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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百年來全球表面均溫大約上升 0.6℃，預估至 2100 年的 CO2 濃度為 540-970
ppm，平均溫度將上升 1.4-5.8 ℃

因此，氣候變遷已成為全球關注的重要環境課題

不同地理區域的氣候變化，隨著溫度增加範圍、光照度、紫外線輻射度、降雨與濕度
之數量與分布型式、非生物因子干擾程度的改變，對農業生態系統產生不同程度的影
響

儘管這些氣候變化因子尚有許多不確定性，但氣候暖化對變溫動物在時間與空間

的動態平衡，確實可造成影響或預期會造成影響，此影響對昆蟲及其周圍生物群落尤
為明顯 昆蟲是變溫動物，體溫與環境溫度大致相同，因此溫度可能是影響昆蟲行為、
分布、發育、生存與繁殖之環境首要因子

某些研究者相信溫度是影響昆蟲最為關鍵

的因子，例如溫度上升 2 ℃，將使昆蟲在每一季節增加 1 至 5 個生活史世代；也有研
究者發現氣候暖化的過程，濕度與 CO2 也是影響昆蟲的重要潛在因子

事實上，氣候

變化對農業昆蟲或植物病原微生物的影響，充滿不確定性，因為氣候變化對某些病蟲
害發育可能有利，也有可能不利

為了瞭解溫度上升、雨量變化與 CO2 濃度增高如何

影響昆蟲，氣候變化對農民的影響以及農民可資因應的策略為何，本文回顧氣候變化
對農業昆蟲影響的研究進展，並提出若干見解

前 言
IPCC 第三次評估報告指出，對人類排放溫室氣體若未採取任何管制措施，全球平
均地面氣溫至 2100 年將比 1990 年增加 1.4-5.8℃，海平面將上升 9-88 公分，並預估全
球二氧化碳濃度至 2100 年將達 540-970ppm (IPPC, 2001)，另由全球觀測站資料顯示，
世界各地因地理條件不同，增暖程度也有不同，例如陸地比海洋明顯，北半球又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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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球更為明顯，例如位於北半球東亞季風區 (the East Asian monsoon) 的台灣，過去百
年來的年平均溫度已上升 1.0-1.4℃，為同時期全球平均增溫速率的 2 倍 (Hsu and
Chen, 2002; 陳，2008)
昆蟲為變溫動物 (poikilothermic animal)，分布於不同緯度地區的分類群 (taxon)
或不同種類 (species) 的昆蟲，具有不同的溫度適存範圍，例如原產於寒帶的蛩蠊目
(Grylloblattodea) 昆蟲與適應熱帶環境的昆蟲，對地球表面均溫升高的反應差異極大
如果氣候變暖是一個事實，各地區農業生態系統將受不同程度的衝擊，例如改變作物
相的過程，有害生物種類也隨之變化

近 20 餘年，氣候暖化、劇烈氣候與糧食安全

等議題成為全球關注焦點以來，以氣候變化影響農業昆蟲的研究主題雖然逐年增多，
但多數野外監測報告引用的數據，仍與生物多樣性研究與長期生態調查一般，僅以特
定採集方法調查動植物種類，再藉此結果討論可能的影響因子，甚少正視所有可能影
響農業生態系統昆蟲種類變化的因子 (如生物因子、非生物因子與各因子間互為影響
的因素)

為此，我國在推動氣候變遷與農業調適政策過程，必需重視研究方法是否相

對客觀，並及早制定符合我國特色的配套政策

事實上，氣候變遷之農業調適策略，

並非現代特有的課題，由歷史記載可看出氣候變遷深深影響一個國家糧食產量與國力
強弱 (李，2008)，所以人類文明本身就伴隨著調適逆境而發展
業昆蟲影響之研究方法

及

有關

氣候變遷對農

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及作物蟲害管理調適策略

之相關

內容，作者已另文發表於 因應氣候變遷之農業生產與環境調適研討會 (石等，2011)，
於本文不再贅述

氣候變化對農業昆蟲的影響
氣候變化直接影響昆蟲的地理分布、遷移擴散、取食行為、生長發育、代謝速率
及生存繁殖；另透過影響寄主植物與天敵，間接改變害蟲的種群結構與發生密度

