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上最早的昆蟲出現在 4 億年前，

時至今日，昆蟲已是地球上最能適應環

境、分布最廣且種類最多的生物，不論是

沙漠、極地、海水中、油田裡，甚至高山

地帶的冰雪上，幾乎皂可見昆蟲的蹤跡。

假如地球到了末日，當惡劣的環境變化，

消滅大部分物種時（包括人類），或許昆

蟲還能倖存，因為牠們不僅種類、數量繁

多，還具有強韌且奇妙的生命力。

無論是春暖花開時展翅飛舞的蝴蝶、

辛勤採蜜的蜜蜂；炎炎夏日時唧唧的蟬

嘶、點著小燈的螢火蟲、就著月色唱情歌

的紡織娘……，這些每天跟我們生活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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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綧恒隆

▲

李淳陽希望人類敞開胸懷，換個角度看待昆蟲，用大愛作為思考的原動力。（鄭恒隆攝）

一個地球的昆蟲，也有智能、也會思

考、更會猜忌、忌妒、情殺、甚至發脾

氣，有些昆蟲還是建築專家、狩獵高

手、偽裝老千。

昆蟲專家李淳陽神采奕奕地講述一

般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昆蟲世

界；「熟悉」，是因為這些昆蟲幾乎無

所不在；「陌生」，則是未曾正視牠們

的存在，更遑論瞭解牠們的心智。

翻開一幀幀昆蟲攝影圖片，李淳陽

指著「偽裝大師」蚜獅表示：「昆蟲的

世界，跟人類的世界有點相似；真真假

假、虛虛實實，像蚜獅的幼蟲，會就地

取材把雜物堆在身上，讓自己看起來像

一堆會移動的垃圾，這種『隱身』、



本先生，介紹他們讀法國昆蟲學家法布爾（Jean Henri Fabre， 1823~1915）的名

著《昆蟲記》（Souvenirs Entomologiques），書中形形色色的昆蟲行為，讓他感到

好奇。

李淳陽表示，讀中學時，常有各種不同的昆蟲，圍繞著自家二樓陽台外的燈，

不停的飛撲、爭相投入燈罩中，一旦飛螹去後，唯一的結果就是被高溫的燈泡燙

死，「當時我的想法是，『飛蛾撲火』，真是愚蠢的本能行為。」

1941年考入東京農業大學農學科，兩年後返台，螹入日治時期的「總督府農業

試驗所應用動物系」工作，當時農試所原則上不錄用台灣人，因為日本人認為台灣

人一心只想賺錢，大多選擇當醫生或律師，不適合做研究工作。李淳陽意外被錄

取，原本主修植物病理的他，卻被要求作害蟲研究工作。

「當時我仔細觀察誘蛾燈，發現即使是同一種昆蟲，在同一時間、地點，有的會

飛向誘蛾燈，有的不會，在這種『趨光行為』上，為什麼會有差異呢？」李淳陽強

調，人們創造出「飛蛾撲火」的成語，大致上是認為昆蟲沒有頭腦，牠們的行為皂

是照著「本能」的命令在螹行，透過親自觀察，李淳陽完全不同意人們長期以來對

昆蟲「本能的奴隸」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

戰後，任職農試所，從事農業害蟲和農藥的相關研究。 1954年起在美國《經濟

昆蟲學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Entomology）發表多篇研究論文。 1961年以

「安特靈農藥的滲透移行性」之研究，獲「東京農業大學」農學博士學位，同年，美

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宣佈禁用安特靈農藥。

有段時期，他在朋友引介下，幫外國化學製藥公司拍攝廣告短片，有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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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裝』的技倆，常能成功地靠近獵物或

