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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氣候變遷情境下臺灣四種單食性蝴蝶之時空分布模擬
黃靜宜

1

呂明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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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芬

2

【摘要】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物種會自主性調整其適存環境，而蝴蝶對環境敏感，氣候改變勢必
迫使改變其空間分布。本研究選擇無尾白紋鳳蝶 (Papilio castor formosanus)、白灰蝶 (Neopithecops
zalmora)、黃蛺蝶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及波蛺蝶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等臺灣4種單食
性蝴蝶及其寄主植物做為目標種，運用物種調查資料及最大熵 (Maxent模式) 模擬各蝶種現生及未來
氣候變遷情境下 (2061~2080) 之空間分布，另考慮生物相互作用，採模糊邏輯運算整合各蝶種及其
寄主植物之空間分布機率，以確認各蝶種之空間分布及受氣候變遷的影響程度。研究結果顯示，在
氣候變遷情境下，以全臺而言，各蝶種空間分布朝向高緯度或高海拔方向推移，不致滅絕；然以氣
候區來看，黃蛺蝶未來在熱帶氣候區遭受區域滅絕的可能性相對較高。由本研究的架構上，可找出
易受氣候變遷影響或須優先納入保護之受威脅物種，以提供未來制訂物種保育策略與經營管理工作
之參考。
【關鍵詞】最大熵、寄主植物、分布、模糊邏輯理論、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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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pecies currently track suitable environment conditions under ongoing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forces to shift in pattern of butterfly natural distribution because of its sensitivity to
environment. We therefore used the maximum entropy (Maxent model) to project species distribution of
four monophagous butterfly species and their host plant species from presence-only data for the Papilio
castor formosanus, Neopithecops zalmora,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and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under present and future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2061~2080) in Taiwan. To obtain more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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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butterfly species, the biotic interactions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e utilized the fuzzy
logic to combine predictions of butterfly and plant. The results showed four butterfly species will not be
extinct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expected to shift towards more northern or higher locaticns in term
of full scale, but the possibility of regional extinction for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is relatively high in
future in the case of tropical region. Our method is a methodology that can be found vulnerable species by
climate change or protected priority species requiring planning for futur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maximum entropy, host plant, distribution, fuzzy logic, extinction.