本

文於此回顧國內外往昔研究報告，歸納氣候因子 (如溫度、濕度、二氧化碳、雨量、
光照與風速等) 與生物因子 (如捕食性與寄生性天敵、作物等) 單獨與聯合作用之下，
對農業昆蟲可能產生的影響，以作為我國學者擬定氣候變遷影響作物有害生物研究方
法的參考，並提供政府擬定因應氣候變遷過程，作物蟲害管理調適政策的修訂參考
一、溫度對昆蟲的影響
昆蟲為變溫動物，生存於不同氣候帶的昆蟲類群，各有其適存的溫度範圍，此與
其體內的熱休克蛋白 (Heat shock proteins, Hsps) 與抗凍蛋白等調適機制有關，當昆蟲
在接受低溫威脅之前，若能在較低溫度下曝露一定時間，將可提高其耐寒性；若將昆蟲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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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在非致死高溫一段時間，不僅可提高其忍受更高溫度的脅迫，也可增強其耐熱性
1. 影響昆蟲發育，導致昆蟲種群密度發生變化
昆蟲發育與溫度的高低具有密

關係，在適存溫度範圍內，不同種或同種不同

生物型的昆蟲，對劇烈的溫度變化，有不同程度的反應，以半翅目粉蝨科 (Aleyrodidae)
害 蟲 為 例 ， 學 者 發 現 煙 草 粉 蝨 (Bemisia tabaci (Gennadius)) 的 熱 休 克 蛋 白 基 因
hsp20 與 hsp70，使煙草粉蝨具有較佳的抗高溫能力，例如 B 型煙草粉蝨成蟲在高
溫 環 境 的 存 活 率 和 生 殖 適 應 性 ， 高 於 溫 室 粉 蝨 (Trialeurodes vaporariorum
(Westwood))，此可說明 B 型煙草粉蝨種群可在夏季高溫季節發生 (王等，2010)，
另在中國長江流域 Q 型煙草粉蝨已逐漸取代 B 型，此可能與 Q 型煙草粉蝨對溫
度脅迫具有更強的適應能力有關 (Bonato et al. , 2007)，此也可說明溫度變化可改變
不同種昆蟲與同種不同生物型昆蟲的種群結構，進而改變受害作物的種類

除此，

Masters et al. (1998) 指出氣候暖化使英國出現暖冬，暖冬期間造成半翅目頸吻群昆
蟲 (auchenorrhynchans) 的卵提早孵化，也縮短了幼蟲越冬時間，但幼蟲的發育速率
則未受影響
Hsu and Chen (2002) 與陳 (2008) 分析台灣百年來氣候變化的狀況，指出台灣
一年四季不僅變暖，夏季暖化速率高於冬季，冬季期縮短，寒流日數減少，全年升
溫最明顯的現象則出現在時序交替的季節，另外夜間增溫現象較日間更為明顯

鄭

(1998) 與 Huang et al. (2010) 指出冬季溫度上升，將促使冬季以少量族群越冬的水
稻重要害蟲 (如褐飛蝨、白背飛蝨及瘤野螟等)，在具備適合寄主植物的情況下，其
族群越冬存活率可能因此提高，害蟲族群量可能因而大增；溫度上升導致害蟲生長
發育所需有效積溫量增加，害蟲之生長發育因此加速，發生時期也因而提早，這都
會加速於一期作水稻害蟲發生種類、時期及族群量之變化，增加一期作水稻產量之
損失
2. 影響昆蟲發育世代數目
Yamamura and Kiritani (1998) 模擬溫度上升 1-3℃的情況下，溫帶地區 15 種昆
蟲、蟎類與線蟲發育的變化，模擬結果顯示溫度上升 1℃，僅有蟎類、纓翅目與寄
生蜂 (如寄生捕食者) 等小型節肢動物的發育世代，多出 1 個世代；當溫度上升 2
℃，除倉儲害蟲之外，所有受測動物的生活史均縮短，其中纓翅目與寄生蜂的發育
世代，多出 2-3 個世代，蟎類則多出 4 個世代以上；當溫度上升 3℃，倉儲害蟲僅
多 1 個世代，線蟲也僅多出 2 個世代，但寄生蜂多出 4 個世代，纓翅目多出 5 個世
代，蟎類則多出 6 個世代以上

