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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脊椎動物監測模式之建立 
 

趙榮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傳統的森林無脊椎動物監測，主要是用來監測(monitoring)、預測(forecasting)
昆蟲的大發生(insect outbreak)，這和今天所談的生物多樣性監測目的雖然大不相
同，兩者卻有相通之處。事實上，若從土地管理的角度來看，這兩類監測都有其
必要性，若能加以整合，當然更好。 

就國外的經驗而言，林地應該定期的調查、取樣，以偵測害蟲大發生的前

兆、判定損害程度或是害蟲出沒範圍的改變。這些經過縝密設計的調查可以監測

大範圍的森林(廣泛的調查) 或是詳實檢視特定害蟲的損害 (密集的調查)。這些

調查除了讓我們即時了解損害程度之外，還能預測損害趨勢。 

一、廣泛的調查  

廣泛的調查一般用來監測大面積的森林，由於大面積的林地往往也意味土

地所有者繁多，所以需要由政府部門統籌規劃、協調並執行調查。例如美國林務

署(United States Forest Service)之下的森林蟲害管理局(Forest Pest Management 

Division)負責監測所有聯邦政府的土地，另外林務署也和聯邦其他部門或州政府

合作執行非聯邦土地的調查。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每年都會聯合出版各地區主要病

蟲害的報告；還會出版全國的摘要報告。加拿大林務署(Canadian Forest Service)

的森林保護組(Forest Protection Branch) 也同樣組織了一個高效率的監測方案，每

年出版全加拿大的病蟲害測報告。大型的林業公司如果認為必要，也可能進行更

為密集的調查。 

最常用來調查大面積損害的工具就是飛機，因為它的操作既快速、又便宜。

飛機可以有系統的執行調查，特別是當蟲害可以明顯的從空中看到的時候。大部

分的空中調查是沿著平行線或陡峭地區的等高線，保持在1,000英呎的高度飛行

監測。飛機上會有一或兩個觀察員，將所觀察到的蟲害範圍描繪在地圖或該地的

空照圖上。一般而言，技術純熟的觀察員都能從飛機上辨識樹種、病徵，甚至猜

出為害的昆蟲種類。他們用顏色或數字符號，在地圖上標明樹種和昆蟲種類。如

果對空中調查的結果存疑的話，便會派出經驗老道的昆蟲學家進行地面調查。 

由於空中調查必需在病徵和損害最容易出的時候執行，因此仔細的規劃和

時機就十分重要了。空中調查的航程安排通常依幾種重要害蟲所成的可見病徵而

定。然而，因為不同種類的昆蟲所造成的病徵往往發生在不同的時間，所以每年

常需要一次以上的飛航。到了熱帶地區，昆蟲的族群每年可能不止一個世代，因

此每一年必需連續調查幾次。 

除了有組織、有系統的空中調查之外，許多森林經營者都會培養一些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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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的地面調查員，這些受過訓練的人員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野外，在害蟲還沒

