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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郭華仁

九十四年原住民國際事務人
才培訓課程 2005-10-16

兩個世界

狂牛病

科學家證實，餵牛以動物骨粉，可以增加泌
乳率，並提升牛乳品質；然而因此導致羊搔
癢症感染到牛隻，並進入人類食物鏈，導致
英國數百人死亡，美日亦有之

Jarawas

系統 案例 kcal獲得/kcal支出

採集 野生小麥，Turkey 40-50
農業：人力 木薯，Zaire 37.5

木薯，Tonga 26.9
高粱，Sudan 14.1
玉米，Mexico 10.1

農業：畜力 玉米，Mexico 3.4
稻，Philippines3.3
高粱，Nigeria -0.1
小麥，India -0.5

農業：機械 玉米，USA 2.5
Potato，USA 2.3
小麥，USA 1.8
稻，USA 1.4

食物獲取系統的能量收支比

•1648年Guilherme Piso出版巴西地區的民族植物學資料
(História natural do Brasil Ilustrada)。

•十八世紀末西班牙植物學者Hipólito Ruiz López以11年
的時間在秘魯與智利記載各種原生植物的用途與價
值。

•隨著西洋植物獵種家、傳教士、醫師、商人的不斷前
往世界各地考察，當地居民的植物利用知識不斷地累
積，散見於各式的筆記手稿。

•1874年 Stephen Powers 「Aboriginal Botany」

傳統知識對主流世界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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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對植物的認知、使用與
保育植物的知識

民族植物學知識的基本整理植物資源使用與管理的評量
植物資源如何進行科學利用原住民族如何由其傳統植物
知識得到最大好處

科技整合學科：植物學、語言學、農學、人類學、
藥物化學、地質學...

Ethnobotany
John Harshberger 1895

亞馬遜印地安人將 Chondrodendron的樹皮刮下，然後用
冷水浸出箭毒。其備製方法密不外洩，直到1800年代
才由Alexander von Humbolt看到。其成分現在在進行手術
時，用來鬆弛肌肉。

日日春
Catharanthus roseus

1757法國人引種，用來治喉嚨痛、胸
膜炎、赤痢

1950-60年代，美國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開始大量篩選植物抗癌成分

但其中的vincristine後來用來治療血癌
(Oncovin)，vinblastine可治睪丸癌(Velban)，
兩種藥物在1985賣出 1 億美元

禮來公司參與，由日日春分離80種以
上的生物鹼，無一具有治療糖尿病的
功能

Madagasca 傳統草藥

KAVA  of  Fiji

Piper methysticum

CIMMYT, 23%

ICRISAT, 19%

ICARDA, 18%

IRRI, 14%

CIAT, 12%

IITA, 7%

WARDA, 3%
CIP, 2%

ILRI, 2%

全部(2002) 660,000批

種源類別百分比
  禾榖 48
  食用豆 16
  牧草 10
  蔬菜 8
  果類 4
  塊根莖類 4
  纖維類 2
  油料類 2
  其他 6

國際農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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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探勘

PI 154430 PAZUMATAMARU
PI 154432 BAIFUFUGOYA
PI 154433 PAIAURU
PI 154434 MAIRAROMU
PI 154435 RAGASU
PI 154436 KOMAPATAI
PI 154439 NUTSURIWAI
PI 154441 NATARA
PI 154444 PERIIZU
PI 154447 MONTANA

PI 154490 SAKURA
PI 154491 PAIYAUTSURU
PI 154494 GURUSU
PI 154495 NAGABO
PI 154497 POHOTSU TAIYARU
PI 154499 HAASUKOTAKORU
PI 389023 SENSHO
PI 392810 ASAGA
PI 392881 URASAN

美國種原庫所藏台灣陸稻

Boehringer Ingelheim 1986-89起
採集單位：個人， Illinois大學, 紐約植物園
採集數量：每年8-12次，約5,000 化合物
採集對象：植物、微生物