騙過獵食者。」

當世界各國皂致力於發展防衛性武器

的同時，昆蟲也有各種不同的防衛方式，

像鳳蝶的幼蟲就會用毒氣來嚇退敵人；牠

的頭部有叉狀構造，稱為「臭角」，可以

釋放出惡臭氣體，不使用的時候，還可以

縮回體內，堪稱設備精良。另一種象鼻蟲

更省事，遇到獵食者，乾脆掉到地上、六

腳朝天「裝死」，等危機解除了再翻身離

開。

飛蛾撲火引發好奇

透過李淳陽精闢的解說，讓人不由得

打開另一扇心窗；一扇因長期忽視而未曾

開啟的昆蟲之窗。那麼，眼前這位 84 歲

的長者，又是什麼樣的機緣讓他開始展開

為昆蟲心智解碼的旅程呢？

李淳陽， 1922 年生於嘉義，父親李

已勤奮、有遠見，成為嘉南地區的大地

主， 9 歲時，父親送他一套簡易的照相器

材，培養他對攝影的濃厚興趣，中學五年

級時，父親甚至花 2 7 0 元買了一台

Minolta 相機給他，當時教師的月薪不過

30元，除了攝影外，中學二年級的導師松

▲

▲

李淳陽（右一）1940年與同學第一次攀登玉山主峰。（鄭恒隆翻拍）

李淳陽的父親（右）在他9歲時送他一套簡易的照相器材，培養他對攝影的濃厚興趣，這張父子

合影攝於1940年。（鄭恒隆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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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 8 年的拍攝期間，大兒子服役、

留學，女兒出嫁，兩個小兒子和李太太成

了臨時助手，對昆蟲不感興趣，也沒攝影

經驗的李太太，卻不得不時時刻刻面對焦

慮煩躁的丈夫，有時還會遭到不客氣的責

罵，由於體諒丈夫的壓力，只好忍氣吞

聲。回想當時身心所承受的煎熬，李太太

只是淡淡地說：「拍這種影片，實在是真

艱苦。」

回首那段歲月，李淳陽略有所思地表

示：「做昆蟲行為研究和拍攝影片，本來

就是件既耗時又辛苦的工作，而且沒有任

何方便捷徑，只有靠持續不斷的努力、勤

奮的在野外睜大眼睛、保持靈敏的頭腦、

再加上一點運氣，才能有所發現和拍攝到

好畫面。除此之外，還必須抱持所有生物

皂是平等的認知，而且在某些精神層面

上，其他動物也跟人類非常相像。」

花了 8 年時間，耗盡家中所有積蓄，

李淳陽自費拍攝台灣第一部昆蟲生態紀錄

片終於大功告成，總共拍了 300 多捲底

片，精挑細選剪輯出來的成品，總長度卻

還不到兩小時，影片定名為：「你看不見

的鄰居」（Your Hidden Neighbours）。

1975 年，他把影片寄給「英國廣播

公司」（BBC），英國廣播公司因其影片水

準極高，專程來台採訪報導。隔年 1 月，

BBC選在週日黃金時段播出「李博士的昆

蟲世界」（The Insect World of Dr. Lee）

電視專輯，不僅在國際間獲得極大迴響，

在國內也引起極大震撼。

這個時期的台灣，正遭遇一連串的嚴

重打擊；退出聯合國、與各國斷絕邦交…，

國際局勢極為不利，尤其長久以來，國外媒

體對台灣的報導多趨於負面或嚴厲批評，卻

在此時，從謎遠的英國傳來這大快人心的好

消息，國內媒體也刮起一股報導熱潮，李淳

陽應邀到各地演講，放映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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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戲院看到迪士尼公司所拍攝的自然