有發生到空中就可偵測到的地步之前，他們就已經發現蟲害，因此對於害蟲的監

測貢獻極大。事實上，許多的蟲害根本無法完全由空中看出，例如枝梢的害蟲、

幼枝的害蟲和毬果的害蟲。最有效的地面監測要屬加拿大林務署的監測方式了。

他們僱用森林生物學巡邏員(forest biology rangers)進行詳細的昆蟲調查，並採集昆

蟲樣本交由專家飼養與鑑定。地面調查不止提供害蟲種類的資料，也提供昆蟲族

群發展趨勢的線索、天敵的數目與蟲害大發生的預測。如果有許多森林地面調查

員，又有易於進入的林道，地面調查可能成為唯一的監測方法，例如在中歐的林

務工作人員，每隔幾年便進入森林進行每木調查 (不是調查生長材積，而是進行

健康調查)。 

其他還有一些偵測昆蟲活動的方法。像在監測林火之用的高塔等制高點俯

瞰，又如進行道路調查時，尤其稜線上的林道，可以眺望整個林區的狀況。 

不論有多少調查大面積昆蟲為害的方法，在擁有廣泛森林資源的國家(例如

美國、加拿大)，空中調查一向都是監測的主力。這些調查讓土地管理單位及早

得到昆蟲為害情況的概況。然而，空中調查也有不夠精確，而且往往錯過時機的

缺點。例如空中所得的受害紀錄很少和地面座標一致，空中調查所得的受害情況

往往比實際受害情形為低。另外，空中調查經常發生錯誤，因為觀察員記錄的是

樹木的受害情形，而非實際的害蟲族群，也就是說，有些損害是過去的害蟲族群

所造成，而非當下的害蟲所造成的。為獲得更正確的資料，空中調查仍需輔以地

面的調查，才能決定實際的損害、害蟲族群的大小以及危害的潛力。 

二、密集的調查 

密集的調查是透過計算受害的樹木、判識受害程度和計算昆蟲與天敵的數

量來正確的估計昆蟲族群和損害的程度。這些調查既可經由空中進行，也可透過

地面工作人員來進行。 

(一)密集的空中調查 

要正確估計森林蟲害，空中照相是最便宜、最快速的方法。特別是皮蠹 (樹

皮蠹蟲，bark beetles)危害時更是如此，因為死亡的樹葉子會變紅，這在彩色或紅

外線照片上最容易辨識。 

從空中評價損害要用到各式各樣的的照相設備，底片和飛機，小自低空飛

行的小飛機拍攝35mm的立體彩色照片，大至從高速飛行的U2飛機、甚至人造

衛星拍攝複雜的紅外線全景照片。不同的技術方法和底片類型各有利弊，但全都

有一定程度的正確性；因此如何選擇經常取決於一特定區域內可資利用的設備和

專業技術。一般說來，從空照圖估算損害的精確程度可以透過大尺度（低高度）、

立體鏡的觀察和判圖人員加以改善。 

在美國最常用的空中損害評鑑步驟稱之為「多階段取樣技術（multistage 

sampling technique）」。第一階段是廣泛的調查：在地圖上概略描繪受害的範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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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的程度。然後在草圖上區分不同的損害層級（嚴重、中度、輕微損害）。然