CIBA-GEIGY 1989起(海洋); 1992起(熱帶植物) 
採集單位：個人，中國科學院; Harbor Branch 
Oceanographic Institute
採集數量： 4,000 樣品 (1991)
採集對象：植物、微生物、海洋生物

Monsanto  1989起
採集單位：Missouri 植物園
採集數量：每年9,000樣品
採集對象：植物、微生物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1960-1980; 1986至今
採集單位：多
採集數量：目前每年10,000樣品
採集對象：植物、微生物、海洋生物、昆蟲、真菌

每找到10,000個化學物質當中，僅能產生一個
具有獲利潛能的藥物。

Shaman Pharmaceuticals公司宣稱其探勘成
功率高達50%！

該公司在尋找植物對象時，先探求地

方社區的傳統知識，至少三個社區採

用作為藥材的植物，才進行篩選，因

此能得到比隨機篩選高出5000倍的

效率 。

清晨6點，Langa與我由Parina赴Bilinli。...。在
Aressas時，Langa要我由一棵樹，叫做amapla
kilala的 [Albizia procera (Roxb.) Benth.]，砍下若
干條樹皮，大小約10 x 50 cm，用來預防水蛭。將
這些樹皮的形成層部位在腿與腳跟上不斷的摩擦，
由於腳已經被樹葉沾濕，因此含有皂素 (而且具毒
性，見：Quisumling, 1947, p.148)的樹皮就在腳上
形成粉紅色的泡沫黏質，對於趕走水蛭很有
效。...。 Langa突然停住，用柺杖朝小徑旁猛刺，
然後拉出一種小雜草，稱作tawag kugum buladlad
的 (Buchnera urticifolia R.Br.)，他告訴我這可以塗
上槍矛，準備用來獵野豬。...。

日記範例： H.C. Conklin, 1954 

註：學名與文獻日後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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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有草山先住民二人。一日，狩獵歸來，
為獵物分配不均發生口角。內一人怒，遂
將另一人射殺。當場目睹之少女大為恐
怖，皆隱入茄苳樹之幹內。故今日砍伐茄
苳樹時，均見有鮮血流出。

－Paiwan族，Kasupokan社

知識經濟
的時代

傳說與禁忌的知識

「傳統知識」係指基於傳統而產生之科學發現、發明、
表演，外觀設計(designs)、標幟(marks)；名稱或符號、文
學的、藝術的作品、未公開之資訊；

以及其他一切基於傳統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
內智能活動所生之創新/新發明（innovations）與創作
（creations）。

其中之「基於傳統」係指某種知識體系、創作、創新及
文化表達方式，其通常皆為代代相傳，且被認定?係某
個特定民族或其居住地域所固有的，並會隨著環境變遷
而不斷演進者。

WIPO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2003

傳統知識的意涵及其特性

蘭嶼併板舟

欖仁舅 Neonauclea reticulata 重

七里香 Murraya paniculata

蘭嶼花椒 Zanthoxylum integrifoliolum

毛柿 Diospyros discolor三年生

21 – 27 片木材； 7 種植物

傳統知識的特性

近代科技乃是被分門 (compartmentalized) 的，而其獲得乃
是經由化約的 (reductionismic)、常是脫離生活的、分析的、
以及演繹的方式。

傳統知識的起源，是原住民或傳統社區居民基於日常生活
上與環境的互動所產生的觀念，這樣所形成的知識可說是整
體的，並且經常是經由觀念的傳遞，演繹而成。

近代科技的論證常是基於現象背後的抽象概念，其描
述經常是數量化的，而其概念的演繹是推進式的

傳統知識的整體性，因此其內容常是敘述性的、是直
覺的、是為現象的關聯，而其概念的演繹經常是重複
驗證的、侷限於現象的

傳統知識的起源乃是整體 (holistic)的、集體創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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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知識的特性