再者，鄭 (1998) 以台灣的水稻害蟲為例，當溫度

升高 2.5℃，二化螟 (Chilo suppressalis) 與三化螟 (Scirpophaga incertulas) 每年至
少可增加 1 個世代，斑飛蝨 (Laodelphax striatellus) 與黑尾葉蟬 (Nephotettix cinctic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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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增加 2-3 個世代
由以上可知，在適溫範圍內，小型昆蟲與蟎類等節肢動物的年發生世代數目，
隨溫度上升而明顯增加，一般害蟲則增加 1-3 個世代，但增加繁殖世代並不代表昆
蟲的發生密度及危害程度提高，這當中仍需考量害蟲發生時期、作物生長期與天敵
發育之同步性，以及其他氣候因子的聯合影響
3. 改變昆蟲的地理分布範圍
溫度是影響昆蟲地理分布與擴散的重要因素之一，當溫度超過昆蟲適存範圍或
不利昆蟲寄主存活時，對昆蟲的發育、繁殖與族群密度發展等，皆有不利的影響，
此時昆蟲會藉由遷飛尋找適存的生境，以避逆境
分布在不同氣候帶的昆蟲，對溫度的適應程度並不相同
的因素中，低溫往往比高溫更重要

在决定昆蟲全球分布

受低溫限制的種，將來有可能在較高的緯度地

區越冬，因而增加了有害生物向兩極擴散的機會，原分布在低海拔地區的種類，則
可能往高海拔遷移

以溫帶地區的日本為例，水稻主要害蟲南方稻綠椿 (Nezara

viridula) 是熱帶與亞熱帶地區普遍發生的種類，日本則為此種昆蟲在亞洲的分布北
界，Musolin (2007) 指出本種昆蟲隨著氣候暖化，其分布北界已往北擴散 70 km 至
大阪地區；再以亞熱帶地區的台灣為例，鄭 (1998) 指出以台灣為分布南界的水稻
負泥蟲、水稻水象鼻蟲及斑飛蝨等溫帶害蟲種類，預期氣候暖化將促使這類害蟲的
族群分布範圍往台灣北部或高海拔地區移動，對台灣水稻為害程度將逐漸減少；但
以台灣為分布北界的害蟲種類， 如台灣黑尾葉蟬 (Nephotettix virescens) 之族群發
生將隨著氣候暖化而遍布台灣，同時，台灣水稻栽培環境也需注意在全球暖化的過
程 ， 必 需 嚴 加 預 防 亞 洲 水 稻 癭 蚋 (Orseolia oryzae(Wood-Mason)) 、 水 稻 螟 蛾 類
(Scirpophaga innotata, Chilo polychrysus)、黑尾葉蟬類 (Nephotettix virescens, N.
malayanus)等原產於熱帶地區的南洋水稻重要害蟲，入侵與立足台灣
另外，當溫度達到昆蟲之致死上限，則可能使昆蟲的空間分布進一步限縮，
Deutsch et al. (2008) 指出熱帶生物終年處於相當穩定的氣候環境，所能忍受之溫度
變化範圍很小，因此熱帶物種受到氣候暖化的衝擊，較分布於溫帶及寒帶氣候的生
物還嚴重
4. 昆蟲與寄主植物的物候同步性發生改變或昆蟲擴大寄主範圍
不同種類的昆蟲和寄主植物對溫度升高的容忍範圍並不相同，溫度升高除了直
接影響昆蟲的生長發育及生存繁殖之外，同時也影響了寄主植物的生長發育時間，
此將改變植食性昆蟲 - 寄主植物 - 其他生物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當害蟲發生種
類產生變化之後，人類所需採取的防治策略也需隨之改變 Visser and Holleman (2001)
指出在荷蘭取食橡樹組織的冬尺蠖 (Operophtera brumata) ，於明顯暖化的春天，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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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提早在橡樹抽新芽之前三週孵化，甫孵化的幼蟲找不到食物的狀況下，僅能維持
2-10 日，這種因春天暖化卻未使橡樹提早抽芽的不同步性，致使幼蟲缺乏食物而餓
死；然而，在亞熱帶地區，害蟲並無明顯的越冬現象，溫度升高也可能造成害蟲與
寄主植物的物候同步性，這種狀況將造成寄主植物受到更嚴重的危害，另外某些多
食性的害蟲，在氣候暖化導致發育縮短的情況下，害蟲為了延續種群發育，害蟲將
會嘗試擴大寄主範圍，一旦尋獲可供給生存需求所需營養之新寄主，將進一步牽動
生態平衡，造成作物害蟲組成改變
5.對媒介昆蟲的影響
傳播植物原核生物性病害之媒介昆蟲，皆為刺吸式口器，且多為體型小的媒介
昆蟲 (如薊馬、粉蝨、蚜蟲、木蝨與葉蟬等)