後沿著平行的航線，在每一受害層級拍攝空照，取得足夠的樣本數。照完相之後，

再逢機在相片中取一個小樣本，進行地面比對。地面核實的資料再被用來檢視空

照圖的正確性，並作適當的調整。之後再利用標準的統計公式估計所有受害樹木

的數量，和每次災害所損失的材積。 

(二)密集的地面調查 

要獲得詳細的蟲害種類或族群資料，必需透過地面調查，因為這些資料無

法由空中調查獲得。這個方法也要用逢機分層取樣的步驟。在不同的損害層級（嚴

重、中度、輕微損害）中逢機選取一些林分，接著地面調查人員在每個林分的設

置一系列取樣點。例如在一個100英畝的林分中，沿著相隔200公尺的穿越線每

100公尺設一個取樣點，就可以取得20個樣本。 

在每個取樣點，以固定樣區(fixed plot)或變動樣區(veriable plot)的設計來挑選

即將測量的樹木。這兩個方法都會提高大徑木被選中的機率，因為大徑木出現的

機率原本低於小徑木。然後針對樣木進行各種測量，如胸高直徑、樹高、樹冠展

幅、生長率、年齡、昆蟲的有無以及昆蟲的危害。昆蟲造成的危害可分為落葉、

死亡、昆蟲攻擊不成的樹木、未遭攻擊的樹木、頂端受害、樹幹畸形等。另外可

利用一個小的固定樣區或方格，收集幼苗、幼樹、灌木、草本或非草本植物的資

料。 

地面調查收集的資料，通常要轉為電腦可讀的形式，再利用電腦程式進行

分析。資料也要建立詮釋資料(metadata資料的資料)，以便未來分享資訊，並擴

大使用範圍。 

(三)昆蟲族群的取樣 

在某些狀況下，尤其是需要預測未來的損害時，都要直接測量昆蟲的族群

量和天敵數目。這樣的方式有賴於密集的取樣。昆蟲族群在受害樹木中的分布，

很少呈均勻分布或隨機分布，因此常用分層取樣 (stratified sampling) ，以代表真

正的族群變異。分層依照昆蟲在受害樹木的密度分布而定；例如研究發現皮蠹分

布的主要變異來源 (source of variation)是樹木的垂直高度，因此受害樹木的高度

經常被分為幾個取樣層。以調查冷杉齒蠹 (fir engraver beetle) 為例，理想的樹木

分層取樣是將樹幹分為三等分，在每一等分取15 x 15公分面積的樹皮。在其他

狀況下，圓周（環繞樹木）或半徑（自內而外）可能有顯著的變異，因此要在這

些面向分層。例如調查花旗松毒蛾的幼蟲時，則將樹冠層等分為三層，在每一層

外圍和內部剪去一定量枝葉。 

理想的取樣設計是以最少的樣本得到最好的族群平均密度估計，當然，取

樣多寡的決定一定要在花費與精準間取捨。因此，有的設計分層的數目較多，取

樣較多，從而得到更精準的結果，但是它們的花費也相對較高。而為了節省成本

的取樣，取樣自然就少，也更不精準。一般判定理想取樣的步驟，主要是由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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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內和樹間變異及其取樣成本而定。每株樹分層取樣的理想數目取決於下列公

式： 

  ns = ((Ss2‧Cp)/(Sp2‧Cs))1/2 

其中 ns為每株樹的理想分層取樣數目(the optimal number of sampling strata per 

tree)；Ss是樹木內的變異(the variance within the tree)；Cp是自一棵樹移到另一棵樹

所需的花費(the cost of moving from one tree to another)；Sp是樹木間的變異(the 

variation between tree)；Cs是取得一樣本所需之花費 (the cost of obtaining a sample)； 

取樣的方式依著昆蟲種類有很大的不同；皮蠹族群的取樣通常是透過手鋸

或電鋸切開的樹皮觀察；食葉昆蟲的取樣是透過剪掉或擊打一定數量的葉子；毬

果昆蟲 (cone insects) 的取樣則是透過爬樹摘取或射下結毬果的枝條；至於枝梢

昆蟲 (tip insects) 則以剪下枝條末端取樣。 

取樣完畢，就要鑑定害蟲及其發育階段(或是保存留待日後鑑定)並計算數

目。我們可以利用這些資料求得昆蟲的平均密度，每單位區域的產量(平方尺/樹

葉,樹皮)，或每單位區域森林的數量(公頃)。我們也常將這些資料整理成生命表

的方式，在生命表中清楚的說明昆蟲族群在每個階段的改變量，包括出生、死亡、

存活及遷移等，並推測改變原因，用以預測昆蟲的大發生。有時候，要紀錄寄生

蟲和捕食者，紀錄病原菌、微生物。由於許多森林昆蟲長在樹皮、木材、毬果、

種子或枝梢裡，因此很難計算昆蟲的數量，用X光片計算可以輕鬆一點。 

取樣的資料可以轉化成每單位面積棲息地的昆蟲平均密度，或是每單位面

積森林的絕對昆蟲數量。如果已經知道昆蟲族群密度和危害間的函數關係，這些

資料稍後便可轉換為危害程度。如果在昆蟲的各個發育階段都有取樣的話，這些

資料就可以生命表(life table)的形式呈現。生命表顯示昆蟲生命週期中的族群變

化，和不同發育階段的死亡因子。從生命表一眼就可以看出哪個發育階段最為脆

弱，哪些致死因子對族群的影響最大，以及族群增加率或族群爆發的可能性。 

三、損害預測 

森林昆蟲調查或昆蟲族群取樣的資料，常用於預估未來昆蟲族? 或損害的

程度。正確的預測對於森林經營者的非常有用，讓他們有充裕的時間採取適當的

管理行動。 

(一)趨勢指數(trend index) 

