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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多樣性與農業永續性經營 

 

楊正澤 

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壹、前  言 

將農業區當作一個生態系來看，則為農業生態系，凡是所有存在於栽培區中之

生物及非生物環境條件，包括農業的社會及人類的活動皆為組成農業生態系的分

子，易言之，此生態系（ecosystem）中成員主要是作物、其他類群生物（包括昆

蟲的各種害蟲、益蟲）、理化環境及人類。Guo and Padoch,（1995）正式提出農業

生物多樣性在研究生物多樣性、農業多樣性等的基礎上，結合現代農業和生物多樣

性的實際情況。農業生物多樣性成為科學術語，屢見於論著和報端，現已被學術界

和管理界普遍接受（Partap and Sthapit, 1998；Partap,1998；郭和龍，1998；陳，1999）。 

貳、栽培管理與農業昆蟲 

大多數生態學家們相信，生態系之複雜程度愈大，特別是營養階層及彼此間之

關係愈多愈複雜，則穩定性愈大，比較起來一般農業生態系則較為單純，故穩定程

度較低（徐和楊，1977）。因此農業生態系中對於人為栽培、耕作與管理之干擾程

度，將影響農業生物多樣性，而非人為擾動之農業生態系自我復育能力，亦將影響

農地的生物多樣性維護之困難度，這些對於該農地後續之農業生產力、農地利用型

態或農業永續經營方向均足以影響農業政策。 

臺灣地區水田或旱田之農地利用型態，採高度人工化之集約經營管理，對於病

蟲害防治，經常施以大量農藥或殺草劑，對農業生態系影響極大，相對農業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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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亦可能大幅降低。生態系是一個可自給自足、自我維持之棲所，由許多不同生

物組成，這些生物交互作用組成群聚，在此棲所內生物群聚與非生物環境彼此依

存，交互作用的結果產生各種生態過程，如綠色生產者與初級消費者往上提供次級

消費者能量，而往下需要分解者將能量再導入生產者，因而產生能量的流動與物質

之循環（劉，1977）。 

參、台灣荒廢農地之昆蟲群聚 

2003 年 9 月至 2003 年 12 月在臺灣中部之臺中縣及南投縣地區荒廢農地生態

系，隨機取樣方式選定 16個採樣點利用掃網法調查昆蟲相群聚組成，共採集 4,928

隻個體，扣除蟎、蜱、蜘蛛類之外，總計有 4,613 隻昆蟲，經分類及鑑定分屬 13

目 85 科，以双翅目 18 科最多，佔 21.2％；個體數而言，以同翅目為最多，1,256

隻，佔 27％；科級分類群中個體數最多為浮塵子科 870 隻；就科級相對多樣性而

言，同翅目為 16.4％則略高於双翅目 14.8％及膜翅目 12.1％。緊鄰水稻田之荒廢農

地中，被列為水稻主要害蟲的同翅目浮塵子科、稻蝨科及鱗翅目之螟蛾科，無論以

科級個體數或科級多樣性觀之，百分比組成皆高。以掃網調查發現水稻收割後荒廢

農地可能成為水稻害蟲之重要庇護棲所、渡冬地點，亦可能進而成為下一期作水稻

病蟲害發生之來源。建議台灣植物防檢疫工作應將農業廢耕地列為有害生物調查與

偵測之重點棲所。 

中部南投縣草屯及台中縣霧峰之農業荒廢地，在 2003 年 9 月至 2003 年 12 月

間，大約是台灣的秋季，以掃網法採得有關水稻田昆蟲相中常見之水稻害蟲，以同

翅目居多，採集點週邊毗鄰水稻田者，同翅目之科級相對多樣性多數佔較高百分

比，毗鄰水稻田之荒廢農地，可能為多數同翅目水稻害蟲在當二期作水稻收割後之

重要移棲地地點，亦進一步成為隔年一期作水稻病蟲害發生之來源地，利用荒廢地

誘集再殲滅的管理方式可用於 IPM 之整合。本研究調查各採集點之最高實採科數

42科，但僅佔總實採科數 85科的 49％。顯示本調查荒廢農地各採集點之科級分類

群的生物多樣性均未達極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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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業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影響 

