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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本期電子報的專題報導為「生物多樣性」，係配合歐盟園區文化藝廊正展出
的「環境系列攝影展－第二部份」而製作。

巧合的是，因公北上參加會議的歐盟園區同仁們在經過華山創意文化園區
時，正好遇到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為了保護海洋發起的蓋手印活動，並索
取了造紙業者如何破壞蘇門達臘虎棲息地的報導刊物；同時，由高雄市政府環保
局出刊的「綠色座標」中則以建築廢棄物填海造地的「南星」計畫作為議題之一
(2010/12，頁6-7)，文中提到綠化後的新生地提供了休閒空間並淨化空氣，也成
為候鳥重要棲地；而消波用的舊輪胎則長出了綠藻，並引來魚蝦居住。

填海造地對環境的助益尚待觀察，但當人類的行動造成環境破壞與生態浩劫
的同時，人類的行動卻也能喚醒群體的環保意識並阻止更多生物滅絕；現代人該
當思考的是：當我們動與不動皆會對這個環境產生巨大影響時，我們是否能真正
尊重地球上的每一個生物，而不只是因為它們具備對人類有益的特質或純粹長相
討喜?

「行動，帶來改變」，這是綠色和平組織文宣上的一句話；如何行動以帶來
正面的改變則需要我們的努力與用心。

讓我們每天為地球做一件好事，用行動表示我們真的在乎。



99上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諮詢時間：每週一16:00~17:00

諮詢老師：陳郁君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二11:00~13:00

諮詢老師：劉惠風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二、每週四15:00~17:00             

諮詢老師：郭雅芬老師

[法國留學諮詢]

[西班牙留學諮詢]

[日本留學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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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上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奧地利留學諮詢]

[德國留學諮詢]

[美國留學諮詢]

諮詢時間：每週三10:00~11:00

諮詢老師：李克揚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四10:00~11:00

諮詢老師：華明儀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四13:00~14:00                    

諮詢老師：陳佳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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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上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紐西蘭、澳洲留學諮詢]

[英國留學諮詢] 諮詢時間：每週五10:00~11:00

諮詢老師：周秀琴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五14:00~16:00

諮詢老師：張瑞芳老師

有留學諮詢需求的同學，請上園區留學中心之留學
諮詢服務頁面下載「諮詢預約單」，填寫後mail至
歐盟助理處(98140@mail.wtuc.edu.tw)，信件主旨
請註明：「留學諮詢服務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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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國際展─『環境』系列攝影展‧
12/1 起文藻歐盟園區登場

為幫助我們更能了解星球並關懷當今的環境問
題，台灣法國文化協會自2010 起舉辦 『環境』 系
列巡迴展。推出一系列引人入勝的攝影展，附有
中、法文說明使參觀者能夠進一步認識這些我們生
活其中卻又相當陌生的環境。

此展覽今年於台灣法國文化協會 (台北與高雄) 
開展後，分別於台北東吳大學 (9/21-29 )、高雄市立
文化中心 (10/9-20 ) 開始在台灣的一系列巡迴展。

12/1 - 1/12『環境』全系列攝影展將於文藻歐盟
園區文化藝廊展出，內容包括以「能源」、「生物
多樣性」及「永續發展」為主題之系列攝影作品、
講座及影片。

邀請您前來參觀『環境』全系列攝影展，
2010/2011 跨年之際讓我們與歐洲同步齊來關心地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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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歐洲魅影影展
邀請您參與年度歐洲電影盛事

「2010歐洲魅影」影展於文藻的場次將
於12/6(Mon.)開始，活動持續至12/24；期
間將播放歐洲影片共計18部，並採免費入場
參觀方式，喜歡電影的同學怎麼可以錯過文
藻校園內年底前的電影盛事?!

時刻表與影片介紹除了可於網站上下載外，
文藻全家超商佈告欄上亦放置簡章供同學索
取喔!
播放地點：求真樓Q002教室
播放時間：12/6~12/24週間，每晚18:30準
時開播。

活動網址：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
l?Part=euhot00000035&Rc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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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債信危機西、葡恐成下個愛爾蘭(公視2010-12-04) 

• 西班牙航管罷工困33萬客軍方接管(蘋果日報2010-12-05)

• 雪害洪災席捲歐洲60人喪命(台灣新生報2010-12-05)

• 英核潛艦有女兵了確定輻射不傷胎(公視2010-12-05)

• 促進關係俄總統訪問波蘭(法新社2010-12-06)

• 英國逮捕維基解密創辦人亞桑傑(中央社2010-12-07)

• 巴黎大雪戴高樂機場一度關閉(民視2010-12-09)