最簡單、最常用的預測方法叫做「趨勢指數」，它是昆蟲族群、(或因昆蟲為

害造成的損失) 從今年 (或一個世代) 到翌年 (或下一世代) 的趨勢測量值，趨勢

指數的公式如下： 

I = Nt/Nt-1  

其中 Nt是今年 (或目前世代) 某特定的發育階段族群密度，Nt-1則是同一發育階

段的族群在去年 (或上一世代) 的密度。實際上這個趨勢指數是測量族群在不同



 -   5 

世代中或個體出生(b)、死亡(d)、遷入(i)與遷出(e)的淨比率的改變： 

I = Nt/Nt-1 = b – d + i – e +1= exp (r) 

假定這個趨勢指標維持不變，則下一時段的預測族群密度(Nt-1) 就變成為 

Nt+1 = I‧Nt  

這個趨勢指數可以定性估計族群的變化，因為當 I＞1時，表示族群量在增

加之中；反之(I＜1)則表示族群下降；而當I = 1時，代表族群維持不變。 

以趨勢指數來預測變化是有問題的，因為它假設指標在預測的期間是一個

常數，但事實上指數本身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左右昆蟲的繁殖、存活

及遷移，致使指數成為一個高度變異的統計值。如果可以獲得預測期間昆蟲族群

繁殖、存活及遷移的期望值等資訊，才可能得到較準確的預測。 

趨勢指數也可以從一段時間到下一時間的危害強度 (每公頃的枯死樹或失

葉百分比) 或受害面積計算而得。因此，我們可以預估三種不同的趨勢： 

1. 族群趨勢 

In = Nt/Nt-1, Nt為t時間的族群密度;  

2. 危害趨勢 

Id = Dt/Dt-1, Dt為t時間的損害程度; 

3. 蔓延趨勢 

Ia = At/At-1, At為t時間受害的區域 

目前已經有一些特定的分析技術，用來決定生命表 (life table)中的哪些成分

是決定族群變異的關鍵因子(key factors)。方法之一是將趨勢指數(或是族群的指

數增長率(意即r = loge(I))對應可疑的變數，標在圖上。關鍵因子就是能夠解釋族

群增長率大部分變異的因子。以黑頭捲葉蛾(black-headed budworm)為例，各族群

的增長率與其被寄生的機率有密切的相關 (相關係數高達 0.93) ，表示這個變數

有很強的預測能力。比方說，當這一代幼蟲的寄生率小於 32﹪時，黑頭捲葉蛾

的族群就會不斷增加，預測的回歸方程式因此可以改寫成一個預測的模型： 

I = Nt+1/Nt = exp(a + b‧Pt) 

Nt+1 = Nt‧exp(a + b‧Pt) 

其中Pt是在t年時被寄生的機率，而a和b是迴歸係數，以黑頭捲葉蛾為例，a = 

1.48，b = -4.1。 

將主要死亡因子的影響納入預測的公式，雖然比簡單的趨勢指數所做的預

測更為可靠，但仍有可能遺漏一些影響族群變化的重要因子。假如能加入多重的

預測變數，估計或許會更可靠，例如可以將趨勢指數化為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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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F(X1, X2, X3,⋯)‧S(Y1, Y2, Y3,⋯) ± M 

其中 F 表示每一個體的平均繁殖力，是一系列環境變數 Xi的函數；S是個體從

卵孵化到化為成蟲的存活機率，是另一系列環境變數Yj 的函數，而M是遷入該

地區的淨遷移量。要建立這樣一個複雜的預測模式，顯然需要大量的研究資料和

經費。 

(二)費洛蒙誘捕預測(pheromone trap forecasting) 