在一片生物多樣性保育聲中，林業經營以直接停止或轉型回歸到自然棲地恢復

或停止生物多樣性喪失，然而同樣為人類生活所需資源提供服務的農業生產卻被認

為是破壞生物多樣性的初級產業（primary industry）。雖然如此，農業仍然是維繫

國家永續性資產的最主要產業，因此，發展農業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是否全然互相抵

觸？這是值得探討的的議題。 

農業活動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作者認為直接與間接作用可分（1）土地開發

如開墾山坡地，或放火燒墾，以巴西熱帶雨林中，每天有 3,000 個起火點之中大部

分為燒墾雨林務農，可見其影響之大。（2）引進外來品種，因為全球化及人類行為，

引進外來種，形成入侵優勢，對本土多樣性構成威脅。（3）經營管理技術，如生產

技術需要、提高生產及植物保護等策略均可能影響多樣性。 

以生物多樣性為基礎的管理方式如果成功則朝向自然生態系演替，所以此一監

測便很重要。台灣的農田中，水田荒廢地演替方向是否為溼地生態系，而旱作荒廢

地在平原的地段是否朝著草原生態系演替，而森林邊緣的墾植地是否朝向過渡型林

緣生態系演替，而高山開墾一旦法規明令停止是否朝向森林自然生態系恢復？這些

都應利用生物多樣性組成的結構特性及恢復的演替過程或以指標生物群觀察監

測，儘量靠自然這邊站。捷克科學院昆蟲所所長 Dr. Sehnal 及查理大學  Dr. 

Kinkorova 來台訪問，談及利用果實蠅（Tephritidae）防治一種田間雜草，因為果

實蠅在花上造成蟲癭，用以控制雜草。 

伍、菜色決定農業生物多樣性 

全球各民族的食物由收集及利用野生生物種為起點，然後經馴化、選種乃至育

種等，事實上這些農業活動，據推測肇始於一萬年前，歷經人類的發展，原來多民

族的多樣化農產品，因為人類活動頻繁，貿易及航海等交通發達，包括主食及副食

都趨於單一化，一部分因為全球化造成，一部分因為栽培方式改變，也受農業人口

老化影響，中國的南方米食北方麵食，台灣二次大戰後，台灣米外銷日本換肥料，



有
機
農
業
與
生
態
環
境
之
關
係
 

 

 

