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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於福山森林生態系中之植物園
區與水源保護區設立採集樣區，進行白蟻
與螞蟻的種類調查與族群監測工作，並比
較此兩區域之種類豐度與歧異度、群聚結
構及人為干擾度之間的關係。在群聚結構
的研究上以歧異度指數和功能群之方式分
析，福山植物園中植物園區之螞蟻群聚結
構屬於 DMSC03 類型，此類型在對環境干
擾度的關連上屬 4 級之中度干擾性群聚結
構；水源保護區之螞蟻群聚結構則屬於
DMSC01 類型，此類型在對環境干擾度的
關連上屬 3 級之中輕度干擾性群聚結構。

關鍵詞：森林生態系、群聚、白蟻、螞蟻、
福山植物園

Abstract

The preliminary works on termirtes and
ants were carried out at the serveral sampling
plots in the different area of Fushan District.
Wherein,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species richness of those insects are
estimated. Accordingly, the data of the
termites and ants obtained in different area of
Fushan District, are going to be studied the
species-area relationship for the
environments factor. A system is proposed
whereby the diversity index and funcational
groups of ant or termite are used as structural
attributes to classify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in Fushan District. The ant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wo areas in Fushan District
ranges form level 3 to level 4 (DMCS01 and

DMCS03) at middle-light and middle
disturbance sites, repectively.

Keywords: Forest Ecosystem, Community,
Termite, Ant, Fushan District.

二、緣由與目的

本研究子題「福山森林生態系的白蟻與

螞蟻群聚結構」於 85 年度才加入「全球變

遷－福山森林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之整

合型研究計劃中。對於福山森林生態系之

無脊椎動物分解者的調查，發現白蟻與螞

蟻佔採集標本量的 65％以上，在森林生態

系的養份循環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此子計

劃 85 年度中所執行的工作重點，是針對福

山森林生態系中三個區域 (植物園區、水

源保護區與哈盆自然保留區) 內螞蟻與白

蟻種類，配合建立標準化的採集方法，進

行調查與監測的工作。調查成果中，蟻相

歧異度分析福山森林生態系中白蟻相與螞

蟻相歧異指數屬中等的狀態或較良好的狀

態；各區域間蟻相比較上，螞蟻的資料顯

示，哈盆自然保留區中螞蟻的種類比其他

兩區種類多且在組成上有較明顯差異，呈

較獨立的狀態，其原因應是在哈盆保留區

中螞蟻所承受之環境干擾與其他兩區較為

不同，而在白蟻上則無此現象；在蟻相功

能 群 分 析 上 ， 福 山 森 林 生 態 系 歸 類 於

DMGP01 群聚結構類型，此類型在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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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度的關聯上是屬 3 級或 4 級中輕度干

擾性 (嚴重干擾為 9 級，輕度為 0 級) 的群

聚結構。

而 86 年度則依據前一年分析三個區域

(植物園區、哈盆自然保留區及水源保護區)

間蟻相比較結果，針對螞蟻或白蟻的群聚

結構相似性較高的植物園區與水源保護區

進行監測調查，以探討於植物園區之人為

干擾因子對於福山地區螞蟻群聚結構的影

響。

三、結果與討論

本子計畫於 86 年 8 月開始執行，針對

螞蟻或白蟻的群聚結構相似性較高的植物

園區與水源保護區進行監測調查，以探討

於植物園區之人為干擾因子對於福山地區

螞蟻群聚結構的影響。將福山森林生態系

中蟻相結構較為獨立的哈盆自然保留區先

去除，於植物園區與水源保護區中共選取

50 個採集點 (表一)，其中植物園區中共 30

點 (包括園區中心區 20 點與園區邊緣區 10

點)，水源保護區共 20 點。於採集點中設

置白蟻與螞蟻標準化之採集步驟，包括固

定方格採集法與固定陷阱採集法；以每兩

個月份收集採集資料為原則。此採集資料

統計由 86 年 8 月至 87 年 6 月，共計 6 筆

採集資料；資料中共採集 45 種螞蟻，分屬

於 6 個亞科、31 屬；白蟻共 7 種，分屬於

3 科、6 屬中。在本年度蟻相群聚結構的分

析探討上，則分為以下幾個部份進行說

明。

(一)兩區域間蟻相歧異度比較

蟻相歧異度研究是要完整區域性或點

狀的蟻相調查資料配合。依標準化的調查

方法所獲得的蟻相資料，進行蟻相歧異度

指數的分析。歧異度指數可包括科(亞科)