利用昆蟲的性費洛蒙 (sex pheromone) 來預測昆蟲族群的發展趨勢是較新的

方法。例如舞毒蛾 (gypsy moth)的性費洛蒙被全美多地和加拿大各地用來追蹤外

來害蟲入侵到新區域的情況。在太平洋西北區，花旗松毒蛾(Douglas-fir tussock 

moth)的性費洛蒙被用來持續監測族群在較低密度的時期的數量。費洛蒙非常敏

感，即使在雌蛾數量非常稀少，用其他方法無法觀察到的情形下，性費洛蒙卻能

夠吸引到雄蛾。牛奶盒形狀的費洛蒙陷阱可以用來偵測花旗松毒蛾的族群是否增

加。陷阱內部表面具有黏性；盒狀陷阱中懸掛含有雌性費洛蒙的膠片，雄毒蛾受

到吸引，就會飛進盒中，沾黏致死。因此，費洛蒙最常被用來偵測外來種的出現、

或早期預警昆蟲的大發生。此外，比較今年和明年的陷阱捕捉量也可以用來計算

趨勢指數。「捕獲量」是指用費洛蒙捕捉到的成蟲數，當捕獲量超過一定數量，

就要採取行動(action)，進行幼蟲取樣(larval sampling)，以更準確地估算族群。 

四、生物多樣性的監測 

晚近有許多人提到生物多樣性的監測，尤其是在保護區 (protected areas) 裡

進行這樣的監測。有關生物多樣性監測的目標、功能、方式及其監測結果的意義

與應用，尚有討論的空間，不過，去本文的目的著重在建立無脊椎動物監測模式，

因此以下將介紹西太平洋暨亞洲國際生物多樣性網絡（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DIVERSITA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Asia，簡稱DIWPA）森林無脊椎動物的

監測模式。 

西太平洋暨亞洲國際生物多樣性網絡（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DIVERSITA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Asia，簡稱DIWPA）係世界組織DIVERSITAS

之區域分支組織。DIWPA於國際生物多樣性觀察年（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Observation Year，簡稱IBOY），亦即西元2001-2003年，以標準統一的方法在西

太平洋暨亞洲的各個研究地點執行“全球生物多樣性監測”。 

國際生物多樣性觀察年的主旨在於 1）建立保存和鑑定生物標本的國際網

絡；2）在三種不同的生態系－森林生態系、湖泊生態系和海岸生態系－同步以

標準統一的方式進行調查和監測。為達成上述目標，DIWPA首先於 1998年 11

月10-13日由日本京都大學生態研究中心舉辦一小型研討會（workshop），會中邀

集西太平洋暨亞洲地區之專家進行討論，以便1）選定國際生物多樣性觀察年執

行調查、監測的研究地點；2）訂定所有研究地點共同使用的標準研究方法（以

便相互比對）。其後於 2000年 3月於澳洲及日本北海道分別舉辦訓練班，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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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 DIWPA再度召開一個小型研討會，檢討各組的先驅研究，確定 IBOY的研

究地點和協議（protocol），將各項研究相關的細節敲定後，才正式揭開 IBOY同

步研究的序幕。 

 開始同步調查監測之前，先舉辦為期三週的訓練班，主要介紹生物多樣性研

究的方法及理論（Biodiversity methods and theory）。訓練班講師為節肢動物

（Arthropods）專家，包括鞘翅目（Coleoptera）、彈尾目（Collemboda）、雙翅目

（Diptera）、鱗翅目（Lepidoptera）、螞蟻（ants）等方面的專家。除了訓練鑑定技

巧，訓練的內容還包括：訓練組織技巧（organizational skills）、訓練建立資料庫

（database）、訓練建立聯絡網（collegiality）以及籌措監測調查的費用（cost of 

monitoring/survey）。監測調查的費用充裕與否，直接影響監測品質。澳洲的Kitching

教授以新幾內亞1公頃樣區為例，費用包括一般費用：（一）野外調查設備（field 

equipment）：US$10,000；(二) 野外工作人員（field staff）（4-5週）：US$2,000；(三)