— 78 — 

而進口小麥磨麵粉，鼓勵吃麵食，然而飲食習慣改變了生物多樣性卻未改變農業，

只是促成麵食人口增加，主食單一化。儘管各民族的食物具多樣性，品種也多變化，

由於上述原因全世界的大多數人口現在主要靠 12 種基本農作物為生，其中最大宗

是小麥（Triticum aestivum L.）、稻米（Oryza sativa L.）及玉米（Zea mays L.）。這

種發展是全球化透過貿易互通有無，有了公平貿易、自由貿易的保護傘，主要糧食

削價傾銷，各民族食性改變，糧食作物種類越來越單一化，這樣的單一化，市場需

求倍加，促成農業栽培管理技術精進，有效管理及單位產量提高，而使得優勢的食

物佔據市場，另因為近來基因轉殖生物（GMO）造成基因單一化，使農業生物多

樣性的喪失雪上加霜。以越南的芋頭為例，越南以芋頭為主食，但近年來因栽培管

理及人民食性改變，導致 Alocasia屬作物的多樣性降低。 

現在大家熟悉且常享用的玉米，其實是原生墨西哥的中南美洲野生種，16 世

紀初傳入台灣，原住民以此為主食，亦名「番麥」，以玉米加工之產品約 20 多種，

有些是主食也很多是副食品。稻米則是來自印度，亞洲大部分以米為主食，栽培面

積也多，但台灣已有減少之勢（秦思原等，2004）小麥原產溫帶引進台灣年代不詳，

可能由中國大陸引進，產品主要為麵粉，主食原料、飼料及近來健康食品。台灣常

用之栽培方法有（1）糊仔栽培：二期栽培稻米採收前稻田積水狀態栽培；（2）不

整地栽培法可分 a.覆蓋稻草，b.覆稻草灰，又分稻草灰完全燃燒或未完全燃燒兩種

（行政院農委會，1997）。其實都是對農業生物多樣性很有助益的方法，才得以保

留此類「近自然」的栽培方法。 

華萊士 1852 年馬來西亞探險時的班達島成為殖民地生產豆肉蔻香料，也是西

方當時最具暴利的經濟作物，大量銷回歐洲，又為了生產，只保留少數島嶼種植肉

豆蔻植物，為了怕造成競爭，其他樹種遭荷蘭政府砍除，這也是農業造成生物多樣

性喪失的原罪。 

陸、保持土壤活力—大地是農業生物多樣性的基質 

以土壤昆蟲與植被特性為例，說明農業對土壤昆蟲多樣性的影響。以分解者食

物鏈為中心的昆蟲，主要棲息在地表乃至土壤，一般稱中型昆蟲（meso-fauna）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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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陸生生物的基質，是各式各樣生態系所賴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以土壤

昆蟲在不同生態系的多樣性來看田間管理是否影響土壤生物生存的基礎要件，一定

要同時考慮棲所的植被。植被分為自然植被和農業植被，土壤昆蟲群聚也會有很大

的差別，以下就羅益鎮、崔景嶽（1995）報告之內容簡介如下：陸地所有植被中，

以森林植被分佈最廣。地表沉積的枯枝落葉（liters）等掉落物及枯倒木（log），經

各程度的分解，成了腐植層（humus），這個森林底層可能是表土層上層的非土壤

或有些已是礦化土壤的表土層（A 層），棲息著大量的節肢動物，其中以彈尾目和

蟎類佔絕對優勢，密度由每平方公尺幾萬隻到幾十萬隻，甚至到八百萬隻，土壤的

生物量高達 70.8g / m2（Murphy, 1955；請見羅益鎮、崔景嶽，1995）。在丘陵、平

原果園、農地造林的樹種結構也與食葉類金龜和農田蠐螬族群結構和發生量有密切

關係。 

柒、農業植被 

凡一群植物經過人工栽培後，還連續不斷的進行管理，在一定空間內形成的的

人工植物群落，具有明顯的經濟要求，強調良好的生長發育狀況，因而植物群落結

構和生態條件均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包括著水田作物、菜園、飼料地、果園和

不斷進行管理的經濟林園等草本和木本二大植被類型。 

羅益鎮（1987）在山東菏澤地區調查大豆、玉米、高粱和榖子等 4種作物植被

生境內，暗黑鰓金龜幼蟲族群分佈比例是大豆（72.7％）＞玉米（22.7％）＞高粱

（3.0％）＞穀子（1.6％）；蟲口密度也是大豆（6.4）＞玉米（2.5）＞高粱（0.9）

＞穀子（0.4）。對於單食性或寡食性害蟲，某些作物植被結構更是其分佈和發生的

前提條件。（食性範圍定義） 

作物根莖及其腐敗的植物殘體是土壤昆蟲直接的食物資源，不同分類系統的植

物根莖的形態結構是不同的。花生筴果是地下害蟲蠐螬富有營養的食物，整個生長

期都可危害；而禾本科作物則主要是取食地下根莖；甘藷、馬鈴薯的地下根莖常易

遭受蠐螬、叩頭蟲幼蟲（金針蟲）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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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農業生態系群聚結構兩例 

