術 (ICT)評估里山倡議的實踐效益 )」；以
及日本農研機構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NARO) 楠 本

良 延 博 士 (Dr. Yoshinobu Kusumoto) 發
表「Biodivers i ty  Maintained by the 
Traditional Tea-Grass Integrated System in 
Shizuoka, Japan(中譯：日本靜岡縣傳統茶
草場農法維護的生態多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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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本場林立助理研究員發表「Study 
on Rice Paddy Agroecosystem in Different 
Cultivation Method and Landscape(中譯：
不同栽培方法及地景之稻田農業生態系統研究

)」，說明不同栽培方法所形成的農業地景，
會呈現不同的稻田農業生態系統。並發現有機

及生態農法，可提高生物多樣性、病蟲害控制

能力，進而降低農藥使用。農業地景的異質性，

特別是田埂植被的存在可維護稻田生物多樣

性，反之田埂水泥化或建築物及道路較多，則

會降低生物多樣性，建議在淺山地區的農地以

友善農法管理，因為此地會有較多物種。

主題 II：政策研究及能力建構

首先由日本全球環境策略研究所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高橋康夫研究員發表「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ways forward for the 
Satoyama Development Mechanism: A 
self-assessment by the SDM Secretariat(中
譯：里山發展機制（SDM）的成就、挑戰和前
景：SDM秘書處的自我評估結果 )」。
國內部分則是林務局保育組石芝菁科長

發 表「Taiwan Ecological Network and 
Satoyama Initiative(中譯：臺灣國土生態
綠網與里山倡議 )」介紹臺灣如何推動里山
倡議的行動計畫－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

畫，結合農委會各單位及跨部會機關共同打

造，串聯森－川－里－海地景，調和生產、

生活與生態，達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緊接

著由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徐霈馨博士後研

究 員 發 表「Authenticity, Satoyama and 
Sustainability in Tourism(中譯：觀光中的真
實性、里山與永續性 )」，介紹國內外在里山
地景中發展的休閒農業案例，探討農村發展休

閒產業的對維護里山地景的可持續性與方向。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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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陳琦玲研究員從農林業角度出發，介紹資訊與通信
科技於里山倡議案例的應用，包括比較慣行及有機

農法 (以草覆蓋根部的農法 )對於環境、生物多樣

性及農業產值的影響，以及氮素汙染地下水監測等

 7 �楠本良延博士說明日本靜岡茶草場實踐情形，他表
示這樣的農法保留了草原，維護生物多樣性，同時

讓農民也維持了經濟能力，是里山倡議很好的典範

8 高橋康夫研究員介紹里山發展機制 (The�Satoyama�
Development�Mechanism,�SDM) 的成就、挑戰和前

景，並在分析各國里山案例後，評估 SDM 與愛知生

物多樣性目標及全球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Goals,�SDGs) 的關聯性，期望這些

實驗型計畫未來可規模化，促成社會性改革

9 Ms.�Maya�Izar�BINTI�Khaidizar�介紹馬來西亞

農業研究與發展研究院 (MARDI) 在糧食和農業植物

遺傳資源 (PGRFA) 農場保護及生態工程倡議的經驗

10 菲律賓 Juan�Magboo�Pulhin 博士介紹 Kalahan 教
育基金會關於森林及文化保護的執行情形

11 泰國 Pongsak�Hengniran 博士提供泰國推動以經濟
林種植及小型綠色能源生產學習中心支持當地社區

永續發展的經驗

12 印度能源與資源研究所的研究員 Siddharth�Edake
發表透過社區保育區實施里山計劃－來自印度那加

蘭邦的成功案例

主題 III：各國實

際案例分享

本次研討會邀

請馬來西亞、菲律

賓、泰國、印度學者

及研究人員，向大

家介紹各國的案例

及經驗，包括馬來

西亞農業研究與發

展研究院Ms. Maya 
Izar BINTI Khaidizar

發 表「PGRFA On-farm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Initiative: MARDI's 
Experience(中譯：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
源（PGRFA）農場保護及生態工程倡議：馬
來西亞農業研究與發展研究院（MARDI）之
經驗 )」；菲律賓 Kalahan教育基金會 Juan 
Magboo Pulhin 博 士 發 表「The Kalahan 
Educational Foundation: On the Ground 
Initiative for Forest Conservation and 
Culture Preservation(中譯：菲律賓的卡拉漢
教育基金會：關於森林保護和文化保護的基礎