一、前言

的不利影響。就蝴蝶而言，大部分的物種對寄

氣候變遷是指氣候平均狀態在統計學上

主植物具有專一性 (specificity)，僅取食單一

有顯著的改變，或者持續較長一段時間的氣候

種或某些特定的植物，當兩者對氣候異常的調

變動，包含降水型態、大氣組成的改變、海

適未能同步時，則可能造成空間分布上的落

平面的上升以及極端天氣事件的增加等 (IPCC

差，進而提升蝴蝶滅絕的可能性，尤以單食

2007)，所衍生的不利影響與衝擊，除攸關災

性 (monophagous) 與高山型蝶種特別受到學者

害防救、公共健康以及人類生活福祉等，對

的關注，相關研究如Romo et al. (2014) 以多元

生物多樣性而言，更可能造成生物物候及組

邏輯斯迴歸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預測不

成結構的改變，迫使物種遷移原棲地，甚至

同氣候情境下，西班牙6種單食性蝶種及其寄

導致物種滅絕 (Chou et al. 2011; Hwang & Koh

主植物的空間分布變化，結果指出寄主植物為

2013; Stefanescu et al. 2003; 張仲德等2011；陳

影響未來蝴蝶空間分布的重要因素，相較於寄

陽發等 2014；謝東佑2016)。蝴蝶在食物鏈上

主植物，未來蝴蝶對氣候的適應性較能有效提

屬於初級消費者，除為植物傳花授粉外，也提

升；此外Descombes et al. (2016) 模擬氣候變遷

供肉食性或寄生性昆蟲的食物來源，在生態系

情境下，瑞士西部60種高山蝴蝶與298種寄主

的運作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且因生活史較短，

植物的空間分布，嘗試評估蝴蝶可否因食性擴

對環境具有高度敏感性，是良好的環境監測

張，降低滅絕的可能性，研究結果發現蝴蝶擴

指標物種 (Pollard 1977; Kremen 1992; Warren

大其寄主植物的選擇或範圍，確實可削減被滅

et al. 2001)，此外，蝴蝶賞心悅目，在人類歷

絕的機率。由上述研究結果可知，出寄主植物

史文化及經濟發展上，提供了許多生態系服務

是決定蝴蝶空間分布與能否生存的關鍵因素。

效益。惟近代受人為開發與氣候變遷影響之

因此，在保育的過程中，應將兩者視為互相演

故，迫使蝴蝶資源遭受威脅，已有研究證實，

化的共存關係，然現今許多物種空間分布的模

若全球暖化現象持續進行，未來將會有許多蝶

擬研究往往僅針對單一物種進行，忽略生物間

種的數量驟減，嚴重者可能走向滅絕的命運

的相互作用，使得研究結果很有可能與實際狀

(Heikkinen et al. 2010; Oliver et al. 2015)。

況有所出入 (Romo et al. 2014; 陳陽發等 2014)。

在生態系統中，每一物種都有屬於自己

臺灣的地形與氣候多變，孕育的蝴蝶舉世

的生態棲位 (ecological niche)，即適合其生存

聞名，目前雖已有5種被列為保育類，甚為保

的生態環境，在面對氣候或環境改變時，物

護寬尾鳳蝶 (Papilio maraho) 以及其唯一寄主

種會自主性調整其分布區位 (Parmesan et al.

植物臺灣檫樹 (Sassafras randaiense)，成立為

1999; Bakkenes et al. 2002)，以躲避環境帶來

「觀霧寬尾鳳蝶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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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為全球氣候變遷影響最敏感的區域之一，

蝴蝶與寄主植物調查資料乃源自林務局

相較於歐美地區，有關於氣候變遷對蝴蝶影響

跨單位物種查詢平台資料庫，目標種計有4種

的研究仍相當少見，就蝴蝶的保育工作而言，

單食性蝶種及3種寄主植物 (表1)，包括無尾

建立這些基本資訊實屬刻不容緩。有鑑於此，

白紋鳳蝶 (Papilio castor formosanus) 及白灰

本研究以臺灣本島做為研究區，於現有政府開

蝶 (Neopithecops zalmora)，對應寄主植物為石

放資料中挑選資料質量足可進行分析之單食

苓舅 (Glycosmis citrifolia)；黃蛺蝶 (Polygonia

性蝴蝶4種做為目標種，並納入其寄主植物資

c-aureum lunulata) 之寄主植物為葎草 (Humulus

料，以物種分布模式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

scandens)；波蛺蝶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SDM) 與模糊邏輯理論 (fuzzy logic) 進行空間

之寄主植物為蓖麻 (Ricinus communis) (林柏

分析與整合，評估氣候變遷對各蝶種空間分布

昌&林有義 2008；呂志堅&陳建仁 2014)。所

造成的影響，期研究結果能提供相關保育工作

蒐集的資料調查期間為1999~2007年，座標格

之參考。

式為經緯度，本研究僅保留3位小數之資料，
並統一將其轉換為1997臺灣大地基準 (Taiwan

二、材料與方法

Datum 97) 及橫麥卡托 (Transverse Mercator) 投

(一) 研究區概況

影座標系統，分帶為2個經度，後續所採用之

臺灣本島位處東北亞和東南亞交會處，東

相關環境資料也以相同參數型式儲存，網格基

接太平洋，西隔臺灣海峽與歐亞大陸相望，土

2
本運算單元設定為1×1 km ，若一個網格內有

2
地面積約36,000 km ，島內人口約2,300萬人。

同一物種重複記錄者則予剔除。

因歐亞大陸板塊及菲律賓海板塊擠壓運動，致
臺灣本島南北狹長，地形起伏變化大，多為
山地與丘陵，平原及都市用地主要集中於西部
沿海，形成東高西低的地勢，主要山脈大致