江蘇南部四市、縣稻田節肢動物的群聚至少由 560 種組成，分屬 18目 151 科，

全部種類可分三個營養層次，分別編制與 8種鱗翅目和 6種半翅目害蟲有關的營養

網絡系統。以 8 種麟翅目咀嚼式口器之昆蟲為中心，其天敵即次級消費者包括日本

追寄蠅、稻苞蟲賽寄蠅、大螟瘦姬蜂及螟蛉瘤姬蜂等共 69 種，而更上層第三級消

費者包括次生大腿小蜂、稻苞蟲金小蜂、鳥類及蜥蜴等共 27 種，而 6 種半翅目刺

吸式口器之昆蟲其次級消費者共 45 種，三級消費者共 18 種，比例大約是 1：9：3。

群聚的種類結構具日週期和年週期變化，以相似性指數 J分析群聚結構及動態，單

季稻田和雙季晚稻田的種類數和種類成分變化有明顯差異。稻田節肢動物群聚結構

（表一）季節變動受下列因素的影響：（1）種植制；（2）水稻類型和品種；（3）空

間位置；（4）殺蟲藥劑（金翠霞、吳亞，1992）。因此，若以上述之管理考量則減

少殺蟲藥劑，可確保生物多樣性，而水稻品種則須透過食性的改變也就是推廣不同

品種米及米食的樣式發展，才能增加水稻在田間的基因多樣性，此點將以越南的芋

頭栽培種管理與農業生物多樣性之提升為例。 

姜淮章教授發表美國明尼蘇達州之甘藍菜上的昆蟲食物網（Weires and Chiang, 

1973），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發表甘藍菜葉片上出現的昆蟲計 15種，幼蟲期 7種，蛹

期 2 種，成蟲期 5 種，另 1 種各時期均有，其中白粉蝶（Pieris rapae）有 6 種次級

消費者（天敵），而其中 4 種有第三級消費者。另小菜蛾（Plutella xylostella）則有

4 種次級消費者，均無三級消費者，而擬尺蠖（Trichoplusia ni）則只有一種次級消

費者，而葉上發現之次級消費者中，有三級消費者的共有 7 種。吸食植物汁液的昆

蟲有 8 種，其中桃蚜（Myzus persicae）有 14種次級消費者，其中 4種有三級消費

者。發現有以蚜蟲的蜜露為食的昆蟲絕大部分為成蟲（1 種除外）。而以根為食的

地下部分土壤昆蟲有 5 種，另在腐敗枝葉上或下發現的昆蟲 19 種。如果腐敗枝葉

上及吃蜜露者均列為分解者，則初級消費者（植食性）28 種，次級消費者 45種，

第三級消費者 11 種，而分解者 44 種，消費者初級：次級：三級之比例大約為 2.5：

4.1：1.0，但以紋白蝶為例則 1：6：4，而刺吸式的桃蚜為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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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寄生蜂之種類及發生調查 