傳統知識的起源乃是整體 (holistic)的、集體創作的

傳統知識也可能是源自個人的獨創或少數人的創新；

近代科技的創新也不排除集體創作的方式，雖然其創
新常侷限於少數受過訓練的個人或小團體。

集
體
創
作

某團體內
特定的人

某社群內
不特定的人

近代科技傳統知識

傳統知識的特性

傳統知識之傳遞乃基於代代口語相傳

原住民傳統上並無文字，因此其知識的累積

只能靠代代間的口語或肢體語言來傳遞。

近代科技的傳承則主要是仰賴文字紀錄與發

表，教授者的功能只是加速知識的傳遞。

中國、印度傳統醫學的文字記載：經典式的

近代科技的文字記載：片段式 + 經典式

傳統知識的特性

傳統知識的創新者經常無法可考

近代科技除了文字記載為常規外，也相當重視
原創者身分的確定。

許多傳統知識由於是長期集體的創作所產生，
而且其過程缺乏文字記載，因此常無法認定知
識的創新者。

當今傳統知識的形成，既然可能發生於短
期之內，因此其創新者也可能能夠指認。

傳統知識的特性

傳統知識具變動性，因社會環境變遷而演進

所謂傳統，並非一定指過去的知識，而
是指該知識產生的方式是「傳統的」

近代科技的階段與演進：文字的功能

近代科技的演進
速度遠比傳統知識者快：但 •••••

幅度遠比傳統知識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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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知識的特性

傳統知識常歸屬於某個特定居住地域的人民

知識的擴散是系統性的，
既快速而且廣泛

擴散較慢而侷限

經由智財權的申請而成為
私權；該私權可能屬於個
人、少數人、或某集團的
全體

創新、保存於於較為封
閉的社會，為特定地區
的居民所共有，或者某
地區的個人、少數人、
或全體所擁有；擁有者
通常對之並不具有私權

近代科技傳統知識

鴻義章、劉炯錫、吳敏鳳、廖守臣、嚴新富、李明亮、
李亦園、石磊、 阮昌銳、楊福發、李瑞宗、歐辰雄、
劉思謙、廖守臣、潘富俊、陳振榮、邱文良、簡慶德、
黃詩硯、林麗君、董景生、王相華、張汶肇、嚴新富、
林宗賢、林得次、陳岳文、莊效光、郜月珠、林金雄、
潘清連、潘順勇、尤振成、蕭惠美、林志忠、鄭漢文、
呂勝由、帝瓦伊．撒耘

我國的民族植物學著作 1916~1937   約30篇

1964..  1997~2004 約21篇

一， 食用植物：
1.栽培作物，2.野生植物

二， 造酒用植物
三， 嗜好料植物
四， 藥用植物
五， 牧魚用植物
六， 染料植物
七， 洗濯用植物
八， 纖維植物
九， 用材質物：
十， 裝飾用植物
十一， 雜用植物

山田金治的台灣
原住民族民族植
物歸類 (排灣族)

Abrus precatorius相思子,
Blumea balsamifera艾納香
Castanea crenata日本栗, 茅栗
Chenopodium album灰藋
Daucus carota var. sativa胡蘿蔔
Dendranthema arisanense阿里山油菊
Dendranthema indicum油菊
Fatsia polycarpa台灣八角金盤
Ipomoea batatas甘藷
Lysimachia capillipes排香草
Mallotus japonicus野桐, 白匏仔
Murraya paniculata月橘
Sambucus chinensis冇骨消
Setaria italica小米
Vitex negundo埔姜仔

造酒

Ecdysanthera rosea 酸藤

Litsea cubeba 山胡椒,木
薑子,香樟, 

Rhus javanica var. 
roxburghiana羅氏鹽膚木

食鹽代用品

Albizzia julibrissin合歡
Begonia formosana水鴨腳
Entada phaseoloides鴨腱藤
Momordica cochinchinensis
木虌子
Sapindus mukorossi無患子

洗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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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ca catechu檳榔
Breynia officinalis山漆莖
Callicarpa formosana杜虹花
Callicarpa pilosissima細葉紫珠,銳葉紫珠
Cinnamomum camphora var. nominale栳樟
Ctenitis subglandulosa肋毛蕨
Ehretia resinosa恆春厚殼樹
Ficus microcarpa正榕
Ficus pumila var. awkeotsang愛玉子
Hiptage benghalensis猿尾藤
Murraya paniculata月橘
Paederia foetida雞屎藤
Piper betle荖藤
Pisonia aculeata腺果藤
Tournefortia sarmentosa冷飯藤
Vitex negundo埔姜仔