媒介昆蟲傳播病原的效率，與媒介昆

蟲的發育、取食部位、傳病特性、寄主範圍等有關，例如取食木質部汁液的大葉蟬
(cicadelline leafhoppers) 與沫蟬 (spittlebugs)，可傳播侷限木質部導管之細菌性病原；
取食韌皮部汁液的蚜蟲、粉蝨、木蝨與多數葉蟬，則可傳播侷限韌皮部篩管之細菌
性病原 (Shih et al., 2011)；至於系統性的蟲媒植物病毒，則由薊馬、蚜蟲與部分葉
蟬傳播
因應氣候變遷改變作物栽培種類，勢必引起蟲媒病害與媒介昆蟲種類的改變，
由 Yamamura and Kiritani (1998) 的模擬數據可知，氣候暖化將促使小型昆蟲 (包括
上述各類蟲媒病害之媒介昆蟲) 的年發生世代數目增加，當媒介昆蟲族群數量提高
之後，將

展其寄主範圍 (增加寄主種類) 以維持族群發展，使得蟲媒病害與媒介

昆蟲的防治，變得更為複雜；除此，改變耕作措施 (如設施與施肥) 也會改變作物
的微氣候溫度或作物營養結構發生改變，進而改變作物上的害蟲種類或族群數目，
造成蟲媒病害種類與流行趨勢發生改變為例，鄧 (2001) 指出台灣某些蟲媒病毒的
流行，與田間栽培管理措施改變有關，例如 1985 年推廣洋香瓜 PE 布