若以單一農業昆蟲而言，新進入侵台灣的非洲菊斑潛蠅世界紀錄 37 種寄生

蜂，而台灣已發現就有 7 種。林鳳琪及王清玲（1989）在非洲菊斑潛蠅 Liriomyza 

trifolii（Burgess）發生初期，調查其天敵，其報告自 1988 年 2 月於台灣發生後，

在非洲菊上造成嚴重為害（Wang and Lin, 1988），並且由中部地區向南部及北部地

區擴散蔓延，為害作物包括豆科、葫蘆科、茄科及十字花科蔬菜。當時的調查以台

中、彰化、南投等發生嚴重地區為主，調查後發現 7 種寄生蜂，分別為釉小蜂科

（Eulophidae）的異角釉小蜂 Hemiptarsenus varicornis（Girault）、底比斯釉小蜂

Chrysocharis pentheus（Walker）、岡崎釉小蜂 Chrysonotomyia okazakii（Kamijo）

及 Chrysonotomyia 屬 1種，黃金小蜂科（Pteromalidae）Halticoptera屬 2 種及小繭

蜂科（Braconidae）的 Opius 屬 1 種。其中異角釉小蜂、底比斯釉小蜂、岡崎釉小

蜂及 Chrysonotomyia sp.，一年四季皆可發現，Opius sp.則發生於春季，Halticoptera 

spp.僅於 1988 年 5 月發現。 

然而根據林鳳琪及王清玲（1989）之報告，非洲菊斑潛蠅寄生蜂全世界已知之

記錄有 37種（Del, 1989; Johnson and Hara, 1987; Minkenberg and van Lenteren, 

1986），分別為小繭蜂科 8 種，沒食子蜂科（Cynipidae）2 種，釉小蜂科 24 種，黃

金小蜂科 3種。這些天敵對田間管理而言，可說是可循環的再生資源，也是確保生

產與環境多樣性並存的最佳綜合管理的生物防治資材，而本身也就是增加生物多樣

性一員的本體。 

拾、田間管理之配合建議 

一、保留殘株或殘留作物植群。 

二、保留荒地做為耕作地之天敵蔽護島（ rehabitulation islands of cropping 

area）。 

三、種植保護行或犧牲作物（trap crops）以利天敵之寄主及天敵本身之棲息。 

四、不濫用農藥防除蜜露生產者如蚜蟲、介殼蟲以便提供蜜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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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為了農業生態系的平衡及穩定，然而所有自然生態系本身都有這種能

力，只要保有其自然群聚的多樣性就能表現此種系統功能，發揮生態系服務的功效。 

拾壹、生物多樣性保育觀與農業害益蟲 

有害生物生態系的系統分析基本上只是解釋和瞭解自然的客觀規律。加上人為

主觀的要求和種種限制條件而進行管理的工作系統，有些因應生物特性而稱生物系

統工程（biological system engineering）（表一）。 

綜合防治（integrated control）和綜合管理（integrated management）雖有相關

卻並不相同，後者比前者層次更高，並且加入了生態系管理（ ecosystem 

management），在林業經營上常用此觀念。近十年來中國在水稻病蟲害、棉花病蟲

害等方面，「綜合防治」有些進展，已開始達到了「綜合管理」的水準。 

兩生物間的敵對關係一般是多種生物之共生關係的起源，然後才漸漸演變為今

日的互利關係。農業生態系中，農作物與農業害蟲之間，甚至包括人類在內之三者

的關係，常見的植物與昆蟲共存的現象，在自然生態系中深入探討，共生之演變過

程及機制，從中得到使農作物與害蟲能夠共存的策略，達到生物多樣性保育效果之

害蟲綜合管理（IPM）之目標。昆蟲分類學、演化論看來是一種純理論性之學問，

實用上與自然生態系之經營、害蟲綜合管理體系之建立具密切關係（朱耀沂，

1999）。 

拾貳、永續田間管理之植保策略 

田間管理符合永續性之植物保護戰略戰術的考慮，根據陳昭明（1998）所提一

般性原則說明如下： 

一、防治與迴避 

以長遠的眼光來看，採取迴避政策亦不失為上策。當然，迴避有時也需要在生

產技術、生產資料供應和產品運輸上多花些力量，但從較大局來看，有時仍然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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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有效的。例如檢疫（Quarentine），將害蟲拒於千里之外，以蘋果蠹蛾為例（楊正