咀嚼

Albizzia procera台灣合歡
Buddleja asiatica駁骨丹
Engelhardtia roxburghiana
台灣黃杞
Millettia pachycarpa魚藤
Schima superba木荷
Zanthoxylum pistaciiflorum
刺葉山椒

毒魚

菊科 35 石蒜科 4 三白草科 2
芭蕉科 13 禾本科 4 夾竹桃科 2
瓜科 10 防己科 4 虎耳草科 2
百合科 10 胡椒科 4 柿樹科 2
豆科 10 馬兜鈴科 4 桑科 2
蕁麻科 10 菫菜科 4 旋花科 2
大戟科 9 樟科 4 瓶爾小草科 2
唇形科 9 蓼科 4 棕櫚科 2
天南星科 8 繖形花科 4 無患子科 2
茜草科 8 蘭科 4 鳳尾蕨科 2
馬鞭草科 7 芭蕉科 3 蘿藦科 2
葡萄科 6 莎草科 3
爵床科 6 莧科 3
薑科 6 景天科 3
茄科 5 紫金牛科 3
錦葵科 5 紫草科 3
薔薇科 5

千屈菜科 金縷梅科 瑞香科
小蘗科 柏科 碗蕨科
五加科 胡麻科 落葵科
木棉科 桔梗科 漆樹科
木蘭科 桃金孃科 鳳梨科
毛茛科 海金沙科 蓧蕨科
玄參科 烏毛蕨科 曇華科
石竹科 茶科 蹄蓋蕨科
石松科 馬桑科 鴨跖草科
忍冬科 馬齒莧科 藜科
車前科 馬錢科 蘋科
卷柏科 骨碎補科 獼猴桃科
虎皮楠科 野牡丹科 櫻草科
虎耳草科 紫茉莉科 鐵角蕨科
金粟蘭科 酢漿草科 鐵線蕨科

藥用

生物剽竊
Biopiracy

TRIPs 1994貿易相關之智財權協定

27-1：對於任何新的，發明的，以及產業可用的技術
皆須給予專利
27-2：為了維持公共秩序與道德，包括人畜植物健康
與環境等，則可加以排除

• 27-3(b)：也可以排除動植物(除非是微生物) ，以及生產
動植物的實質生物程序(除非是非生物性的，或是微生物
性的)。然而會員國應使用專利或有效的特別(sui generis) 
法規，或兩者兼具，來對植物品種給予保護。本規定須於
WTO協議生效四年後加以檢討

權利範圍主張及於全部植物種
Calgene, Inc. 5,188,958 
Transformation and foreign gene expression 
in brassica species

及於任一使用農桿菌Agrobacterium轉
殖的蕓苔屬轉殖植株

權利範圍主張及於整個植物性狀
Dekalb Genetic Corporation  5,258,300
Method of inducing lysine overproduction in 
plants

及於所有lysine含量增加的轉殖植株

•專利
•植物專利
•營業秘密
•商標
•地理標示
•植物育種家權利

技術專利
基因專利
成分專利
植物專利



8

1978公約 27國 1991公約 31國

UPOV

尼加拉瓜葡萄牙

巴拿馬烏拉圭

肯亞阿根廷

中國斯洛伐克

巴西挪威

玻利維亞加拿大

千里達紐西蘭

巴拉圭愛爾蘭

墨西哥瑞士

厄瓜多爾南非

哥倫比亞義大利

智利法國

烏克蘭西班牙

比利時

19911998摩多瓦

19912004亞塞拜然19911998保加利亞

19912004烏茲別克19911994奧地利

19912004約旦19911993捷克

19912004新加坡19911993芬蘭

19912003Lithuania19911989澳大利亞

19912003突尼西亞19911989波蘭

19912002貝拉魯斯19911983匈牙利

19912002拉脫維亞19911982日本

19912001韓國19911981美國

19912001羅馬尼亞19911979以色列

19912001克羅埃西19911971瑞典

19912000吉爾吉斯19911968英國

19912000愛托尼亞19911968荷蘭

19911999斯洛瓦克19911968德國

19911998俄國19911968丹麥 PVP in the South: who is claiming their rights?