科學紀錄片「沙漠奇觀」，讓他非常震

撼，「貧瘠沙漠中皂有這麼奇妙的生

物，和我朝夕相處的昆蟲一定也藏有令

人驚奇的世界。」

1968 年，李淳陽決定拍一部「真正

有意義的昆蟲影片」，他照著最理想的標

準擬定出 230種昆蟲，然而，摒除電影的

拍攝專業知識及設備不說，單是一捲 2 分

45 秒的底片，就要 2000 多元，拍好後寄

到國外沖洗的費用和郵資，也差不多是同

樣的花費，以他當時的月薪，只夠拍兩三

捲底片，他仍然不顧一切，朝理想邁步。

對李淳陽來說，昆蟲影片是他研究生

涯與夢想的交會點，每一吋影片的構圖、

光線，皂要符合美感要求，稍有不滿意就

反覆重拍。為了捕捉精采鏡頭，甚至親手

設計「接寫鏡頭」，日本廠商不符規格的

部分，他還親自動手修改，這個特殊的鏡

頭，讓知名光學儀器廠「德國蔡司」來台

代表嘆為觀止。這種要求絕對完美的工作

態度，讓協助拍攝的助理與家人備感壓

力、吃盡苦頭。

苦命攝影助理

早期，除了跟隨他多年的研究助理洪

文堯外，李淳陽的家人也輪番上陣；當時

大兒子就讀台大農學院，學校剛好就在住

家旁邊，充當父親的助手時，聽到上課鐘

響，再蔥步到教室還來得及；拍攝黑點捲

葉象鼻蟲（Paroplapoderus  Pardaloides）

製作「育嬰搖籃」影片時，就讀台中中原

大學的二兒子，星期假日回台北，就和父

親日夜輪流守候；即連從小害怕毛毛蟲的

女兒，看到毛毛蟲一再「違逆」父親的指

揮，老是爬出鏡頭外，看著火冒三丈的父

親，女兒乾脆伸手把毛毛蟲抓起來放到定

位，讓父親順利拍攝。

▲

對昆蟲不感興趣，也沒攝影經驗

的李太太（右），是李淳陽拍昆

蟲影片時的好助手。（鄭恒隆翻

拍）

▲ 這隻鳳蝶的幼蟲頭部有叉狀的構

造，稱為「臭角」，可以釋放出惡臭

氣體，嚇退敵人。（李淳陽攝／遠

流出版公司提供）



式太偏向以人為本位，人類的思考方式

真的能追求到真相嗎？別忘了，蘇格拉

底曾經說：他不能真正『知道』任何事

情。」

他決心揭開這個界乎科學與哲學之

間 的 謎 底 ， 並 以 黃 面 泥 壺 蜂

（Anterhynchium flavomarginatum）

（以下簡稱黃面蜂），作為實驗對象，李

淳陽最想瞭解的是：黃面蜂靠「本能」

可以做出很多事，但是，牠到底有沒有

「智能」？會不會「算數」？遇到意外

狀況時，會不會「思考」應變？

聰明的黃面蜂

為了觀察黃面蜂會不會算數，李淳

陽試著將黃面蜂儲存在育嬰室內的 10

隻捲葉蟲，暗中拿走 8 隻，「牠們會發

現蟲被偷走並補充存量嗎？」據李淳陽

的觀察，當黃面蜂回巢發現捲葉蟲短少

1977 年，李淳陽把影片重新剪接，

取名為：「The Hidden Events」，獲美國

攝影協會第 48 屆「國際電影節」專業組

首獎，這是台灣首度在國際上獲此殊榮的

自然生態電影。 1979 年，新聞局製作

「李淳陽的昆蟲世界」一片，獲得「亞洲

影展最佳自然界紀錄片獎」、西雅圖第二

屆「國際黑鯨影展」佳作獎， 1981 年李

淳陽出版《昆蟲世界奇觀》，是台灣早期

難得一見的昆蟲生態圖文書著作。

昆蟲會思考嗎？

儘管因昆蟲紀錄片享譽國際，李淳陽

內心深處，卻有個未解的謎；多年拍攝昆

蟲的過程中，常對昆蟲的種種奇特行為感

到驚癬、震驚，根據他長期觀察，象鼻蟲

生來就會折捲葉子，不必別的象鼻蟲教

導，這或許可以說是牠們的「本能」，可

是，在製作的過程中，牠們會因不同的狀

況，做出不同的調整，而且不同種類的象

鼻蟲製作「育嬰搖籃」時，在某些階段會

有顯著的差異，並不完全是很機器化的反

應動作而已。

「這難道不就是代表著牠們可能也像

人一樣，有『思考』能力嗎？」李淳陽反

覆思索著。儘管著名的昆蟲學家法布爾在

其著作《昆蟲記》中提及：「昆蟲的本能