表1. 本研究分析之物種名錄與出現網格筆數
Table 1. Selected species and their number of
occurrence grids in this study

呈南北向，主要有中央、玉山、阿里山、雪

Species

山及海岸等5大山脈，其中，玉山主峰為最高

Host plants

峰 (3,952 m)；河川多發源於中央山脈，水系

Grid number

Glycosmis citrifolia a

295

濁水溪，面積最廣的為高屏溪；氣候部分，

Humulus scandens b

644

以北回歸線 (23.5°) 為界，以北屬於亞熱帶氣

Ricinus communis c

673

候區，以南則屬熱帶氣候 (圖1)，依中央氣象

Butterflies

密布，大多分布於西半部，流域長度最長的為

局 (2017) 資料顯示，年均溫約21℃，年雨量

Papilio castor formosanus a

138

季有來自西伯利亞的大陸冷高壓，以東北季風

Neopithecops zalmora a

51

為主，夏季則有來自太平洋的海洋高壓，以西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b

104

南季風為主；依林務局第4次森林資源調查報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c

256

約2,500 mm，主要集中於梅雨及颱風季節，冬

告，土地覆蓋型態以森林為主，占全島近61%
(林務局 2017)，隨海拔垂直分化，可將林相劃

a-c

the same letter indicate the correspondence of
butterfly species and its host plant species

分為高山植群、冷杉林、鐵杉及雲杉林、櫟
林、楠櫧林與榕楠林等植群帶 (蘇鴻傑 1992)。
(二) 物種資料

(三) 環境資料
環境資料為影響物種分布的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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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區地理位置圖，背景為數值高程模型 (海拔高)。
Figure 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and the background is a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altitude).

亦為本研究建構物種分布模式之預測變項，

料庫中生物氣候資料專為預測物種分布所

包含氣候、地形、地物、土壤及位置等5類。

產製，本研究共蒐集19個生物氣候圖資做

其中，氣候因子乃自Hijmans et al. (2005) 建

為變項 (參閱www.worldclim.org)。地形因子

立的全球氣候資料庫 (WorldClim database) 下

亦由WorldClim database取得數值高程模型

載，該資料庫涵蓋全球，依據1950~2000年

(digital elevation model)，利用ArcGIS 10.0軟

全球各地氣象站資料，經過內插轉換後，

體製作海拔高、坡度與坡向，並參考Gessler

2

產生最小空間尺度近1 km 的氣候網格，資

et al. (1995)、McCune & Keon (2002) 與Ev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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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的方法，分別產製代表濕度的複合地