倡議 )」；泰國農業大學 Pongsak Hengniran
博 士 發 表「Promoting of Economic 
Forest  P lantat ion and Smal l  Green 
Energy Production Learning Center for 
Supporting Local Commun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中譯：推廣經濟林種植與小
型綠色能源生產學習中心以支持地方社區永

續發展 )」；印度能源與資源研究所的研究
員 Siddharth Edake 發 表「Implementing 
Satoyama Initiative through Community-
Conserved Areas (CCAs)- A Success Story 
from Nagaland, India(中譯：透過社區保育

12
區實施里山計劃－來自印度那加蘭邦的成功案

例」。

國內部分則是兩位實際在農村經營的農民

分享臺灣的案例與經驗，包括花蓮縣豐濱鄉新

社部落有機水稻田工作者宮莉筠，分享從新社

水稻田產業的復甦，部落的文化、傳統祭儀的

傳承等經驗。以及參與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多元權益關

係人平台後，在地農民更是自發地成立潛水隊

伍，監測梯田下珊瑚礁健康，共同維護山與海

的自然生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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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賜糧源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鍾

雨恩農友，分享富里返鄉青農們為振

興農村產業，藉由每年舉辦的穀稻秋

聲音樂節，與藝術家、景觀師合作，

並結合公部門資源，連結農民、家屋、

民宿、作物、體驗活動及自然景觀，

透過音樂、在地美食、豐富的農村生

活意象傳達，創造富里獨特的休閒觀

光產業，獲得更多人關注活化農村的

議題。

主題 IV：政策論壇

歷經兩日的案例分享與理念溝

通，藉由最後一項主題「政策論壇」

進行綜合討論及提出推動里山倡議以

促進生物多樣性及增進人類福祉的建

議，由 FFTC林國慶主任主持，邀請
代表 IPSI的姚盈芳博士、Mr. Yasuo 
Takahashi、李光中副教授、本場楊
大吉副場長、林務局夏榮生處長、臺

灣大學李玲玲教授、以及中興大學柳

婉郁副院長在會中進行交流。並開放

與會人員參與，共同討論政府如何扮

演推動里山倡的角色，讓良好的政策

及輔導力量，支持社區持續促進生物

多樣性保育，同時維持居民生計。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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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在政策論壇中，楊大吉副場長提出里山倡議需要更多與人

的溝通，讓所有會接觸到的利害關係人，提供想法以及未

來的做法

 14  新社宮莉筠小姐分享部落內有機水稻栽培歷程

15  天賜糧源鍾雨恩先生分享富里返鄉青農的故事

 16   與富里青農交流活化農村及實踐里山精神的經驗

17  認識巴拉告生態捕魚的農業體驗發展案例

 18 認識小綠葉蟬與蜜香紅茶的互相依存關係

19  參訪吉拉米代部落的稻田文化景觀保護里山倡議研究案例

20  參訪推廣里山倡議及農村旅遊體驗案例

實地訪查  在地交流

為了深化臺灣與國際間的案例交流，第三

天的實地參訪活動，本場帶領本次研討會主講

的國內外學者專家，到光復鄉的馬太鞍濕地認

識馬太鞍休閒農業區的農業體驗發展案例－巴

拉告生態捕魚；瑞穗鄉的舞鶴臺地參訪里山倡

議研究案例「生態與經濟：認識小綠葉蟬與蜜

香紅茶的互相依存關係」；到天賜糧源富里製

作農村實驗基地，實地瞭解青農們如何利用多

種實驗活動活化農村以實踐里山精神；到豐南

的吉哈拉艾部落參訪里山倡議研究案例「吉拉

米代部落的稻田文化景觀保護」；到羅山有機

村參訪里山倡議研究案例「推廣竹林循環利用

及里山倡議農村旅遊體驗」及親自參與「有機

黃豆製作泥火山豆腐」的農業體驗，實際看到

臺灣的里山倡議與生態農業實踐案例，並與當

地農友及部落族人進行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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