澤、路光暉，2003），全球入侵物種資料庫（Global Invasive Species Database，GISD

＊

）整理入侵種資訊，2003 年底以有約 300種生物入侵資料，其中 60％衝擊太平洋

區，第二批又有 100 種將推出，可見入侵的嚴重性。台灣百年來入侵的昆蟲近 10

種（楊正澤，2003）大部分為農業害蟲，進來有紅火蟻入侵立足的消息。 

＊

註：GISD 是 IUCN 之下 SSC 各群之中的入侵物種專家群（ Invasive Species 

Specialist Group, ISSG）的資料庫，有興趣者可自行查詢 

http://webaccess.landcareresearch. co.n2/servlet/webacc/hpmokfikijom/GWAP/ 

二、自然防治與人為防治 

廣義的自然防治因素包括抗病蟲品種、生物防治利用天敵、重複寄生、生物中

所指的各種微生物以及利用氣候條件調整栽培期等。在綜合治理當中，首先要保

護，恢復它們再生性，在控制有害生物上發揮作用。有機肥、灌溉用水及綠肥作物

都是農田中常用的再生資源，然而如果能增加生物多樣性，利用天敵，使天敵在田

間立足，不但天敵立足有效控制害蟲，在綜合防治目標不是最高收益的標準之下，

得以有經濟收益，又能因重複且自然的控制害蟲，降低防治成本，同時也大大提昇

農業生態系的生物多樣性。 

三、少用農藥與巧用農藥 

巧用農藥，使之有利無弊或利多弊少，這就涉及到藥物種類的選擇、施用濃度、

時間和次數，天敵的生物學特性和族群動態，以及損失估計、危害水平和防治指標

等一系列問題。 

四、合成農藥與自然農藥 

最早的農藥都是自然農藥，源於礦物和生物。合成農藥往往難以自然分解而殘

留積累，有傷生態和環境，因而又有一些人提出發展自然農藥的主張。農藥的現代

概念是早已突破了殺菌、殺蟲、殺草的狹窄的框框，殺傷、忌避、誘集、不育化、

誘導抗性……等等多種作用可以用於有害生物的綜合治理。整個農田生態系的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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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控應包括對栽培植物的、對有害生物以及對整個農業生態系。 

五、生產者與植保工作者，局部與全部 

生產者（管理者）對其所經理的生產是最全面的、最實際的決策者，植保工作

者往往側重於植保方面的考慮，提供諮詢、幫助決策。局部與總體之間，在制定戰

略戰術上卻往往存在著衝突。 

植物保護管理永續發展是植物保護在台灣農業技術及研發能力擁有優良人才

及學術基礎的具體表現，中華植保學會在 2003 年舉辦一場同名研討會，囊括台灣

最優秀的植物保護精英，為長期勠力推動植保永續管理的古德業博士退休做一場有

利的見證及發表會；其中兩篇是外國友人提供，其他均為國人成果共計 21 篇，參

與研究人力共計 49 人次，研討會論文計 356 頁，現場參與人員約 400 人，號稱近

年來規模之最大者；這個永續研討會針對科技的轉型與開發運用在植保工作的階段

性成果，可謂是空前。然而植保工作的永續管理若以有機農業之生產為主要目標考

量，則應包括下列與植保工作相關的內容： 

自給自足的平衡：圍繞生物圈的農業生產中，以生物圈為考量的生產所涉及的

生物與非生物的作用及生物圈中各種不同生態系的關係，如森林生態系因濫墾而成

農業生產的農業生態系（熱帶雨林巴西、印尼等為例），海埔新生地（ seacoast 

ecosystem）或河床的濱水生態系（riparian ecosystem），甚至沙漠生態系的農業化

生產，顧及生態系間的轉變影響生物特性，尤其作物特性的適應，勢必產生許多管

理上的問題。簡單看國內的問題，如坡地濫墾的問題已有梨山的果園管理，地表的

土壤流失及有機肥和農藥的影響，這些可以用生態系經營的方法來改善，當然，因

為對這些作物為中心的生態系中生物群聚結構不瞭解，導致無計可施，藉重人類的

人工導入物質產生非永續性的生產，產生不可回復的傷害，是植保工作應特別留意

的工作。果園山邊溝及地表植被（雜草）的保留與經營，利用分解者生物來協助保

有肥力，病蟲害的葉片加入堆肥供能量循環（energy cycle）及物質流動（material 

flow）進而使生態通量（ecological flux）能達到農業（果園）生態系之自我平衡或

部分暫時的平衡，這就是利用生物多樣性的理論來從事農業生產過程中植物保護工

作中的一環，簡單的說就是農業防治或生物防治，現在以綜合防治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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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農業吃「軟」不吃「硬」 

陳昭明（1988）在植物保護一書提出所謂軟（soft）農業的概念，是相對於硬

（hard）農藥而提出的。這是指生理活性不劇烈的物質，即作用比較「緩和」的藥

劑，即所謂「非殺生性」（non-biocidal）農藥。這個概念適用於對所有有害生物（例

如害蟲、病原微生物、雜草、鳥類及鼠類等）的防治。過去所謂的「硬」殺蟲劑主

要是指能迅速致死的活性物質。有「劇烈」作用的藥劑，往往帶來殘毒、環境污染

以及人畜安全性方面種種問題。今天綜合防治或有害生物綜合管理（IPM，integrate 

pest managenment）並不要求把害蟲全部殺死的殲滅性做法，而只要控制在經濟損

失容許的限度內即可。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軟農藥有著更多的優越性，例如在「殺」蟲劑方面發展較