料為基礎，採用第5階段耦合模式對比計畫

形指標 (compound topographic index) 及太陽

(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Phase

輻射強度的熱負荷指標 (heat load index)，

5) 提供的全球氣候模式 (global climate model,

共計5個變項。土壤因子取自國際土壤參考

GCM; Taylor et al. 2012)，模擬未來的氣候變

資料中心 (International Soil Reference and

遷，本研究則採用RCP 4.5與RCP 8.5情境於

Information Centre) 所開發之SoilGrids 土壤資

2061~2080年的生物氣候模擬資料，共選用17

料庫 (SoilGrids v0.5; www.soilgrids.org)，該

個GCM的模擬結果，並取算術平均數，兩種

土壤資料庫係依據全球各地所調查之土壤屬

情境可各獲得19個未來的生物氣候變項。

性及類別等資料，以機械學習理論 (machine

(五) 物種分布機率模擬

2

learning) 推導所得，空間解析力為1 km ，

各物種分布模式建立前，均先以Spearman

另由經濟部地質調查所開放資料取得地質圖

相關分析進行預測變項篩選，確保各變項的

資，共計12個變項。地物因子則依據瑞竣科

相關係數小於0.7，避免共線性問題，隨後

技公司之雲端服務平臺 (RiChi GIS Cloud) 數

逢機選取75%的資料做為訓練資料集，利用

化主要河流，並製作離河流距離圖資，另由

Phillips et al. (2006) 所開發的最大熵 (maximum

美國NASA的Land Processes Distributed Active

entropy)「Maxent 3.3.3k」，做為模擬現生與

Archive Center取得2000~2007年的MODIS衛星

未來 (2061~2080年) 物種分布之預測模式。該

影像產品「MOD17A3」與「MOD44B」，各

工具係將有限的訓練集資料，透過機械學習

別表示植被年平均淨生產力與樹木覆蓋度，同

理論建立機率分布函數，進而模擬物種的分

時從Numerical Terra dynamic Simulation Group

布，為現今最廣泛使用，也被認證過優於其他

取得同時距的「MOD16A3」，表示年均蒸發

SDM (Elith et al. 2006; Kumar & Stohlgren 2009;

散量，共計4個變項。位置因子計有經度與緯

Trisurat et al. 2011)。Maxent係應用Gibbs機率

度兩個變項，係記錄每一運算單元中心點的座

分布 (P)，推算物種在x樣點的最大可能率，基

標，最小單位為秒，累計全部預測變項共有42

本公式如下 (Phillips et al. 2006)：

項。
(四) 氣候變遷情境

P(x)=

為模擬物種在氣候變遷情境下，自主

exp(c1* f 1(x)+c2* f 2(x)+…+cm* f m(x))
(1)
Z

性調適之分布區位，本研究假設除氣候因

式中c1, c2,…cm為常數，f1, f2,…fm為預

子以外的其他環境變項不變的情況下，進一

測變項的函數，Z為標準化常數，確保P加總後

步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

等於1。各物種的分布機率運算設定，以每一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第5

物種重複運算10次，取其平均值，輸出結果設

次評估報告所發布之氣候變遷情境進行模擬。

定邏輯斯分布，使預測的值域介於0~1，愈接

氣候變遷情境採用代表濃度途徑 (representative

近1者，代表該網格的物種出現機率愈高，反

concentration pathway, RCP) 定義，其中RCP 4.5

之愈低。另將剩餘25%的物種資料做為驗證資

與RCP 8.5各表示輻射驅動力 (radiative forcing)

料集，並依接受者操作特徵 (receiver operating

-2

於1750~2100年間增加了4.5與8.5 W m ，換

characteristic) 所產生之曲線面積 (area under

言之，RCP 4.5代表未來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持

the curve, AUC)，評估模式的有效性，AUC值

平發展，RCP 8.5則顯示地球暖化現象持續攀

域介於0.5~1，當值愈高代表模式預測出來的

升 (IPCC 2013)。前述的全球氣候資料庫中，

準確性愈佳，而高於0.7以上則達優良之標準

Hijmans et al. (2005) 以1950~2000年的氣候資

(Fielding & Bell 1997; Pearce & Ferri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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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情境下之分布面積可知 (表2)，隨著暖化

(六) 蝴蝶與寄主植物擬合區位分析
運用模糊邏輯中的交集 (intersection) 運算

情勢加劇，波蛺蝶及黃蛺蝶分布面積皆有明顯

方法 (Kuncheva 2001)，進行4種蝶種與其寄主

增加，而以石苓舅為寄主植物的無尾白紋鳳蝶

植物現生與未來 (2061~2080年) 空間分布機率

及白灰蝶變化甚小 (±3%以下)。
為確切掌握氣候變遷對各蝶種空間分布的

之擬合，交集運算式如下：
(2)