GRAIN, 2000

棕棉
Mexico的 Nahua Indian稱為 coyote coyuche
Guatemala 稱為Ixcoco

1990, 美國Sally Fox經由選種選出有色棉
花品種，獲得美國植物品種權利

BIOPIRACY

Ayahuasca
Banisteriopsis caapi (Spr. ex Briesb.) Morton

亞馬遜流域至少72族所使用，名稱42種
美國植物專利‘Da Vine’PP 5751 (1986)                     

1999 撤銷

Claim 1.  對傷患者施以有效量之薑黃粉可以促進患者
傷口癒合之方法。
Claim 2. 根據C1. 以口服施予該患者。
Claim 3. 根據C1. 以外敷施予該患者。
Claim 4. 根據C1. 以口服及外敷施予該患者。
Claim 5. 根據C1. 處理手術傷口。
Claim 6. 根據C1. 處理身體潰瘍。

1993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Medical Center 申請利用薑
黃作為藥用的專利 (no. 5,401,504)

1997  裁決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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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W.R. Grace‘s  
美國專利# 5,124,349
Neem油作為殺蟲劑的專利

1994年，歐洲專利局 # 0,436,257

Azadirachta indica
The Neem Tree

BIOPIRACY

2000年5月撤銷

蘭嶼的青脆枝
（Nothapodytes nimmoniana Graham）

樹皮摸起來像
「被閹過公羊的皮膚」

喜樹鹼

依照國家立法，原住民和地方社區體現與生物多樣性

保育和持久使用相關的知識、創新和做法的傳統
生活方式應加以尊重、保存和維持，並且在此等
知識、創新和做法的擁有者認可與參與之下，促進其

廣泛應用，並鼓勵公平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識、創
新和做法而獲得的惠益。

每一締約方應盡可能並酌情

條約 8 (j)傳統知識

生物多樣性公約

種子戰爭：TRIPs vs CBD

第8條 就地保護
每一締約國應盡可能並酌情：
h. 防止引進、控制或消除那些威脅到生態系統、生境
或物種的外來物種；

j. 依照國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維持原住民和地方社
區體現傳統生活方式而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持
久使用相關的知識、創新和做法並促進其廣泛應
用，由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的擁有者認可和參
與其事並鼓勵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識、創新
和做法而獲得的惠益；

原住民知識權

(c)保障及鼓勵那些按照傳統文化慣例
而且符合保育或持久使用要求的生物資
源習慣使用方式；

(d)在生物多樣性已減少的退化地區支助地
方居民規劃和實施補救行動；

生物多樣性組成
部分的持久使用每一締約方應盡可能並酌情

條約 10

生物多樣性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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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條 遺傳資源的取得
a.確認各國對其自然資源擁有的主權權利··············
c.本條所指締約國提供的遺傳資源僅限於這種資源原產國的締
約國或按照本公約取得該資源的締約國所提供的遺傳源遺傳

e.資源的取得須經提供這種資源的締約國事先知情同意，除非
該締約國另有決定。··············

g.締約國應酌情採取立法、行政或政策性措施，以期與提供遺
傳資源的締約國公平分享研究和開發此種資源的成果以及商
業和其他方面利用此種資源所獲得的利益。這種分享應按照
共同商定的條件。

遺傳資源的取得

Prior  informed  consent 請准

生物多樣性公約

(4)締約國...應...鼓勵並制定各種合作方法
以開發和使用...當地技術和傳統
技術...。為此目的，締約國還應促進人
員培訓、 ...的合作。

技術和科學合作

...資訊交流應包括...、當地和傳統知識本
身及...的技術。...包括資訊的回流。

條約 17 資訊交流

條約 18

技術轉移 惠益分享

保育

遺傳資源
傳統知識

南方國家

北方國家

請准

探勘 專利

取得 新發明

生物智財權：CBD vs TRIPS

知識權的保護

知識維持與創新的保護

智財權的保護

智財權外的保護

1

3
2

傳統知識的保護

傳統知識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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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領域

公領域

積極的保護 (Positive protection)

消極的保護 (Defensive protection)
? ? ? 產?

