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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類為了自身存活或利益，不斷

開發並破壞環境，使得許多生物因為

棲息地消失或破碎化而造成整體族

群滅絕或數量減少，螢火蟲這個美麗

的小生物，也是其中之一，人類砍伐

林野綠地、開發造成的水質汙染及氣

候變遷、外來物種進入原生物種棲

地，這些因素都讓螢火蟲不斷減少。

然而，如何使螢火蟲復育成功，需透

過周全且完善的計畫才能完成。之前

政府雖有著手螢火蟲的野放，但成效

卻不盡理想，透過報導，我們可以知

道，因為不當放生，導致野放的螢火

蟲成為放生動物的食糧，所以周全有

效的螢火蟲復育，並非靠螢火蟲幼蟲

大量飼養，及任意野放幼蟲就能達

成，野外前的水文資料及生物相的調

查，棲地營造及後續維護管理及野放

後族群數量調查都是非常重要的環

節，螢火蟲棲地營造只是其中一個環

節，只有綜合上述做法，才是讓螢火

蟲永續生存的關鍵，但營造螢火蟲棲

地，並復育螢火蟲族群，並非工程開

發或環境破壞的贖罪卷或白手套，而

是在已開發地區中增加生物多樣性，

使該地區人們能享受生物多樣性增

加所帶來益處的一種方式。

螢火蟲生態及黃緣螢簡介

螢火蟲為鞘翅目 (Coleoptera)螢
科 (Lampyridae)之昆蟲類群，本類
群全部種類之幼蟲及多數種類之成

蟲均有生物發光 (Bioluminescence)
現象。然生態意義不同，幼蟲發光，

經文獻證實，其生態意義主要警示，

避免被天敵捕食；而成蟲除警示及

族群間溝通外外，發光亦為雄蟲求

偶方式之一。螢火蟲成蟲發光的型

態可分為閃光、持續光以及不發光，

台灣目前已知約有 65種螢火蟲，但
只有晦螢屬 (Abscondita)、水螢屬
(Aquatica)、熠螢屬 (Luciola) 及脈
翅螢屬 (Curtos)的發光是閃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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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群種類數合計約 20種，故台灣其
餘四十多種螢火蟲的發光都是持續

光或不發光。而全世界目前已知有 
2000 多種螢火蟲，只要是螢火蟲的
幼蟲都會發光。螢火蟲為完全變態

昆蟲，其生活史可分為卵、幼蟲、蛹

及成蟲四個時期，他們活動的季節也

不是只有在春天而已，春夏秋冬都有

不同種類的螢火蟲出來活動，而依幼

蟲的生活棲地環境也可以分為水生、

半水生及陸生。對陸棲螢火蟲而言，

其族群多棲息於潮濕且無光害或光

害程度低的山坡地，而水棲螢火蟲必

須要有適合的水域供其生存，如黃緣

螢偏好棲息於在靜水域或水流速度

緩慢的草溝，黃胸黑翅螢則生活在流

水域。

黃緣螢 (Aquatica ficta (Olivier, 
1909))為水棲螢火蟲，其幼蟲棲息於
水流速度緩慢的水域中，例如水田、

池塘或草溝中，為完全變態昆蟲，一

生可區分為卵、幼蟲、蛹及成蟲四個

階段：

卵：黃緣螢的卵呈圓形，初產

下時為淡黃色，之後顏色逐漸加深，

孵化前轉變成黑色，直徑約為 0.5 
mm；卵期約為三十天。

幼蟲：幼蟲體呈長

扁平狀，共 12個體節，頭小而尖，
可縮至前胸背板之下，腹末稍鈍，具

尾腳，各齡期剛脫皮時，體壁呈現淡

黃色且幾乎透明，但不久即轉變成黑

色，幼蟲各體節明顯，腹節兩側有明

顯分叉突起，為氣管鰓；幼蟲期約為

一百天，幼蟲期間主要以川蜷及田螺

為主要獵物，幼蟲之防禦方式為化學

防禦，利用各體節間的防禦腺體放出

松香，抵禦魚類取食，但此種方式無

法防禦小型蝦類及水蠆攻擊，故小型

蝦類及水蠆為幼蟲主要天敵。

蛹：黃緣螢之蛹為

裸蛹，其各部形態，如

觸角、觸鬚、足皆明顯

可見；蛹期七∼十天。

成蟲：成蟲前胸背板為橘色，翅

鞘為黑色，雄蟲腹部末端兩節發光

器，雌蟲一節發光器；成蟲壽命約十

天，雌成蟲產卵量約為一百顆卵，成

蟲亦有化學防禦行為，能從翅鞘頂端

分泌體液，使捕食者覺得成蟲氣味難

以下嚥，但同樣的，此種防禦方式對

於取食體液為主的蜘蛛無效，故蜘蛛

亦為黃緣螢成蟲天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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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火蟲復育工作的前題—

因為種種因素使得螢火蟲的數量

愈來愈少，因此人們開始注意到螢火

蟲復育的重要性，在臺北市公園螢火

蟲復育工作的成功及媒體報導下，有

些人認為螢火蟲復育不過就是找個水

池，然後把螢火蟲幼蟲放到水池中就

可以，但真的這麼簡單嗎 ?