歧異指數、屬歧異指數與種歧異指數，指

數公式為 (歧異指數＝調查點種類數／台

灣發現種類總數)，現今台灣已發現命名有

8 亞科、69 屬共 217 種螞蟻；4 科、12 屬

共 16 種白蟻。在所調查的結果分析，福山

森林生態系中植物園區與水源保護區之螞

蟻相歧異指數分別為：植物園區 (亞科＝

0.75、屬＝0.450、種＝0.209) 及水源保護

區 (亞科＝0.75、屬＝0.362、種＝0.161)；

而以台灣螞蟻相歧異度級度分層上分析，

此兩區之螞蟻相歧異度應屬於較良或中等

的狀態。而在白蟻相歧異度指數上則為：

植物園區 (亞科＝0.50、屬＝0.417、種＝

0.375) 及水源保護區 (亞科＝0.750、屬＝

0.417、種＝0.313)；但台灣白蟻相歧異度

級度分層仍未完整建立，若參考螞蟻相分

層 (種歧異指數除外) 應也是屬於較良好

的狀態。

(二) 兩區域間蟻相比較

福山森林生態系調查中共發現有螞蟻

53 種與白蟻 7 種 (由 85 與 86 年度資料總

計)；但各種類並非在三個區域 (植物園

區、哈盆自然保留區及水源保護區) 中均

有分佈。在本年度的調查中植物園區所設

的 30 個採集點中共發現 45 種螞蟻與 6 種

白蟻；水源保護區的 20 個採集點中共發現

37 種螞蟻與 5 種白蟻。50 個採集點中有 11

種螞蟻出現率高於 50%，為調查區域中的

優勢種類，而出現率低於 15% 之指標性種

類則有 22 種。在仔細分析分佈於此兩區中

蟻相種類後發現有以下幾點重要的結果：

(1) 有 9 種螞蟻與 1 種白蟻僅發現分佈於植

物園區，2 種螞蟻則僅發現於水源保護區

中，而造成此種區域性分佈現象的原因應

與兩區域間環境差異有關； (2) 植物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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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靠近水源區的交界地帶雖有較相似於植

物園區的蟻相組成，有 41 種螞蟻及 6 種白

蟻分佈此區中，但仍與植物園區所分佈的

種 類 有 些 差 異 ， 如 在 調 查 中 發 現

Pheidolologeton yanoi 僅分佈於此區域中，

而有 4 種螞蟻僅分佈在此區域與水源保護

區，這些種類應是較不適應植物園區中人

為干擾度較高的環境。

(三) 蟻相功能群分析
群聚結構的分析上仍延續上一年度的

研究方法，以功能群 (Functional group) 的
方式分析福山森林生態系中螞蟻的群聚結
構屬性，並依其群聚結構類型來判定該環
境之干擾度。功能群的區分標準可將台灣
產螞蟻分為 8 個主要功能群 (如表二)，而
依據此區分標準可將植物園區 (將植物園
區邊緣部份獨立)、水源保護區及福山植物
園區 (85 與 86 年度資料) 之功能群比例結
構分析出來，如表二所示。且此螞蟻相群
聚結構經由台灣螞蟻群聚結構類型檢索之
歸類，福山植物園之總體螞蟻群聚結構屬
於 DMGP01 類群，在對環境干擾度的關聯
上屬 3 級之中輕度干擾性；水源保護區屬
於 DMSC01 類群，為 3.5 級之中輕度干擾
性；植物園區及植物園區邊緣則同屬於
DMCS03 類群，為 4 級之中度干擾性 (嚴
重干擾為 9 級，輕度干擾為 0 級)。

台灣螞蟻群聚結構類群檢索 (部份)

Key to Structural Types of Taiwanese Ant
Commounity (Part)

1.DM > 40% ---------------------------- 2
− DM < 40% ---------------------------- 7
2.GP < 10% ----------------------------- 3
− GP > 10% ----------------------------- 4

3. CS + SP > 15% ------------- DMCS01
− CS + SP < 15% ------------- DMCS02
4. CS + HC > 15% ----------- DMGP01
− CS + HC < 15% -----------------------5
5. OP > 10% -------------------- DMGP02
− OP < 10% ------------------------------- 6
6. SP > 5% ---------------------- DMGP03
− SP < 5% ----------------------- DMGP04
7. SF + CC < 30% ------------------------- 8
− SF + CC > 30% ------------------------ 10
8. CS + SP > 20% --------------- DMCS03
− CS + SP < 20% -------------------------- 9

由表二福山森林生態系不同區域間
之螞蟻相功能群比例與結構比較發現，亞
優勢山蟻類群 (SF) 與隱密種類群  (CS)
在環境干擾度較高的環境中有明顯優勢化
的現象，而在優勢家蟻類群 (DM) 與普遍
化針蟻類群 (GP) 則有勢微的現象，而熱
帶種類群 (HC) 則發現較適應於不同環境
的交界帶 (如植物園區邊緣區域)。

四、計畫成果自評

在配合台灣整體螞蟻相之結構分析及
採樣數據的客觀性，標準化的調查模式是
必要的，而本計畫之設計與研究過程、方
法均為標準化模式的雛型。原計畫所擬定
之目標大致上已完成，所預期完成的目標
包括；(1)標準化螞蟻相及白蟻相群聚結構
研究之模式化與標準化研究方法之建立，
(2) 福山森林生態系中植物園區與水源保
護區之蟻相群聚結構之差異，(3) 人為干擾
對於福山森林生態系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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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植物園區與水源保護區螞蟻相功能群比例與結構

植物園區 植物園區邊緣 水源保護區 福山植物園※

種類數 (比例%) 種類數 (比例%) 種類數 (比例%) 種類數 (比例%)

DM 優勢家蟻群 14 (34) 14 (34) 16 (43) 21 (40)

SF 亞優勢山蟻群 8 (20) 8 (20) 6 (16)  8 (15)

HC 熱帶種類群 3 (7) 5 (12) 3 (8) 5 (9)

CC 寒帶種類群 1 (2) 1 (2) 1 (3) 1 (2)

CS 隱密種類群 10 (24) 9 (22) 7 (19) 10 (19)

SP 捕食種類群 1 (2) 1 (2) 1 (3) 1 (2)

OP 逢機種類群 1 (2) 0 (0) 0 (0) 1 (2)

GP 普遍化針蟻群 3 (7) 3 (7) 3 (8) 6 (12)

種類數 41 41 37 53
群聚結構類型 DMCS03 DMCS03 DMCS01 DMGP01
環境干擾級數 4 4 3.5 3

※ 85 年度與 86 年度資料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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