快的昆蟲內分泌荷爾蒙、外分泌費洛蒙藥劑，拒食作用忌避劑等，它們是天然的生

理活性物質，容易分解不致污染環境；而且多數選擇性強，對人畜安全；許多品種

也具有很高的生物活性。例如最近研究較多的印度楝素（azadirachtin）及類似的四

川楝素（toosendanin），對多數害蟲有強烈的拒食效果，有的還有忌避、吸引和控

制昆蟲生長發育的作用。印度楝素在 0.05 毫克 / 公升的極低濃度下，活性就很強，

但卻不影響天敵，顯然，在如此低濃度下使用，較不易產生其他衝擊性副作用；有

些植物也發現有類似的生理活性物質對環境影響較小。 

費洛蒙研究方面，目前台灣以性費洛蒙發展最快，有些類似物已商品化如鱗翅

目的多種蛾類、鞘翅目的蟻象類。最近蚜蟲的警戒費洛蒙研究也有長足的進展，當

蚜蟲遭到刺激或攻擊時，尾管可排出微量警戒費洛蒙，使周圍的同伴停止取食並迅

速逃散。利用這種激素可提高常規殺蟲劑效果，降低使用劑量，這類物質的研究也

受到了各方面的注意。 

1982 年第五屆國際農藥化學會議的主題就是「人類福祉－環境農藥」似乎也

事先表達關心環境安全的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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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生物防治製劑 

一、寄生 

寄生性天敵昆蟲種類繁多，佔全世界已定名昆蟲種類（約 820,000 種）的 15

％（Askew, 1971），已知歸屬於下列各目的 97 科為已知 30 或 32 目昆蟲 1970科的

4.9％：膜翅目、雙翅目、撚翅目、鞘翅目和鱗翅目；膜翅目絕大部分為昆蟲天敵。 

根據寄主昆蟲發育期的不同，寄生性天敵昆蟲可分為卵寄生、幼蟲寄生、蛹寄

生、成蟲寄生。根據寄生性天敵昆蟲在害蟲體內及體外之不同可分為內寄生

（endoparasitism）和外寄生（ectoparasitism）。根據與寄主的相互關係所產生的現

象可分為獨寄生（eremoparasitism）和共寄生（synparasitism）。從一個寄主上只能

育出一個寄生性天敵稱單元寄生（monoparasitism），而能從一個寄主上育出多個寄

生性天敵則稱多元寄生（polyparasitism）。 

但在人工大量繁殖中，因控制不當，寄主被過多的寄生性天敵產卵，導致不少

寄生天敵個體死亡，這種現象稱過寄生或重疊複寄生（superparasitism）。寄生性天

敵直接寄生於害蟲的現象為初級寄生（primary parasitism）；若寄生天敵被另一種

天敵寄生，則後者稱為重寄生（hyperparasitism）；按重寄生層次又可分為二重寄生、

三重寄生等。按寄生天敵寄生範圍不同可分單食性寄生（monophagous parasitism）、

寡食性寄生（oligophagous parasitism）及多食性寄生（polyphagous parasitism）。 

二、捕食 

一般而言，捕食性天敵昆蟲種群分別屬於 14個目，167個科約佔 8.4％。其中

鞘翅目、脈翅目、膜翅目、雙翅目及半翅目的種類在害蟲生物防治上是最重要的類

群，而蜻蜓目、螳螂目和脈翅目全部種類皆為捕食性的。捕食性天敵昆蟲種內和種

間都存在著競爭，在食物不足的情況下往往發生同類自相殘殺現象（cannibalism）。

脊椎動物中的益鳥、魚類及兩棲爬行動物（蛙、蟾蜍、蜥蜴）也可幫助人類消滅害

蟲。全世界蜘蛛有 2,000 餘種，中國也有 1,000 種以上，台灣約有 300 種，據估計

應有 2-3 倍種數（陳世煌，2001）。中國農田蜘蛛有 140種以上，稻田蜘蛛有 18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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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種，台灣稻田蜘蛛據邱等紀錄有 15科 60種，分佈在稻株之上層、中層、下層

