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環境中心通訊

國立東華大學

第44期

Newsletter of Campus Center  for  the  Environment

花
蓮
東
華
校
園
不
同
棲
地
類
型
借

坑
性
築
巢
蜂
類
調
查

◎



目錄

總編輯：楊懿如
執行編輯：李莉莉
美術編輯：林樺廷
編輯委員：林祥偉、許育誠、張世杰、張成華、陳毓昀、蘇銘千、黃國靖
出版：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校園環境中心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1號環境學院 B104
電話：03-8633335
網址：http://www.cce.ndhu.edu.tw/bin/home.php
出版日期：2017年3月30日

• 環境議題徵稿

• 中心活動預告

四月服務學習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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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築巢誘集器（吳沛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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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蜂之蛹（吳沛城攝影）

• 環境議題

花蓮東華校園不同棲地類型借坑性築巢蜂類調查

吳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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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東華校園不同棲地類型借坑性築巢蜂類調查

文、圖、照片/吳沛城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三年級

指導老師：吳副教授海音

前言：

台灣地處亞熱帶及熱帶交界的海島，終年高溫多濕，雖然

造就昆蟲的多樣性，卻也使得農作生長易受病蟲害威脅。隨著

環境保育及友善農業概念的興起，運用自然資源特性減輕作物

病蟲害的生物防治越趨受到重視。借坑性築巢蜂類包含木蜂、

花蜂及部分捕食性蜂類等，前兩者在協助開花植物授粉上具相

當程度的重要性，捕食性蜂類則可應用於鱗翅目害蟲之防治。

由於台灣農業利用地形多樣，作物種植區周圍緊鄰的棲地類型

相異，本研究調查花蓮東華校園內，草地、樹林及人工建物等

不同棲地下借坑性築巢蜂種類、數量及獵物，作為生物防治時

棲地營造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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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東華校園(NDHU)樣點分布圖
紅色虛線為校園邊界；綠圈、橘圈、藍圈分別代表草地、建物及樹林樣
點；數字為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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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與方法

1.1調查樣點

國立東華大學(NDHU)位於23.897563 ˚ N, 121.541844 ˚ E，地
處花蓮縣壽豐鄉，花東縱谷北端。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年平均氣
溫為23.4˚C，年平均降雨量為2157 mm。海拔34至48 m，總面積
261.62 ha，廣大的校區內包含教學區、次生林以及許多空曠的草
地景觀。本調查設定三種不同棲地類型，包含草地、建物以及樹
林，各類型分別有4個樣點，一共12處，如圖1。以各樣點方圓100
公尺之該棲地比例需大於60%為標準（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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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材料與實驗設計

預計可能誘集到的蜂類包括切葉蜂科Megachile屬、蜜蜂科木蜂
屬、花蜂屬，蜾蠃科蜾蠃及其他寄生性種類等，其中蜾蠃科蜾蠃為主
要標的生物，並以適合蜾蠃蜂築巢之竹管孔徑(7 ~ 12 mm，宋一
鑫,2012)設計築巢誘集器。誘集器以一至三年生桂竹竹管為材，一端
開口，口徑4-16 mm，管深10-30cm。每樣點放置<8mm、8-12mm、
>12mm 三種管徑竹管各10支，成綑固定於高度0.5-1.8公尺的林木枝幹
或人工建物。

1.3調查方法

自2016年9月至11月，設置築巢誘集器，每周巡查一次，將被築巢
封泥竹管取回檢視、測量並替換竹管。檢視步驟為剖開竹管，如其內
容物是蜾蠃幼蟲，以小網目濾水網套於管口靜置觀察，待其羽化後捕
捉及辨識種類；若為成蟲則冰存後鑑定種類至屬；若是寄生蠅類，紀
錄種類與數量；若是膜翅目以外動物，如蜘蛛、蜚蠊、嚙蟲或爬蟲類
等，則不列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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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果

2016年9月至11月間，共自6支竹管誘集到蜂類10隻，種
類計有胡蜂科蜾蠃亞科的黃緣蜾蠃 (Anterhynchium
flavomarginatum formosicola)(n=4)、切葉蜂科Megachile 屬
(n=3)以及蛛蜂科Auplopus屬(n=3)各一種(表2)。三類棲地
中以建物種類數最高，為2種，分別為黃緣蜾蠃(n = 4)及切葉
蜂科的Megachile sp.(n = 3)；其次是樹林，物種數1種，為蛛
蜂科的Auplopus sp.(n = 3)；草地並未收獲任何個體(表2)。

校園環境中心通訊 2017 年 第 44 期

誘得之三類蜂使用的竹管孔徑分別是：黃緣蜾蠃 9.9 ±
1.4 mm (n = 3)；Megachile sp.  9.3 mm(n=1)；Auplopus sp.  
10.89 ± 2.66 mm (n = 2)（表3）。