有很愚蠢的一面。」但是任職農試所， 40

幾年的深入觀察、研究、拍攝昆蟲， 60

歲的李淳陽再也無法同意「本能說」。

「『本能』這個詞，本來就很難解釋，

對人類來說，有很多事情需要別人的教

導，再反覆練習，然後才學會做某樣事

情，而昆蟲卻不需指導，天生就能做出各

種行為，例如蜜蜂築蜂巢、象鼻蟲製作育

嬰搖籃。」

但是這又引發另一種質疑：本能是誰

教出來的呢？李淳陽認為：「這種思考方

時，大多會感到「震驚」；有一隻回巢

時在育嬰室前急急停住，觸鬚快速擺動

又快速停止，把僅剩的捲葉蟲翻上翻

下，好像在檢查什麼似的；另一隻也同

感震驚，檢查完後，在入口處擺出典型

的警戒姿勢，一直到日幕低垂。

「我反覆思考：牠是否瞭解發生什

麼事情呢？數目變少時，會『加班』多

捉幾隻補充損失嗎？」李淳陽對四隻黃

面蜂測試五次後發現：沒有一隻黃面蜂

會補充損失的數目。

那麼牠們會加法嗎？李淳陽確定黃

面蜂每個育嬰室儲存的捲葉蟲數量約 15

隻後，當黃面蜂捉到第 5 隻時，偷偷放

入 10隻捲葉蟲，牠們會接受這些「天上

掉下來的禮物」嗎？經多次測試，居然

沒有一隻黃面蜂接收這份來路不明的

「禮物」，仍然繼續儲存足夠的數量，造

成封口時，育嬰室幾乎擠爆。

「剛開始我有點失望，牠們為什麼

不懂得趁機休息，放鬆一下呢，後來重

新思考後發現，假如我的銀行存款突然

有筆來路不明的入帳，我會因此心存感

激，大肆享樂嗎？我想大多數的人不會

這麼天真，所以怎能說黃面蜂不聰明

呢。」

▲

已 84 歲高齡的昆蟲專家李淳陽，神采奕奕地講述一般

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昆蟲世界。（鄭恒隆攝）

▲ 17歲時與妹妹（左）合影。（鄭恒隆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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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意識的憂慮呢？事實上，牠們捕獵回巢

時，經常會遇到其他昆蟲破壞牠們的巢，

或搬走巢中的卵，因此，李淳陽認為牠們

的「homing」應該屬於有意識的行為。

求婚與情殺

在人類的感情世界裡，有各種「求愛

花招」，也會「因愛生妒」甚至「玉石俱

焚」，其實在昆蟲的感情世界裡，也經常

上演各種愛恨情仇的戲碼。

有 一 種 紐 西 蘭 舞 蠅 （ H i l a r a

maura），在求偶行為中，雄蠅會贈送禮物

給雌蠅；通常是包在絲球內或泡沫球內的

小昆蟲，例如蚊、蚋等。這些雄蠅的前腳

有特殊的絲腺，能夠吐絲，細心「包裝」

禮物。當雌蠅匆忙拆開包裝吃禮物時，雄

蠅就把握機會螹行交配。

「這種送禮的用意，可能是要使雌蠅

分心，以達到交配的目的。」李淳陽頑皮

地告誡：「所以，還是不要隨便吃別人的

東西比較好！」有趣的是，有些雄蠅看到

雌蠅不小心掉落的禮物時，還會撿起來，

再向其他雌蠅求愛。

但是，並非所有的雄蠅皂是謙謙君

子，會老實送禮物，根據野外觀察，有些

雄蠅會撿小葉片或花瓣，冒充小昆蟲，包

裹細絲後送給雌蠅，當雌蠅發現上當時，

雄蠅早已得逞。

有些昆蟲的「獨佔慾」相當強，不少

種類的雄蝶，在結束交配後，會分泌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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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腸掛肚的母親