• 急凍天氣逾40人死亡 歐洲交通癱瘓(tvbs 2010-12-10)

• 英國大學學費漲3倍學生憤怒爆激烈衝突(news talk 2010-12-10)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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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凍天氣逾40人死亡 歐洲交通癱瘓

歐洲雪災嚴重，國際機場暫時封閉，公路
也因為路面嚴重結冰不堪行駛，聯外道路幾乎
癱瘓；氣象專家表示，來自北極的冷鋒持續往
南，低溫還可能再下探，總計目前全歐洲因不
堪低溫而死亡的人數已經突破40人。大雪冰封
巴黎，路面嚴重結冰，被卡在車龍中的駕駛人
只能自力救濟。根據法國國家氣象局資料顯
示，巴黎中心降雪達11公分，是1987年以來最
高紀錄。

Part 3                                                          新聞深度報導

UCA3B 劉蔓君 整理新聞深度報導

艾菲爾鐵塔基於遊客安全考量在中午左右關閉，因為管理單位若灑鹽防止結冰
可能使鐵塔鏽蝕。聯外交通癱瘓，戴高樂機場和奧利機場也面臨暫時關閉的命運。
機場裡，除了排隊和睡覺，枯等的旅客哪裡都去不了。

法國內政部表示，有3300位民眾在巴黎各地約78處庇護所過夜，大雪導致汽
車、計程車、巴士動彈不得，郊區火車也被迫減速。飛機航班取消，受困民眾夜宿
機場。當局在路上灑鹽減緩冰雪融化，但結冰狀況仍造成數條高速公路持續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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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凍天氣逾40人死亡 歐洲交通癱瘓

12月8號晚上至9號清晨的強降雪也為德國鐵
路、航空和公路交通帶來混亂。德國法蘭克福機
場因大雪造成跑道過於濕滑，關閉4小時，數千名
乘客受影響。火車的運行因列車誤點而大亂，通
常以每小時250公里行駛的高速列車限速至每小
時160公里。在紐倫堡，由於軌道被大雪覆蓋，有
軌電車停止運營。萊比錫也面臨類似的問題，市
政官員為了使軌道上不積雪，便讓有軌電車徹夜
運行。

南歐的波士尼亞也逃不過惡劣天候，早上氣
溫攝氏17度，到晚上降到零下6度，溫差整整23
度。

Part 3                                                          新聞深度報導

新聞深度報導

蘇格蘭愛丁堡機場1日被大雪覆蓋，一架
飛機停在雪中，機場被迫關閉。 (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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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一詞於1986年提出，作為生

物的多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一詞的簡稱，起初意指針對
地球上所有植物、動物、真菌及微生物物種種類的清查。爾後，
生物多樣性的意義擴充至地球上生命世界的所有層面，包括所有
物種、物種的遺傳及其變異，以及由物種組成的群落與生態系；
於此定義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可說是等同於一個活生生的地球
上的所有生命。

近五十年來，世界人口由25億成長為60多億，人類耗盡了地
球上四分之一的表土，並大幅地改變大氣特質，其中最嚴重的生
態問題為物種滅絕；目前的物種滅絕速率約為每年1,000種，速度
之快與改變之劇烈值得我們多加關注。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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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生物多樣性對地球生態以至全體人類都有重要意義。就生態
的角度來看，各個物種的存在對地球生命的維持皆舉足輕重，如
植物主要以通過光合作用所製造的氧氣維持地球氣溫；細菌或微
生物則有效地將死去了的生物分解成有機養料，提供植物成長；
動物間的種類競爭則有效地保持了生命平衡。簡言之，生物多樣
性提供了重要的環境服務，諸如保持表土、維護集水區、提供授
粉的昆蟲、益鳥及其他生物、決定地區性氣候等等。

人類的生存有賴於生物多樣性。人類所有的糧食、大部份的
藥物、各用品的原料，皆由各類生物物種提供。地球任何地區皆
依賴生物多樣性維繫，人類的文明唯有在永續自然生產力設定的
範疇圍內方能繼續發展。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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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的種類－基因多樣性

同一種的生物生活在不同的區域，
常因為地理上或是生態上的區隔造
成許多不同的族群，族群之間的基
因遺傳因為交流的機會降低而具有
一定程度的差異，即使在同一族群
內個體之間的變異仍然存在。自然
狀態下基因的多樣性來自基因的突
變及生殖過程中基因的交換重組，
好的基因在大自然的選擇之下被穩
定的保存下來。一個物種或是個體
所帶有的基因好比一個基因倉庫，
每一個倉庫儲藏的物品均不會完全
相同，任何一個倉庫消失意味者某
些東西的消失。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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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的種類－物種多樣性