智慧財產權外

知識權的保護

知識維持與創新的保護

專利、營業秘密、商標、地理標示

資料庫的建構

1

2

3

傳統知識的保護

無形財

有形財

保護對象

已在公共領域

尚在私領域上
植物種原庫，1993年之前入庫

各類出版品，資料庫

野生植物
栽培植物

傳統知識

植物種原

生物多樣性
相關知識

消極的保護

積極的保護

智財權的保護

專利

? ? ? ? ? ? ? ?

新穎性

1
智財權的保護

申請專利權的近代科技發明，不得為既有技

術 (prior art)，也就是說申請之時已經被揭露

者。準此，曾經被外人訪談紀錄而且發表過

者，都可以算是既有技術，而無法為現行專

利法所保障。

專利
可重複性

1? ? ? ? ? ? ? ?智財權的保護

傳統知識：需要在恰當的時空環境下才能
重現 (有效)；重複性常較低

近代科技：特定的條件，遵循發明的
步驟，易於重複該項發明

傳統知識若經近代科技分析其抽象
的原理，其結果常能不限於時空而
達到可重複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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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業可利用性

1
智財權的保護

不得授予專利的知識

近代科技：如不涉及物質材料的自然科
學理論；某些可用以生產的發明，如「生
產動植物的實質生物程序」

傳統知識：舞蹈；農業知識之屬於實
質生物程序者

專利 進?性(非顯而易見性)

1
智財權的保護

高度的創新

創作或改良物品的形狀、
構造或裝置

創作物品之花紋、色彩等

中藥的全新配方以

中藥加減方

近代科技傳統知識

? ? ? ?

1
智財權的保護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的計劃：

將傳統知識轉成營業秘密

Ecuador

3.) 可以採取同業聯盟 (cartel) 的方式
來避免社共享有某營業秘密的社群間
的削價競爭。

1.)願意參與的原住民或地方社區將其
傳統知識分析歸類然後儲存於限制取
得的資料庫中，在此資料庫，每個社
群有其個別的檔案；

2.) 對於每筆資料加以比對，檢查是否
已經存在其他公共領域內，其他社群
是否也有類似的知識

1
智財權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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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揭露遺傳資源來源

○○○XX揭露係屬強制性

○○XXX揭露利益分享

○○XXX揭露事先通知同意

○○XXX造成專利無效要素

○○XXX視為專利實質要件

○XXXX不授予微生物專利

非 洲 集非 洲 集
團團

巴 西 等巴 西 等
十 一 國十 一 國

歐 盟歐 盟瑞 士瑞 士美 國美 國

1
智財權的保護

專利新的揭露要件
各國的立場

智慧局王美花組長整理

1
智財權的保護

國際承認 VS  雙邊承認

http://www.fas.usda.gov/info/agexporter/1999/council.html

Intertribal Agriculture Council 
CORPORATION MONTANA 
Serial Number  78110282
Reg. Number  1871369

受承認族群經註冊後得用此商標

團體標章，證明標章

商標

智財權的保護
1

•具有集體的傳統特質，私人不得擁有
•保護之際同時與允許演進
•強調當地文化、資源、環境、與產品
間的關係

地理標示所保障者

TRIPs第22-1條：本協定所稱之地理標
示，指為辦別一項商品標示乃產自一會
員國之領域，或該領域內之某一地區或
地點，且該商品之特定品質，聲譽或其
他性質，根本上是來自於原產地者。

地理表示

智財權的保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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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財權外的保護