或許有人會質疑：昆蟲會不會思考，

跟人類有什麼關係？李淳陽表示：「很多

人一看到昆蟲，會立刻踩死牠；若換個角

度，如果昆蟲也會思考、也有心靈的話，

牠這時可能正要趕回家看牠的寶貝孩子，

那你怎麼還會忍心傷害牠呢？」

李淳陽為了實驗黃面蜂是否會像鴿子

一樣返巢，特地將三隻黃面蜂分別帶到不

等距離的地方野放，其中兩隻幾小時後就

返巢，第三隻野放時，突然下起大雷雨，

原本以為凶多吉少，但隔天牠竟然拖著疲

累的身心返巢，「這隻疲累的媽媽，被帶

到完全陌生的環境，又突然遭受大雷雨襲

擊，飢寒交迫下，仍堅持回到牠那有著

『寶貝卵』的巢，如果不是有堅定的

『愛』，絕對做不到。」

根據他的觀察，不少種類的黃面蜂有

一種共同的習性，英文稱為「homing」；

牠們在外面捕獵時，會忽然轉而飛回巢裡

探視一番，「黃面蜂忙於捕獵時，到底巢

中會有什麼事讓牠這麼掛念呢？」李淳陽

強調：「孩童時期，我也有這種『homing』

的習慣，在外面和同伴玩得很開心，突然

會想起母親，擔心有偏頭痛毛病的母親在

家裡是否安然無事？便會立刻蔥回家探

視，直到確定母親平安無事，才會出門繼

續和同伴玩耍。」

如果這是李淳陽個人下意識擔心母親

安危的舉動，那麼，黃面蜂是否也有這種

▲ 蚜獅的幼蟲，會就地取材把雜物堆在身上，讓自己看起來像

一堆會移動的垃圾。（李淳陽攝／遠流出版公司提供）

▲ 象鼻蟲有個親暱的外號「搖籃蟲」，

牠們生來就會折捲葉子製作「育嬰

搖籃」，不必別的象鼻蟲教導。（李

淳陽攝／遠流出版公司提供）

▲

大自然的奧秘，總有人類尚未窮盡之處，但是「愛」卻能跨

越物種的藩籬，帶領我們探索生命的真諦。（鄭恒隆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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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角度用愛思考

「對比思考」的多樣性，讓人類在思

考過程中產生很多變化，但李淳陽強調，

這種思考方式，本身可能就有錯誤，甚至

根本不存在。例如，「有」與「無」的對

比，使事物明確，但很多情況下，我們並

不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無」；例如某人

口袋裡沒有鈔票，但不能因此說他一文不

值，「相對的，如果無法真正證明昆蟲不

會思考，又怎麼能斷定牠們一定『沒有』

思考能力呢？人類習慣『以人為本位』的

思考方式，真的能夠完美的追求到真相

嗎？」

與昆蟲相處超過一甲子的李淳陽，將

20幾年來對昆蟲心智研究所得寫成《李淳

陽昆蟲記》，在書中提出將「尋求對比思

考的頭腦」放置一旁，換成「用愛去思

考」。李淳陽強調，想要在大自然中，畫

一條絕對的界線來區分一切事物，何者屬

這邊，何者屬那邊，是非常困難的，大自

然的奧秘，總有人類尚未窮盡之處，但是

「愛」卻能跨越物種的藩籬，帶領我們探

索生命的真諦。

李淳陽希望人類敞開胸懷，換個角度

看待昆蟲這種「六腳足」的朋友；當心靈

和心靈擁抱時，時間和距離就消失不存

在，如果用大愛作為思考的原動力，生命

將會更加特別與多采。

黏性物質，包住雌蝶的性器官，防止雌蝶再和其他雄蝶燕

好，由此看來，「貞操帶」並非羅馬士兵首創。

那麼，昆蟲會情殺嗎？從這張照片就可以看出端倪；交

配中的螳螂，在上方的雄螳螂頭不見了，原來是被母螳螂吃

螹肚子裡了。李淳陽解釋：「昆蟲的神經系統和大部分的動

物不一樣，牠們的身體各節內，皂有半獨立的神經球，控制

著生長在該體節的器官，頭部控制著各體節的神經球，但各

神經球也可以獨立活動。」這也說明了，何以雄螳螂頭沒有

了，卻仍然可以繼續螹行交配動作。

那麼，雌螳螂為何要咬掉雄螳螂的頭呢？李淳陽曾經親

眼目睹，一隻雌螳螂把交配中的雄螳螂吃到只剩六隻腳，

「我認為，一般螳螂好像永遠吃不飽似的，因此，當雄螳螂在

母螳螂背上時，可能有些母螳螂不太清楚雄螳螂到底在做什

麼，可是看起來好像很好吃的樣子，可能就這樣，雄螳螂便

一命嗚呼了。」

儘管這樣的說法，難免被批評為「用擬人法說明」，但李

淳陽認為，有些動物的行為，實質上和人類的行為一樣，有

些人之所以會對「擬人法」提出批評，其實只是人類自我誇

耀的一種表現而已。

▲

▲

交配中的螳螂，在上方的雄螳螂頭不見了，原來是被母螳螂

吃螹肚子裡了。（李淳陽攝／遠流出版公司提供）

根據李淳陽的觀察，不少種類的黃面蜂有一種共同的習性；

牠們在外面捕獵時，會忽然轉而飛回巢裡探視一番。

（李淳陽攝／遠流出版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