道式栽培以

來，冬季保溫效果好，提高果實甜度與減少裂果，但相對也營造有利於媒介昆蟲 - 蚜
蟲與粉蝨的生存環境，促使此類昆蟲媒介傳播的病毒流行於田間
6. 對害蟲抗藥性的影響
氣候暖化對於害蟲抗藥性之影響，Liu et al. (2008 ) 比較感性品系小菜蛾與抗藥
性品系小菜蛾在不同氣溫下的生長狀況，顯示抗性品系對溫度增高的適應程度較感
性品系差 感性品系在高溫環境下的的適存值 (fitness) 比抗性品系優越，推測是因
為抗藥性發生的同時，也增加了小菜蛾本身的 fitness cost，故面對環境壓力時，原
本 fitness cost 需求較少的感性品系，其適應度自然較佳，這點也可以從溫度增減時
抗性族群互為消長的情形獲得印證，類似的情形在黃條葉蚤 (Phyllotreta striolata
( Fabricius )) 亦有發現 (Zhou and Wu,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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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雨量與濕度變化對昆蟲的影響
大部分作物害蟲的最適生存濕度範圍介於 70-95% 之間，適度降雨有利害蟲的正
常發育與繁殖，例如溫帶地區的英國，暖化使夏季雨量增加，使植物獲得滋長機會，
提高頸吻群昆蟲的豐度 (Master et al., 1998)；連續細雨會提高環境的相對濕度，對昆蟲
寄生菌的繁殖有利，但傾盆大雨對絕多數農業害蟲則為不利 (鄭, 1998; 劉等, 2010)
降雨也會直接影響土壤中的含水量與濕度，Vincent et al. (2003) 曾指出利用淹水提高
土壤相對濕度，管理土中之越冬害蟲
降雨對某些潛葉性的農業害蟲或許有利，Chhetry et al. (2011) 調查印度 Jammu 地
區甜橙上柑桔潛葉蛾 (Phyllocnistis citrella Stainon) 為害動態與重要氣候因子的關係，
發現 2007 年的高降雨量使甜橙獲得充份水份而抽出新梢，嫩葉則成為柑桔潛葉蛾的
重要食物來源，平均降雨量、最高氣溫、最低氣溫和平均氣溫與柑桔潛葉蛾之數量呈
正相關，且降雨量和溫度與柑桔潛葉蛾為害程度呈顯著正相關
三、二氧化碳濃度升高對昆蟲的影響
1. 對咀嚼式與刺吸式植食性昆蟲的影響
二氧化碳濃度升高會影響植物的光合作用與呼吸作用，改變植物體內的碳氮比
等營養組成，甚至改變組織中胺基酸的組成種類與含量 (Stacey and Fellowes, 2002)，
間接影響植食性昆蟲的發育 Bezemer and Jones (1998) 指出不同食性昆蟲對於大氣
二氧化碳濃度升高的反應不同，例如潛葉性昆蟲 (如斑潛蠅或潛葉蛾等) 在高 CO2
濃度下，食量未明顯增加、蛹重減輕與發育時間縮短；取食木質部汁液的沫蟬，在
高 CO2 濃度下，其若蟲存活率降低 20% 以上、生長發育延遲、但繁殖不受影響；
取食韌皮部汁液的蚜蟲，在高 CO2 濃度下，其種群密度則隨之增高 由上可知，二
氧化碳濃度升高，使蟲媒植物病毒之媒介蚜蟲族群密度隨之提高，促進病害流行速
度；對於具有同樣取食習性的木蝨、粉蝨、飛蝨與部分葉蟬等昆蟲，是否也受相同
程度的影響，值得深究，因為韌皮部取食習性的昆蟲，同時也是傳播植物菌質體與
柑橘黃龍病的重要媒介昆蟲
2. 對作物-害蟲-天敵的影響
大氣的 CO2 濃度升高，可直接影響作物光合作用及植物組織之化學組成份，並
透過食物鏈，間接影響植食性昆蟲及其天敵的發育
CO2 濃度升高對

作物-害蟲-天敵

對害蟲與天敵的影響

因此，戈等 (2010) 指出研究

營養關係系統之影響研究，即能掌握 CO2 濃度

目前所知 CO2 濃度升高，會促使棉蚜體內可溶性蛋白質及游

離胺基酸濃度升高，以 700 uL/L CO2 濃度處理，棉蚜的營養狀況最好，對其天敵異
色瓢蟲的發育也最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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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照時數或光週期改變對昆蟲的影響
日照時數是水稻生育過程中相當的影響因子，也會影響螟蟲的趨光性、取食、棲息、
交尾、滯育和休眠 增加日照時數，使溫度增高的時數增多，促使水稻生長旺盛間接提供
害蟲良好棲所與食物來源，導致蟲害發生程度可能提高 (劉等，2010)，但此一推論並未加
入多因子作用的考量 在光週期部分，Bradshaw and Holzapfel (2008) 發現北美洲的一種雙
翅目蚊科昆蟲-Wyeomyia smithii，為了因應光週期的改變，可藉由遺傳機制調整休眠時間、
遷移及繁殖時機