美麗的世界繽紛的生命，物種多樣性所呈現的面貌豐富了我們生存的環境，隨
者研究者觀察的角度不同，物種的多樣性常以不同的方法去表示，生態學家多
以種類繁富度及種類豐度來表示。所謂的種類繁富度，簡單的說就是定面積內
生物種類數。除了生態學家急切的想了解物種的分布及其豐度之外，分類學家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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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察過無數的物
種及個體之後，對
物種的多樣性更能
深切的了解，分類
學家眼中的多樣性
又多從系統發生及
分類群之間的類緣
關係著，從演化的
角度去探討多樣性
形成的原因及其未
來的去向。4-2



生物多樣性的種類－生態系多樣性

多樣化的生態環境呈現不同的風貌，並提供各種不同 動植物之個別需要。生
態系中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有能量的流動、養分的循環，生態系是個
概念，沒有一定的疆界和規模，撒哈拉沙漠是一個生態系，一條溪流也可以
是一個生態系。棲息環境變了，有些生物也許可做小距離的遷移，但絕沒有
辦法從一個生態系搬家到另一個生態系，因此我們可以做到最好的事，就是
保障整個生態系，並維持其多樣性，破壞了的生態系，其中的物種、基因也
會跟著消失。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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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所面對的威脅

科學家用「HIPPO」來解釋物種衰退和物種提早滅絕的真正原因：

• H代表棲地的破壞和惡化。(Habitat) 
• I代表外來侵略物種。(Invasion) 
• 第一個P代表汙染。(Pollution) 
• 第二個P代表人口成長。使用並和野生動物競爭資源而使動物被迫

離開棲地或者被剝削。(Population) 
• O代表過度開發利用。(Overexploitation)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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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失去的生物多樣性

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人類活動對
生物多樣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地
球上的物種極速走向滅絕。目前全世界
約有3萬4000種植物和5200種動物瀕臨
滅絕，預估在2050年高達1/3之全球物
種將滅絕或瀕危，另外的1/3也許將在本
世紀末走向絕路，這種情況對生態系統
、社會經濟和人類生活都造成了嚴重損
害。

不只是物種的消失，生態系的破碎
、退化、喪失的問題也同樣深刻。全球
已喪失了45%的原始森林，生物多樣性
最高的珊瑚礁已失去了10%，另外1/3面
臨崩潰邊緣。濕地等其他生態系統，也
無一倖免。

而這一切，肇因於人類對自然環境
的破壞：棲地喪失、過度採伐、污染，
甚至是外來種的引入。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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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生物多樣性年
International Year of Biodiversity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200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通過了《2010目
標》（2010 Target），希望於2010年時，顯著降低生物多樣性
喪失的速度，以此消除貧窮並造福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此項決議
隨後在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行的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上獲得各國領導人的承
諾，並納入成為《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的其中一項。

2006年， 聯合國大會決議將2010年訂為「國際生物多樣性
年」，希望藉由國際年的訂立提升人們的相關意識，包括生物多
樣性的重要性與多樣性消失對人類造成的影響，並期許藉此激發
更多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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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屆歐盟綠色週活動於2010年6月1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拉開
帷幕，歐盟委員會環境事務委員亞內茲‧波托奇尼克在開幕致辭中說，生
物多樣性正在不斷消失，要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積極採取行動，為此歐盟
領導人今年已經確定了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長期目標，即到2050年，使生
物多樣性和生態係統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視和保護。

德國環境部長諾貝特‧勒特根在開幕式上說，在擺脫經濟危機影響的
同時，也要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我們應當改變思維方式，為下一代
著想，為大自然著想，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措施，推動全社會共同為生
態多樣化的保護而努力。

綠色週活動由歐盟委員會於2001年發起，此後每年6月舉辦一次。每
年的綠色週活動根據當年全球面臨的重大環境問題設立主題。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綠色週，推動保護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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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生物多樣性‧需要我們的努力

Page 18

國際生物多樣性年是屬於每一個人的，不只是國際社會、國家、民間團體可
以挺身而出，更需要你的加入！！你可以參與各團體舉辦的生物多樣性相關
活動：一場講座、一趟親近自然之旅……，或在生活中落實節能減碳、選購友
善土地的商品，來幫助生物多樣性。更期待你可以發起自己的活動，號召親
朋好友、公司同事一起來響應國際生物多樣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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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對國際氣候政策的立場：歐盟氣候政策主席Connie Hedegaard 在2010
年9月，於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 (Harvard Kennedy School) 所發表的演講摘要：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由於氣候變遷所帶給我們重大的生命、經濟和環境的慘
痛代價。這些代價包括中歐致命的洪災，墨西哥與中國大陸的洪災與土石流，俄
羅斯破紀錄的熱浪，以及巴基斯坦災難性的季風水災。這些事件對全球是一項警
訊，現在應該是對限制全球暖化採取強烈有效行動的時候，而且緊急。地球現在
的平均溫度，已較工業革命前提高攝氏0.8度。最慘的是全球均溫上升攝氏6.4
度。