影響區位，將各蝶種於現生氣候與未來兩種假

式中Coincidence為兩者之擬合值，Bufx為

設情境之分布區位進行變異點分析，結果如圖

x蝶種之空間分布機率，Host x 為其對應之x寄

3、4所示，圖中紅色部分代表限縮區位，綠色

主植物空間分布機率。Bufx∩Hostx為交集運算

則為擴張區位。由圖3、4可發現，4種蝶種在

子，即取兩者交集機率最小值，為有效並確實

兩種不同氣候變遷情境下，其變異點分布特徵

掌握各蝶種及寄主植物擬合區位，設定平均值

相似，限縮區位多集中於山脈與平原交接處，

為基準，將擬合值大於平均值1.5倍標準偏差

亦即淺山地帶且以熱帶氣候區為主要；擴張區

(standard deviation) 之像元視為擬合成功，即為

位除波蛺蝶在熱帶地區有較大的擴張範圍外，

該蝶種之分布區位，反之，則視為未擬合，予

餘大多分布於亞熱帶氣候區之山脈地形內。

Coincidence=Bufx∩Hostx=Min(Bufx, Hostx)

以現生氣候之分布網格數量以基準，分別

以排除，據此用於評估4種蝶種現生與氣候變
遷情境下物種可能受到之影響。

計算兩種變遷情境之限縮及擴張之網格數的變
化率 (表3) 可得知，不論熱帶或亞熱帶氣候，

三、結果

RCP8.5情境的限縮率均高於RCP4.5情境；而

藉由Spearman相關分析與相關係數小於

熱帶氣候區的限縮率又顯著高於亞熱帶區，由

0.7之門檻，各物種可從42項環境因子中，選

此可知隨著暖化情勢的加劇，物種空間分布遭

出22~28項做為後續SDM使用之預測變數，

受的影響也漸趨嚴重，且以熱帶地區影響較

其中不論寄主植物或蝴蝶均以坡度對於模式

大。就單一物種來看，黃蛺蝶在熱帶地區的限

的貢獻度最大 (介於35~60.49%)，其次為年

縮率達到最高 (56.2%)，在亞熱帶區的擴張率

均溫 (介於7.45~26.48%)，其餘變數則不明顯

亦為最高，顯見其適存範圍有明顯由熱帶往亞

(低於10%)，以此所建立之各物種SDM，其

熱帶推移的現象；有別於其他蝶種適存空間在

AUC介於0.93~0.97左右，其中寄主植物平均

熱帶氣候區有易遭限縮且不易擴張的情形，波

值為0.966，標準偏差為0.009；蝴蝶平均值為

蛺蝶反而可於此區擴張，卻無法北移往亞熱帶

0.955，標準偏差為0.028，模擬成效良好。藉

區擴張。

由模糊交集將各蝶種及其寄主植物空間分布機

進一步萃取各蝶種及其寄主植物之擬合區

率進行運算，結果如圖2所示，整體而言，在

位海拔高 (表4)，結果顯示各蝶種區位皆如預

不同的氣候變遷情境下，各蝶種之空間分布型

期均往高海拔移動，其影響幅度與前述擬合區

態並無明顯改變，惟略有朝向高緯度及高海拔

位數量變化 (表3) 趨勢相同，在假設情境下，

移動的趨勢。無尾白紋鳳蝶及白灰蝶之空間分

皆以RCP8.5較大；在氣候分區下，皆以熱帶

布型態類似，分布區位較為分散且廣泛於全

氣候區較大。而由影響較大的RCP8.5熱帶氣

臺，而黃蛺蝶與波蛺蝶則有明顯的群聚性，其

候區情境下來看，以黃蛺蝶上升幅度達到最大

中黃蛺蝶主要集中於北部丘陵、台地、花東縱

(65.37%)，攀升範圍約自321 m至532 m；其次

谷平原及海岸山脈周邊；波蛺蝶則主要分布於

為波蛺蝶 (48.37%)，約自248 m提升至368 m左

南部平原、花東縱谷平原及海岸山脈周邊，北

右。

部則少見。分別計算各蝶種在現生氣候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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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現生與氣候變遷情境下各蝶種之分布區位圖，(a) 白紋無尾鳳蝶、(b) 白灰蝶、(c) 黃蛺蝶及 (d)
波蛺蝶。
Figure 2. Distribution maps of each butterfly species under present and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a) P.
castor formosanu, (b) N. zalmora, (c) P. c-aureum lunulata and (d) A. ariadne pallid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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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現生與氣候變遷情境下各蝶種分布面積及變化率
Table 2. Occurrence area and change rate of 4 monophagous butterfly species under present and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Present
Species