住宿（accomodation）、食物：US$6,000；(四) 野外交通（transportation）：

 US$1,000。此外要加上(五)專業人員薪資（professional salaries）：依調查而定

（survey specific）；(六) 往返研究地點的交通（transportation to site）：依地點而定

（site specific）；最後，不能缺少(七)專家分類及分析的費用（costs of specialist 

sorting analysis）；(八) 實驗及報告撰寫等費用（report writing etc. in the lab.）。因此，

以這樣規模的調查，基本費用至少要新台幣80萬。 

DIWPA在規劃監測期間，已瞭解全方位調查（total inventory）是不可行的，

主要因為經費籌措不易，而且分類方面的專家也不足。另一個選擇是特定分類群

的物種調查，不過這也沒有被DIWPA採納，因為到底要用哪幾個分類群，一定

很難獲得共識。最後DIWPA決定選用8種調查方法，在不同的國家同步進行調

查。這8種方法所使用的器材統一由京都大學提供，換言之，調查方法與工具都

是標準化的。 

這8種無脊椎動物的調查監測方法包括樹冠昏迷法（canopy knockdown）、馬

氏網、窗式陷阱(window trap)、燈光誘集法、樹幹噴霧法、掉落式陷阱、土壤採

集法以及凋落物採集法。樹冠昏迷法採集樹冠活動的節肢動物；燈光誘集夜間飛

蟲；馬氏網和窗式陷阱(window trap)採集晝間飛蟲；樹幹噴霧法採集樹幹活動的

節肢動物、掉落式陷阱採集地面活動的節肢動物、土壤採集法以及凋落物採集法

則分別採集土壤及凋落物中的節肢動物。掉落式陷阱、吸蟲取樣法（vacuum 

sampling），樹冠噴霧（canopy fogging），馬氏網和燈光誘集法等都是昆蟲界成熟

的技術，值得採用，但這些溫帶的產物在熱帶地區都有修正的必要，並應加以標

準化。DIWPA的做法正反映了一般的期望。 

有關調查監測的技術性細節要事先協調，例如馬氏網收集瓶內要裝酒精還

是裝殺蟲劑？掉落式陷阱的數量、間距、口徑大小？土壤動物樣區的大小、取樣

深度？樹冠昏迷法噴撒器的安裝方式？噴撒的時機與限制？燈光誘集的燈要用

幾瓦？窗式陷阱底部的盆(tray)用什麼顏色？取樣的頻率、位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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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取得樣本後，要進行勞力密集的分類。由於種類繁多，故需從各種陷

阱捕獲的分類群中，挑選應予優先處理的靶標分類群（target taxa），以利日後比

較。這些協議也都在規劃期間確定，以下將四種方法取得的靶標分類群列出，供

參考之用。 

 

 燈光誘引 馬氏器 窗式陷阱 掉落式陷阱 

初級 鱗翅目、鞘翅目 雙翅目、鞘翅

目、膜翅目（除

螞蟻外） 

雙翅目、同翅

目、膜翅目、鞘

翅目 

鞘翅目、螞蟻、多

足綱、蜘蛛、等翅

目 

次級 同翅目、異翅目、

膜翅目、囓目、毛

翅目 

半翅目 纓翅目 雙翅目、直翅目 

三級 雙翅目、螞蟻（有

翅型） 

彈尾目、螞蟻、

鱗翅目 

彈尾目、滿、螞

蟻、鱗翅目 

彈尾目、滿、鱗翅

目 

 

DIWPA調查監測模式最值得借鏡的地方，是非技術性的組織安排。這些安

排必須巨細靡遺，以確保產出成果的參考價值。事實上，以下所列的每一項都要

經過冗長的對談、溝通、討論、協商。 

1. 各分組之組織； 

2. 挑選監測地點 

3. 指定各監測地點之聯絡人（key persons）； 

4. 確認環境變數規格； 

5. 監測之測量要項； 

6. 先驅調查； 

7. 撰寫工作手冊； 

8. 修正工作手冊； 

9. 工作手冊定稿； 

10. 推舉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的成員； 

11. 標本分類； 

12. 數據管理(標本及監測之測量值等數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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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