氣候因子在氣候變化過程對昆蟲的聯合影響
李等 (2011) 研究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州的蝗蟲災害與氣候因子的相互關係，指
出溫度與降雨是影響昌吉州蝗蟲發生之關鍵因子，並提出 3 個結論：(1) 高溫與乾旱為蝗
蟲大量發生的必要條件；(2) 蝗蟲災害發生的關鍵時段及氣候因子，為當年 5-7 月的氣溫、
降雨量及前一年 11-12 月的氣溫，持續暖冬與冬季多雪有利蝗卵越冬；春季若為乾暖氣候，
則有利蝗卵孵化與蝗蝻發育，促使種群數量上升；前一年夏季和當年溫暖少雨，對蝗蟲發
育有利；(3) 蝗蟲災害是多種因素聯合作用的結果，除氣候因素之外，尚需綜合考量其他因
素
以上可知，氣候變遷對昆蟲的影響，是由環境的生物因子與非生物因子共同作用的結
果，這當中還需考量昆蟲本身的遺傳特性，例如昆蟲滯育 (diapause) 是由遺傳與環境 (如
溫度、濕度、光週期與食物等) 共同作用導致昆蟲生長發育或繁殖中止的現象 (涂等，
2009) 因此，當吾人探討溫度提高 2℃對作物或作物有害生物到底會產生什麼影響的同時，
即便以普遍運用的 Climex 這類軟體預測溫度變化對昆蟲發育與分布的影響，所獲答案仍
與實際狀況存有明顯差異 因此，對於氣候變遷對農業昆蟲可能影響的研究方法，應考量
多因子分析不易的情況下，如何採用兼顧理論 (單因子作用) 與現況 (多因子交互作用) 相
互校正的研究方法，此部分可參考陳及馬 (2010) 與石等 (2011) 簡介之數種研究方法

結 語
氣候暖化主要肇因於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 於大氣濃度大幅增加所致

雖然

全球氣候變遷的成因尚待確認，部份學者認為是由工業革命以來溫室氣體增加所致，
部份學者則認為是地球自身週期變化的結果，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全球表面均溫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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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極端氣候的發生頻度也縮短當中

因此， 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策略 ，是全球

的事，也是全民的事
我國為海島型國家，需仰賴進口的糧食與能源方能維繫全民所需，當糧食安全與
能源需求成為全球關注議題之際，可預期糧食與能源價格將成為全球政治問題，為此
我國更需審慎擬定短、中、長程的因應策略
氣候變遷是一個長期趨勢，在政策面與實務面，需針對我國整體農業環境與糧食
安全組成跨部會的討論，針對國家需求與產業現況調整國家政策及研究方向

Sutherst

et al. ( 2011) 指出氣候變遷需以國家層次來關心，整個策略規劃層面必需包括生態、經
濟、教育與國家安全等

以農業有害生物管理層面為例，制定因應氣候變遷的農業蟲

害管理調適策略過程，必需從基礎面與應用面同步處理，將生產者至消費者的全部因
素都納入考量，凡與生產者有關者 (如規劃適種地區可以栽培的作物種類、開發新型
害蟲防治資材、評估市場需求與銷售等)，均需制定妥善的配套政策，例如某些分屬跨
單位職掌的蟲害防治管理或害蟲防治資材的業務，則需由更高的行政機關召集相關單
位進行業務討論，盼望可在農友因應未來蟲害種類發生變化之前，研究單位已完成新
型防治資材的開發，以避免所開發之資材不符合農藥管理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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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 average surface temperatures have in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0.6 ℃ during
the past 100 years and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by 1.4-5.8 ℃ by 2100 with the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s expected to rise to between 540 and 970 ppm over the same
period. Consequently, climate change is an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dilemma which has caused
great concern around the world. The nature of climate change will differ with geographical
regions and its final impact on agroecosystems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extent of temperature
increase, changes in irradiance and levels of UVB, amount and patterns of precipitation and
humidity, and alterations in the incidence and nature of abiotic disturbances. Despite many
uncertainties of the above-mentioned factors on climate change, there is a consensus to the fact
that global warming has already had and will continue to have impact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ynamics of poikilothermic animals, especially on insects and their surrounding biotic
community. Insects are poikilothermic animals; their body temperature is approximately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environment. Thus, temperature is probably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factor influencing insect behavior, distribution, development,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Some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insects largely
overwhelms the effects of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with a 2 ℃
increase insects might experience one to five additional life cycles per season. Other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the effects of moisture and CO2 on insects as a result global climate chang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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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potentially important. The precis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agricultural insects and plant
pathogens are somewhat uncertain because climate changes may or may not favor the growth of
pathogens and insect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review the most recent progress in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agricultural insects and provide viewpoints on the following subject
matters: how insects are affected by rising temperatures, changes of precipitation, and rising
CO2 levels as well as how farmers are affected and the strategy farmers can use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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