RCP 4.5

RCP 8.5

Area (km2)

Area (km2)

Change (%)

Area (km2)

Change (%)

P. castor formosanu

2715

2796

2.98

2766

1.88

N. zalmora

1985

1998

0.65

1971

-0.71

P. c-aureum lunulata

2890

3174

9.83

3201

10.76

A. ariadne pallidior

2369

2775

17.14

2843

20.01

圖3. 氣候變遷情境 (RCP4.5)
下各蝶種分布區位的動
態變化，(a) 白紋無尾
鳳蝶、(b) 白灰蝶、(c)
黃蛺蝶及 (d) 波蛺蝶。
Figure 3. O c c u p a n c y
dynamics of 4
monophagous
butterfly species
under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 R C P 4 . 5 ) . ( a ) P.
castor formosanu,
(b) N. zalmora,
( c ) P. c - a u re u m
lunulata and (d) A.
ariadne pallid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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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氣候變遷情境 (RCP8.5) 下各蝶種分布區位的動態變化，(a) 白紋無尾鳳蝶、(b) 白灰蝶、(c) 黃
蛺蝶及 (d) 波蛺蝶。
Figure 4. Occupancy dynamics of 4 monophagous butterfly species under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RCP8.5).
(a) P. castor formosanu, (b) N. zalmora, (c) P. c-aureum lunulata and (d) A. ariadne pallidior.

氣候變遷情境下臺灣四種單食性蝴蝶之時空分布模擬

280

表3. 氣候變遷情境下各蝶種分布區位之變化率 (單位：%)
Table 3. Change rate of 4 monophagous butterfly species under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unit: %)
Tropical

Subtropical

Species
Expansion

Compression

Expansion

Compression

P. castor formosanu

2.17

24.16

2.38

13.90

N. zalmora

1.60

27.20

1.55

13.79

P. c-aureum lunulata

1.34

40.84

3.69

9.66

A. ariadne pallidior

4.81

19.01

1.33

14.29

P. castor formosanu

2.52

35.36

3.25

17.52

N. zalmora

1.96

35.76

2.19

23.43

P. c-aureum lunulata

2.11

56.20

4.98

18.85

A. ariadne pallidior

5.66

22.60

1.61

18.76

RCP 4.5

RCP 8.5

表4. 現生與氣候變遷情境下各蝶種分布區位平均海拔 (單位：m)
Table 4. Average altitude of occurrence shifts for 4 monophagous butterfly species under present and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unit: m)
Present

RCP4.5

RCP8.5

Species
Tropical

Subtropical

Tropical

Subtropical

Tropical

Subtropical

P. castor formosanu

592.27

694.68

701.11

750.53

753.84

814.37

N. zalmora

577.36

592.55

711.01

708.47

782.84

807.88

P. c-aureum lunulata

321.90

392.11

428.88

413.98

532.32

514.45

A. ariadne pallidior

248.16

430.94

316.26

495.63

368.86

594.83

四、討論
物種空間分布資訊是從事保育研究和生
態系經營的必要資訊。本研究採用氣候、地

生活史或發生週期，攸關蝴蝶族群量的維繫，
是判定蝴蝶棲地品質的根本指標 (Weiss et al.
1988)。

形、地物、土壤與位置等5類環境因子，建立4

從各蝶種空間分布型態與變化 (圖2、表2)