各蜂類於管道中所築巢室的平均數量：黃緣蜾蠃 1.33 個
巢室 (n = 3)；Megachile sp. 3個巢室(n=1)；Auplopus sp.  1.5 
個巢室 (n = 2)（表3）。巢室內獵物在蜾蠃蜂巢內均為鱗翅
目幼蟲，但因獵物過於破碎，無法計算數量；蛛蜂(Auplopus
sp.)的獵物為蜘蛛，每巢僅一隻，種類亦不可考。觀察中發
現蛛蜂幼蟲化蛹前會在巢室內吐絲結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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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期間，誘得黃緣蜾蠃與切葉蜂的時間皆為10月，兩種
皆延遲羽化，以前蛹期方式休眠越冬。蛛蜂(Auplopus sp.)在
10月及11月皆有收穫，10月中誘得之個體於10月底陸續羽化
(n=2)，11月中後之個體至12月中仍尚未羽化(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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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管中巢室長度在誘集蜂種間稍有差異(表3)：黃緣蜾蠃
巢室平均長度為6.6 ± 2.82 (n = 4)；Megachile sp. 巢室平均長
度為6.38 ± 4.12 (n = 3)；而Auplopus sp. 巢室僅包含包覆獵物
及卵的土塊，平均長度為1.02 ± 0.1 (n = 2)。關於築巢特性，
蜾蠃以泥土為材，建構隔間於竹管內壁，除幼蟲巢室外，朝巢
口方向另有2-3層泥牆作空室；切葉蜂(Megachile sp.)以植物
纖維填充巢室周圍，朝巢口方向具有2間空室，且巢室間有鬆
散葉片；蛛蜂(Auplopus sp.)長橢圓形的泥室串聯黏於竹管內
壁，未封死竹管(圖2、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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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誘集借坑性蜂類竹管。A：黃緣蜾蠃Anterhynchium
flavomarginatum formosicola；B：切葉蜂科Megachile sp.；C：蛛
蜂科Auplopus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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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蜂類巢室。A：Megachile sp.巢室；B：黃緣蜾蠃巢室與前蛹期幼
蟲；C：Auplopus sp.泥巢；D：蛛蜂科Auplopus sp.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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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討論

A.探討誘集物種和數量少的原因：9、10月強颱，降水強度分布不均
(圖4)，調查期間花蓮總降雨量高於過去10年紀錄。11月份氣溫驟
降，蜂類活動力下降且獵物減少。竹管被舉尾家蟻屬
(Crematogaster sp.)及其他蟻科種類利用(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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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花蓮縣2016年9月至11月雨量變化及月均溫呈現

B.推測各棲地收穫量差異原因：草生地植被短，遮蔽物少，日夜溫差
大，受風雨鋤草干擾大、獵物少，增加蜂類築巢困難。建物旁的樹
木灌叢可提供獵物及蜜源，利於蜂類成蟲取食、準備巢材和獵捕幼
蟲食物來源。樹林棲地蜜源植物少，蛛形綱多，可吸引蛛蜂。

C.應用上的建議：除受築巢場所限制，蜂類築巢亦受天氣與植生影
響。除房舍等建物外，於農地周邊保留及營造林木與灌叢環境，有
助蜂類棲息，維持授粉與生物防治功能。

D.後續研究：研究不同蜂類對竹管使用的偏好、獵捕獵物的種類與數
量，有助營造蜂類棲地及了解蜂類在生物防治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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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吳海音老師指導；感謝黃國靖教授及水棲昆蟲實驗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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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學長姐和同學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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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綬草監測調查：

集合地點：陳毓昀老師實驗室（環境學院大樓B235／B238）

集合時間：民國106年4月15日（週六）

上午08:50（梯次：9:00-12:00）

下午13:50（梯次：14:00-17:00）

個人裝備：不怕髒的衣服、鞋子及帽子，還有解渴的水，雨

具。容易因為灰塵或花粉過敏的同學，或者有氣喘

的同學，請記得帶口罩及個人藥品。

• 兩棲爬蟲類夜間觀察：

時間：民國106年4月10日（週一）晚上 7:00 - 9:00 

地點：晚上7:00 於環境學院B158

所需裝備：請自備手電筒，建議穿著長褲雨鞋。

• 沙氏變色蜥移除：

時間：民國106年4月19日（週三）7:00-9:00 

地點：舊K書中心旁邊的停車場

服裝要求：請穿著雨鞋或慢跑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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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話要說－中心通訊環境議題投稿專欄

每月出刊之中心通訊增闢環境議題投稿專欄，讓您說說與環境相

關的故事或經驗。無論是知識傳閱、環境議題評議、述說所見所

聞，或野望、綠色影展或攝影作品賞析，亦或小品自然書寫、自然

地圖等皆非常歡迎。

稿件刊登交由校園環境中心老師們審議後決定，並將視情況修改

來稿。請勿一稿多投。投稿作品一經刊登，視同授權本中心於註明

姓名、來源狀況下於非營利使用，版權屬校園環境中心所有。

投稿方式：

1. 線上系統投稿。

投稿網址：http://www.cce.ndhu.edu.tw/bin/home.php通訊

徵稿

2. 稿件若為文字檔，請以word檔寄送，以便修改。若圖文併陳，

請提供原始圖片檔(格式：.jpg)予本中心。

校園環境中心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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