三個高度，台灣對此方面卻很少調查報告，其效益分析自然也少。 

在英國，有人估計大多數昆蟲種群有 50％以上是被鳥類捕食了。我國據調查，

1,175 種鳥之中，50％左右以昆蟲為主食；廣東省昆蟲研究所曾解剖一個燕子的胃，

內有水稻綠椿象成蟲 4隻，蟲卵 460 個，螞蟻 56隻，甲蟲 30隻。在美國的蒙他拿

州（Montana）曾有摩門螽蟖（Mermen-crickets）因大量出現危害環境，卻由烏鴉

除害，受到後人流傳的民俗。1972 年記載 15 科 23 種食蟲益鳥。1981 年末廣東省

定 3 月 20日為鳥節 3月 20日~ 26 日為全省「愛鳥週」，用以彰顯鳥類在除害蟲的

成效。 

1946 年統計，曾有 41 個國家先後試用 216種魚來防治蚊子幼蟲。近來台灣研

究蓋斑鬥魚（Macropodus opercularis L.）應用於登革熱病媒蚊防治，每隻魚單日可

吃 370 隻左右孒孓，因為魚的活動力不足。吳金榮（2003）研究結果發現一種水螳

螂在 30℃下，每隻可以捕食孒孓 74.3 隻／日防治蚊子皆比不上蓋斑鬥魚，但比起

野外常見大肚魚（Gambusia affinis Baird and Givard）每隻捕食 44 隻孒孓及孔雀魚

（Poecilia reticulate Peters）每隻每日捕食 41隻稍高，這也是近來罕見研究之一，

未來潛力可期。 

拾伍、地景管理方法與農業生物多樣性 

南美洲新熱帶區（neotropic）由 1999 到 2010年的保育計畫中，一項重大任務

便是在景觀規劃及管理與區域發展取得最適化的各項選項中包括農業與初級植群

鑲嵌交錯的保留與大面積的維繫： 

一、原狀保留區（pristine reserves）。 

二、本土保留區（indigenous lands）。 

三、精要保留區（extractive reserves）。 

四、永續生產森林區（sustainable-production forests）。 

五、農業與初級植群交錯區（ integrated mosaics of agriculture and primary 

veg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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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裡作與不作—栽培制度之調整 

同時栽植多種作物的裡作（intercropping）是作物栽培專家行之已近一世紀的

作物栽培防治法之一，繼而成為多重栽培（polyculture），是美洲與非洲熱帶區本

地區民的重要農業型式。裡做因為能減低害蟲的族群密度，究其原因可能是因增加

昆蟲天敵，減少草食性群落及裡作的定殖化時間（tenure time）所致（Risch, 1983）。 

密集的農業造成某些動物相（fauna）及植物相（flora）物種多樣性及豐度的

下降，英國 Kells 等人（2001）研究熊蜂（Bombus spp.），這群蟲媒作物（entomophilus 

crops）所依賴的重要授粉者在作物栽培區蜜源缺乏的天然再生的農地邊緣的角

色，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天然再生區，未翻犁及未噴藥的保育重要的邊緣地帶是

否較栽培區容易吸引到熊蜂及蜜蜂？結果 Apis mellifera、Bombus terrestris 及 B. 

lapidarius 在 10天調查中，在以栽培區（耕作區）為對照組（即翻犁、殺草劑、殺

蟲劑噴灑的區）出現此三種蜂的數量遠遠低於農地邊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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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有害生物防治的整合程度分級（據陳昭明，1988）  

級 時代 名  稱 保護對象 防治對象 目  的 方法 理論基礎 方 法 論 

I 過去 單一防治 單一作物 單一病蟲 單一，高產 單一 生物學 機械論 

II …… 綜合防治 單一作物 單一病蟲 單一，高產 多種 生物學 樸素辯證法 

III 現在 綜合防治 單一作物 多種病蟲 單一，高產 多種 生物學 辯證法 

VI …… 綜合管理 單一作物 
單一或 

多種病蟲 
多種 多種 

生態學 

經濟學 
系統工程學 

V 將來 
更高階段的

綜合治理 
多種作物 多種病蟲 多種 多種 

生態學 

經濟學 

農田管理  

系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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