種單食性蝶種及其寄主植物之空間分布預測模

可發現，無尾白紋鳳蝶及白灰蝶屬於廣泛分布

式，各物種模擬準確度符合前人研究 (Fielding

型，整體分布面積變化不大，相較於群聚分布

& Bell 1997; Pearce & Ferrier 2000) 建議標準，

型的黃蛺蝶與波蛺蝶而言，該兩種蝶種對溫度

顯示該模式具備良好的預測能力，可進行後續

變異的適應性明顯較佳，本研究在國外幾篇食

研究與分析。由各物種被選入建模之變數貢獻

植性昆蟲或變溫動物 (ectothermic animals) 的研

度可以得知，坡度及年均溫是影響4種單食性

究中 (Bale et al. 2002; Calosi et al. 2008; Gaston

蝴蝶及寄主植物分布機率的主要因素，尤其多

et al. 2009) 亦發現類似的現象，這些研究皆認

變的地形造就多樣的微氣候，可使寄主或蜜源

為廣泛分布的物種相較於分布侷限的物種，牠

植物產生結構或物候上的差異，也會影響蝴蝶

們在生理上對溫度通常具有較大耐受範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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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應不致遭受滅絕。

及表3) 來看，除波蛺蝶外，其他蝶種皆有由熱
帶氣候區往亞熱帶地區推移的趨勢，究其原因

五、結論

可能是因熱帶地區終年處於相對穩定的氣候條

本研究運用SDM模擬臺灣4種單食性蝴蝶

件，間接使該區物種對於氣候異常的調適能力

及其寄主植物在氣候變遷情境下之空間分布，

降低，因此，易受到暖化的衝擊 (Deutsch et al.

並以模糊邏輯運算整合空間資訊，進而評估受

2008; Watson et al. 2013)。相較於其他蝶種，波

氣候變遷的影響。研究成果可獲得以下重點結

蛺蝶之動態較為特殊，即在熱帶氣候區擴張趨

論：一、以全臺而言，各蝶種空間分布均朝向

勢明顯大於緯度較高的亞熱帶區，族群往北遷

高緯度或高海拔方向推移，不致滅絕；二、以

移遭受限制，而其唯一寄主植物「蓖麻」在臺

氣候區來看，黃蛺蝶在熱帶氣候區之限縮率及

灣屬廣泛種，但實際上波蛺蝶卻少見於北部，

海拔上升幅度均屬最高，未來遭受區域滅絕的

顯見其北移限制並非寄主植物，應有其他未知

可能性相對提升。儘管氣候變遷對生物的影響

的環境因子 (林柏昌&林有義 2008)，在本研究

不單單僅有空間分布上的改變，尚包生物生

的假設情境下，波蛺蝶往高緯度移動的機率仍

理、生物物候、行為模式等，然本研究就空間

未因氣候變遷影響而有顯著提升，值得進一步

分布變化進行模擬分析，應可先行找出必須優

關注。

先列為保護的可能受威脅物種，未來可再針對

在熱帶氣候區，黃蛺蝶有高比例的分布

該些目標種進行更深入的調查與監測或制訂因

區位遭到限縮，經檢視本研究所模擬葎草之空

應策略，以本研究結果為例，建議可於黃蛺蝶

間分布，發現葎草在該氣候區並未因氣候變遷

遭受壓縮的潛在區位進行該蝶種與其寄主植物

有明顯的改變，由此可知，暖化應是導致黃蛺

族群量的長期監測，藉以瞭解兩者間的相互關

蝶空間分布限縮的主因，此結果反映出，原就

係與變化趨勢，另嘗試在可能擴張區位建構生

少見於南臺灣的黃蛺蝶，僅存的少數適存空間

態廊道，提升棲地連結性，抑或進行棲地營造

可能又因氣候變遷受到壓縮，致使在熱帶地區

或改善計畫，維持其族群量，以降低氣候變遷

發生區域滅絕 (local extinction) 的機會明顯會

對其所帶來得衝擊。

比其他蝶種高出許多，未來可能與北美洲的愛
得薩蛺蝶 (Euphydras editha) 面臨相同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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