低碳技術的創新，包括能源效率、再生能源、碳捕捉與儲存，都可以產生經
濟成長和工作機會的新來源，並強化我們經濟的能源安全性。低碳能源與能源效
率科技的全球市場在未來10年內將會倍增，即有可能增加3倍，達22億美元。去
年12月，帶著無限期盼與希望的哥本哈根會議本來可以給我們一項全球協定。即
使最後缺乏政治後盾而告吹，哥本哈根協定仍然是一種進步。

科技政策
歐盟對國際氣候政策的立場：當前世界氣

候變遷的情勢分析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011/P201011_05.htm

PE4C 賴靜如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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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方面，哥本哈根協定就國際協定持續協商上提供一項重要的政治標竿。
哥本哈根協定也把氣候變化放在政治優先議題上，即使在金融危機時期，哥本哈根
協定也創下提前幾個月前所未見的行動契機。在會議快結束前幾天，超過120個國
家或政體的領袖出席，此舉送出一項強而有利訊息：世界領袖都瞭解氣候變化的嚴
重與急迫性。國際社會應該將氣候變遷的議題建立在這上面。我們無法承受更多的
挫敗。我們還有一段長路，來達到健全、全方位又有法律效應的協定。

所謂的美國生活方式，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容許百姓各盡所能-一個有活力、開
放的經濟，給企業提供一個自由的空間，去創新與創造出許多新產品和工作機會。
這正是可以讓這個國家在低碳革命中獲利的關鍵。一個有利的政策架構可以刺激企
業精神；這個國家正是以此出名的。在這個國際化又相互依賴的21世紀，美國有很
巨大的責任，即創造出對國際挑戰所擔當的國際責任。

而更透明化的政策措施對建立南北半球互信是非常重要的。歐洲並不是唯一期
待這個偉大國家盡早負起其應該負的責任。在全球綠色成長與就業機會的競爭中，
我相信這也是對美國自己的經濟有一定的好處。

科技政策
歐盟對國際氣候政策的立場：歐洲對世界的期望

PE4C 賴靜如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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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011/P201011_07.htm



創立歷史與宗旨
歐盟環境部(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的主要任務為幫助歐盟和成員國作出明
智的決策，包含如何改善環境、把環境因素納入經濟政策和永續發展，以及協調歐洲環境訊
息的交流及監測網絡。組織章程於1990年建立，1993年底總部於哥本哈根正式成立，1994年
開始營運。

編制
歐盟環境部由成員國、歐盟執委會的代表、和歐洲議會任命的兩位科學家、以及一群從旁協
助的科學家所組成。截至2009年2月共有32個成員，包含歐盟 27個成員國，3個歐盟環境部
成員國：冰島、挪威、列支敦士登，1個歐盟候選國：土耳其，以及瑞士。

歐盟間的合作
大多數環境問題是跨國界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唯有透過國際間合作才能有效的處理。歐盟
環境部優先處理的全球性問題包含氣候變遷、空氣汙染、永續生產和消耗、生物多樣性、健
康和共享的環境資訊系統。

專題報導
歐盟環境部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簡介

PE4C 賴靜如 整理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s-report/SP201003/SP201003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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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你知道歐盟決策體系分為哪三大機構嗎?

A: 

I. 歐洲議會：代表歐洲公民並由其直接選舉產生。

II. 歐盟部長理事會：代表歐盟成員國政府 。

III. 歐盟執行委員會：尋求維護歐盟成員共同利益。

參考資料：2010淡江大學歐洲聯盟夏季研習班研習手冊

PE4C 賴靜如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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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介紹請參考：
http://www.khcc.gov.tw/home02.aspx?ID=$5101&IDK=2&EXEC=D&DATA=22771&AP=
$5101_HISTORY-0#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薪傳國寶李彩娥大師「舞踊詩人－『石井漠』
華麗經典」12/26(日)年度鉅獻展丰姿!