社區民眾支持度

在台灣，螢火蟲保育工作可區分

成兩個層次 :由上而下的法規保育及
由下而上的社區保育，台灣目前有兩

種螢火蟲屬於第二級保育類野生動

物，分別是黃胸黑翅螢及鹿野氏黑脈

螢，但螢火蟲社區保育主要使用的物

種則是黃緣螢。

由於螢火蟲生態池與其他生態池

在保育目的上的差異，使得螢火蟲生

態池屬於高維護管理生態池，為了保

持螢火蟲復育果效，生態池需要定期

清淤、草木修剪、池面清潔、水質及

物種監控、外來種移除、燈光管控、

賞螢季秩序維持，所以螢火蟲生態池

與一般低維護管理的生態池非常不

同，不僅需要有固定維護經費，更需

要投入不少經過訓練的人力，況且，

在賞螢季時的燈光管控，就不是人人

都願意接受的事情，而賞螢季時所出

現的賞螢人潮，對於社區生活品質影

響不小，如果沒有仔細評估，螢火蟲

復育工作反而降低民眾生活品質，而

螢火蟲則成為代罪羔羊，所以在評估

某處是否適合進行螢火蟲復育前，要

評估的第一個要件並非復育地本身條

件，而是該處的民眾支持程度 : 每個
人都希望螢火蟲回到自家社區嗎 ?

復育環境選擇

筆者常受邀前往不少地區評估

螢火蟲復育可行性，例如某些人士，

砍了一整片山頭做成露營區，然後希

望”復育”螢火蟲，增加來客數，也

有社區領導人，對著一整片新開闢的

公園，問筆者有無可能在此處進行螢

火蟲復育 ?
如果不管生態復育倫理，其實螢

火蟲復育工作的其中一個環節，就是

螢火蟲生態池營造，而營造工程無論

在那邊都可以，只差別在營造工程金

額多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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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量生態復育倫理，筆者認

為此類案例，並非合宜的螢火蟲復

育區，因為在此類地區進行螢火蟲

復育，一般大眾容易因為螢火蟲的存

在，而誤認此類地區對於環境衝擊程

度極小，在這種情況下，螢火蟲復育

工作就成了環境不當開發的白手套，

而螢火蟲復育過程中的花費，對於

這些破壞環境的人而言，就成了贖罪

卷。

臺北市螢火蟲復育工作的良好案

例：永建生態園區北基地生態草溝

永建生態園區北基地位於臺北

市木柵區，佔地約 4400平方公尺，
其中約一半的面積為永建國小新建

工程校地，因該新校區緊鄰仙跡岩，

校區內有古濕地，而且濕地中發現有

都會區難得一見的水棲螢火蟲—

黃緣螢；但部分濕地卻因位於校區

中，會因建校而遭掩埋。經多次和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和籌建單位深入溝

通，除保留部分濕地之外，在委託單

位協助下，在建校前於校區外圍另闢

生態池和小山溝，並移植被掩埋濕地

中之所有水生物，包括黃緣螢幼蟲；

之後，生態團隊大約花了一年多時

間，以當地蟲源復育黃緣螢。而復育

過程除邀請永建國小師生參與之外，

也邀請鄰近之中山小學、再興中學和

當地居民參與。三年以來，每到春秋

兩季，已在復育區舉辦多次賞螢活

動，深受大家歡迎。

 營造螢火蟲生態草溝最主要的
生態學基礎，是營造螢火蟲一生所需

要的生態棲所 (Niche)，生態棲所是
一生態學術語，用來描述某一物種為

了存活所需的一切資源及其行為的

總和，而營造螢火蟲一生所需，就須

滿足其卵、幼蟲、蛹及成蟲四階段的

需求，意即用人工方式營造其產卵場

所、幼蟲棲息場所及營造其食物鏈，

並避免幼蟲被天敵捕食、化蛹場所

及成蟲求偶場所，最後利用綠美化方

式，使人類容易接近螢火蟲卻不強烈

干擾其生活。

在實務層面，螢火蟲生態草溝施

工方式是先利用怪手挖出草溝雛形，

並用皂土毯做為防水層，地工織物用

來維持池子的形狀，最後放水，再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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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植物，便完成了生態草溝基礎工

程，而草溝兩旁必須種植適合給螢火

蟲棲息的植物，如姑婆芋及野薑花。

另一方面，在室內飼養的黃緣螢必須

達三齡以上才可以野放，且野放前需

先跟民眾溝通，並舉辦教育講座，給

民眾正確的知識及概念，再讓當地民

眾釋放螢火蟲幼蟲，不僅能跟民眾有

互動，並可提高參與感，使他們認同

螢火蟲復育跟自身密切相關，才有利

於生態池後續維護管理工作。

永建生態園區北基地螢火蟲復育及

其他物種復育成果

因為永建生態園區有生態調查

團隊持續在此處進行生態調查，所以

在螢火蟲生態草溝工程完工後，因為

棲地歧異度增加，不僅螢火蟲族群數

量上升，連其他生物的種類數量也跟

著變多，例如昆蟲從原 102種變成
318種、節肢動物從 4種變 17種、
軟體動從 2種變 13種、鳥類從 15
種變 19種、兩棲類從 6種變 16種、
哺乳動物從 2種變成 4種，由這些

數據可知棲地環境改善及多樣性增

加，除對螢火蟲復育有良好成效外，

其他物種的多樣性度亦能提升，而螢

火蟲不僅成為此類人工溼地復育的

旗艦種，用以吸引民眾關心外，亦能

成為其他物種的保護傘種，藉由螢火

蟲的存在，確保其他水棲動物及相關

連物種的棲息。

結論

人無法自立於自然之外。

人類過往的開發行為，大多以人

為主，以滿足人類不同的需求，但隨

著時代前進，都市熱島、PM 2.5等
相關問題，影響著民眾生活品質，所

以我們發現城市更需要有生態保育

的概念與做法，而在城市中，營造螢

火蟲棲息所需的人工溼地，有助於減

少都市化造成的負面影響，並且成為

都市中動物的棲息場所，因為只有這

些小生物的存在，才能確保人類生存

所需的潔淨生態資源 : 陽光、空氣、
水，而都市中的螢光再現，正是這些

潔淨生態資源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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