請准、取得與惠益分享

1995  菲律賓
行政命令第 247號

1996 Andean Pact 
遺傳資源取得通則

1998 Costa Rica 
生物多樣性法 全107條

1998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社區權與生物資源取得草案

原住民的同意
外國單位需提出商業開發協議
需有本國科學家參與
對本國政府與原住民需付權利金
備份材料存放本國
所得材料與資訊本國應能獲得
本國特有植物對本國民不得收取權利金
因該材料所衍生的商品需要告知本國與原住民

http://users.ox.ac.uk/~wgtrr/rp.htm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1995 
Executive Order No. 247

智財權外的保護
請准、取得與惠益分享

•COSTA RICA：The INBIO-Merck
Research Agreement

•BRAZIL：The NCI–UNIP   Agreement
•COLOMBIA：The BioAndes Case
•CAMEROON：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and the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USA

•FIJI：The USP & SIDR(Scotland) 
Agreement

•PHILIPPINES：Commercial Research
Agreement (1998)

•UNITED STATES：The 
Yellowstone–Diversa Agreement

智財權外的保護
請准、取得與惠益分享

協議

Í傳統知識以及將此之用於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

持續使用，目前究竟還保留有多少。

Í導致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傳統知識消失的因素。

Í有害於傳統知識的尊重、保存、維護的因素。

Í各類方法，何者能用來阻止傳統知識的消失，更進
一步能促進其保留、保存、維護者。

鑑定並且評估：

3
知識維持與創新的保護

生活習慣的維持
自主教育的維持

CBD  2000 Proposed programme of work on the… . 
為
誰
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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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確保原住與地方社區能全程地參與決策、制定計劃、發
展、以及執行生物資源的保育與持續使用

Í建立原住與地方社區的專家名冊，以及相關的資料庫。

Í建立準則，俾能加速有形的與無形的文化財的回流，以期
促進傳統知識的恢復。

Í制定行為倫理禮法，以期在進行研究、取得、使用、交
換以及管制傳統知識、創新以及慣法時，能夠有所遵循。

3
知識維持與創新的保護

生活習慣的維持
自主教育的維持

CBD  2000 Proposed programme of work on the… . 

知識維持與創新的保護
3生活習慣的維持

自主教育的維持

CBD  2004  Akwé: Kon Guidelines

Akwé: Kon Guidelines

Mohawk: 
Everything in creation

Akwé: Kon
Voluntary guidelines for 
the conduct of cultural,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s
regarding developments 
proposed to take place on,
or which are likely to 
impact on, sacred sites
and on lands and waters 
traditionally occupied or 
used by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知識維持與創新的保護
3生活習慣的維持

自主教育的維持

CBD  2004  Akwé: Kon Guidelines

政府、原住民和地方社區、決策者以及開發和規劃的管理者
應確保：

•原住民充分和有效參加和參與開發規劃；

•考慮原住民在文化、環境和社會方面的問題和利益，特
別是婦女；

•環境、社會和文化影響評估時顧及傳統知識的所有權，
並加以保護及維護；

•推廣使用適當的技術；

•實施措施避免任何不利影響；

•考慮到文化、環境和社會因素之間的相互聯繫。

3
知識維持與創新的保護

生活習慣的維持
自主教育的維持



16

鄒族傳統的拓墾旱田 瀨川孝吉

3
知識維持與創新的保護

生活習慣的維持
自主教育的維持

鄒(曹)族傳統的拓墾旱田
瀨川孝吉

3
知識維持與創新的保護

生活習慣的維持
自主教育的維持

3
知識維持與創新的保護

生活習慣的維持
自主教育的維持

第六條 高海拔山區除原住民部落自給農耕

外，禁止農耕、採伐林木，既有作物應限期

廢耕。.

「國土復育條例」草案 2005年1月行政院通過

第十三條 對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識

及智慧創作，應予保護，並促進其發展；其相關

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原住民族基本法」 2月5日總統府公布

The End

台灣大學 農藝學系

種子研究室

郭華仁

http://tk.agron.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