演出地點：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善廳
演出時間：99年12月26日 (日) 19:30 
演出單位：李彩娥舞團

石井漠舞蹈體育專科舞蹈學校畢業的李彩娥為緬懷恩師－「石井漠」 並
向大師致敬，特聘石井漠舞團團長－石井harumi、神奈川縣藝術舞蹈協
會名譽會長－黑澤輝夫、石井漠紀念芭蕾舞團結業的洪仁威以及舞壇新
秀－洪康捷、林立川、洪若涵、高辛毓等人，重建並新創經典代表作－
「太平洋進行曲」1942年李彩娥獲第一屆全日本舞蹈比賽少年組第一名
並榮膺文部大臣＜教育部長＞ 賞、「登山」 1926年將登山者的心境舞
蹈化，講求一種木彫式效果的舞蹈、「勾起食慾」 以木魚和板子所奏出
的韻律，抓住了客人時刻變化的表情，僅以打擊樂器伴奏，就是當時所
謂的無音樂舞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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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9南榮技術學院舉辦「高雄市愛河之心
與IKEA」、「高雄市原生植物園與IKEA」校外參

訪，歡迎本校有興趣之教師踴躍參加。

說明：

一、透過實地參訪親自體驗與探索的參觀活動，實地認識「生態設施」之運
作原理，瞭解發生態環保兼顧的重要性。並實地參訪企業參訪經營模式，瞭
解IKEA除了商業經營外，同樣重視對於環境以及社會的責任。

二、參訪活動日期：99年12月29日（星期三）上午08：10至下午17：00。

三、本次研習活動分為兩階段行程，活動之內容、報名方式、交通資訊請參
閱活動網站：

http://c014.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s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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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大專院校學生大陸政策研習營，99年12月
25日與26日舉行，全程免費參加，報名請從速！

一、計劃目標：促進南部地區青年學生對現階段大陸政策、兩岸關係之
基本思維及問題有所認識，建立正確的國家主體意識及
交流觀念，在交流時能展現我方立場或優勢。

二、主辦單位：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
三、贊助單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四、招生對象：南部地區各大專院校對大陸事務與兩岸關係有興趣的研

究生與大學生共40人。
五、研習營活動日期：中華民國99年12月25日至26日兩天
六、研習營活動地點：文藻外語學院行政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
七、研習營課程及講師規劃請參考活動網址：
http://c030.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A20101201

Part 7                                                          校內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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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橫幅圖片
http://www.desktopwallpaperspace.com/pics/pic-9993-1680x1050.jpg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出處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204/51/2ids8.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205/143/2ieet.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205/128/2idz6.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205/1/2if29.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206/19/2ih7v.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207/5/2ik25.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209/11/2iods.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210/8/2ir4f.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210/135/2irh7.html

PART 3 新聞深度報導
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162/176137-1.asp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27824/2010/12/13/3785s3087539.htm
http://www.taiwandaily.net/gp2.aspx?_p=kSF1c9zU9HS26dsB3NJCTvf+/QPXpxuG
http://www.ttv.com.tw/099/12/0991210/09912104925005I.htm
照片來源：http://udn.com/NEWS/WORLD/WOR4/6023990.shtml

http://udn.com/NEWS/WORLD/WOR4/60093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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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資料出處：

http://content.edu.tw/junior/bio/tc_wc/textbook/ch12/supply12-3-3.htm
http://ecolife.epa.gov.tw/blog/post/106771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4%9F%E7%89%A9%E5%A4%9A%E6%A8%A3%E6%80%A7
http://zh.wikipedia.org/zh-
tw/%E7%94%9F%E7%89%A9%E5%A4%9A%E6%A8%A3%E6%80%A7%E5%85%AC%E7%B4%84
http://content.edu.tw/junior/bio/tc_wc/textbook/ch12/supply12-3-3.htm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4%9F%E7%89%A9%E5%A4%9A%E6%A8%A3%E6%80%A7
http://www.swan.org.tw/2010iyb/
http://www.aeh.ntu.edu.tw/main2/diversify/diversify.htm

照片來源：
4-1 http://icare4autism.files.wordpress.com/2008/11/gene_system.jpg
4-2 http://www.un.org/zh/events/biodiversity2010/
4-3 http://www.hlc.moj.gov.tw/ct.asp?xItem=190691&ctNode=20222&mp=024
4-4 http://www.tncp.gov.tw/index.asp?PageItem=publish_view&number=83
4-5 http://kids.coa.gov.tw/knowledge.php?type=view&code=A16&id=coa_taita_20090617101915
4-6
http://eeinmississippi.org/core/item/element.aspx?elementid=1584&p=57606&s=57606.0.0.37931
4-7 http://www.swan.org.tw/2010iyb/act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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