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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彩虹鍬的寶寶手冊 

 

摘要 

我們對甲蟲很有興趣，為了瞭解生長環境對彩虹鍬形蟲寶寶的影響，決定

一起認養九隻彩虹鍬寶寶，其中三隻住在木屑中，三隻住在木屑加溫控中，三

隻住在菌絲加溫控中，想知道木屑和菌絲環境對彩虹鍬生長的影響，還有溫控

對彩虹鍬寶寶生長的影響。在飼養的過程中我們開始思考繪製彩虹鍬寶寶公蟲

和母蟲的生長曲線，在每個月的換土時為牠們紀錄身長和體重，看看公蟲和母

蟲的生長曲線有什麼不同。我們也想知道幼蟲結蛹前大小與成蟲大小的關係，

看看是否能由幼蟲結蛹前的身長預測成蟲的身長，或者由幼蟲結蛹前的體重預

測成蟲的體重呢？另外，我們在查閱資料時也發現彩虹鍬是澳洲的外來種，引

發了想知道外來種對本土生態影響的好奇心。在經過八個月的飼養過程中發現

了下面四項結論：（一）飼養環境（木屑、木屑加溫控、菌絲加溫控）在本研

究中看不出明顯差異。（二）彩虹鍬寶寶在身長和體重的生長上，公蟲平均比

母蟲大，但仍有少數的個體差異。（三）彩虹鍬寶寶幼蟲到成蟲的過程中，身

長和體重都會縮小，身長約只剩幼蟲期的 1/2，體重剩下幼蟲期的 1/4 左右而

已。（四）彩虹鍬為外來種，不可任意野放破壞本土物種的生態平衡。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我們很喜歡甲蟲，之前飼養過獨角先和鍬形蟲，每次到郊外的樹林中，我們

都喜歡尋找甲蟲的蹤跡，無論是白白軟軟的雞母蟲，還是雄壯威武的成蟲，每隻

都很特別。剛好朋友飼養的彩虹鍬形蟲生下 53 顆卵，想分送給我們，這次我們

決定細心的飼養觀察，希望能瞭解彩虹鍬寶寶的生活。 

 

為了瞭解生長環境對彩虹鍬寶寶的影響，我們決定一人認養三隻彩虹鍬寶

寶，一隻住在木屑中，一隻住在木屑加溫控中，一隻住在菌絲加溫控中，三個人

共養了 9 隻彩虹鍬寶寶，想知道木屑和菌絲環境對彩虹鍬生長的影響，也想知道

溫控對彩虹鍬寶寶生長的影響。在飼養的過程中我們定期觀察紀錄，也學習用電

腦軟體畫出彩虹鍬的生長曲線。 

 

當我們還是寶寶的時候都有自己的寶寶手冊，上面記錄了寶寶時期的身高和

體重，寶寶手冊上畫著生長曲線的常模，每次回門診接受疫苗時醫生都會為我們

測量，讓我們知道自己是否落在正常的生長曲線上，寶寶手冊為男生和女生製作

了不同的常模，還有許多照顧寶寶的知識，告訴我們如何為寶寶營造最好的生長

環境，爸媽說他們當時就是看著這本寶寶手冊把我們養大的。我們也開始思考飼

養這些彩虹鍬寶寶時，也可以為公蟲和母蟲畫出生長曲線，在每個月的換土時為

牠們紀錄身長和體重，看看公蟲和母蟲的生長有什麼不同，並找出最適合牠們生

長的環境。 

 

彩虹鍬的成蟲受到堅硬外骨骼限制，所以不管如何飼養都不會長大，成蟲的

大小取決於可蛻皮成長的幼蟲時期（王派鋒、呂建興、高瑞卿，2018）。也就是

說彩虹鍬寶寶只在幼蟲時期長大，成蟲後就不再長大，身長和體重也固定不會增

加了，因此我們想知道幼蟲結蛹前大小與成蟲大小的關係，看看能否由幼蟲結蛹

前的身長預測成蟲的身長，或者由幼蟲結蛹前的體重預測成蟲的體重呢？另外，

在查閱資料時也發現彩虹鍬是澳洲的外來種，引發了我們想知道外來種對本土生

態影響的好奇心。 



在記錄幼蟲的身長時，我們發現幼蟲的身

體成捲曲狀，不容易測量，想到胎兒時期也有

不易測量的困難，醫生是先照下胎兒的影像，

再運用電腦軟體量出大腿骨的長度，這讓我思

考尋找測量幼蟲身長軟體的可行性。在研究中

我們統一稱彩虹鍬的幼蟲時期為彩虹鍬寶

寶，有了初步的構想我們三位志同道合的同

學，決定開始這次的獨立研究- 

彩虹鍬的寶寶手冊。 

 

二、研究問題 

（一） 不同生長環境（木屑、木屑加溫控、菌絲加溫控）對彩虹鍬寶寶大小（身

長、體重）的影響為何？ 

（二） 彩虹鍬寶寶公蟲和母蟲的生長大小（身長、體重）有何不同？ 

（三） 彩虹鍬寶寶大小（身長、體重）與成蟲大小（身長、體重）的關係？ 

（四） 外來種彩虹鍬對本土生態可能造成的影響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彩虹鍬的介紹 

（一）彩虹鍬的外觀 

    彩虹鍬形蟲身上的部位可大概分為頭部、胸部、腹部，頭部的大顎很發達，

有兩根觸角、一對複眼和口器；胸部有鞘翅，又叫翅鞘，就像劍的劍鞘一樣可以

保護身體，飛行時幫助維持平衡；腹部有繁殖的重要器官；腳分為前腳、中腳和

後腳（少年牛頓編輯部，2019）。 

研究者討論照片 



 

 

 

 

 

 

 

 

 

 

 

 

 

（二）彩虹鍬的棲息地 

彩虹鍬的原棲息在南半球澳洲，1885 年在昆士蘭的雨林間發現，目前還沒

被評入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但卻是澳洲保育類甲蟲，現在市面

流通的彩虹鍬形蟲是累代不可考的人工飼育品。 

 

 

 

 

 

 

 

（三）彩虹鍬的一生 

彩虹鍬是完全變態的昆蟲，會經歷卵、幼蟲、蛹、成蟲四個階段，屬於

完全變態的昆蟲，各個階段的特色如下圖。彩虹鍬母的成蟲產卵大約十到十四

研究者手繪圖-彩虹鍬的外觀 

研究者標示彩虹鍬棲息地圖 



天會孵化，孵化出的蟲稱為一齡幼蟲，體色偏透明，每蛻一次皮就增加一個齡

期，二齡到三齡期，體色為白色，總共到化蛹前會蛻皮三次。三齡末期到前蛹

期體色慢慢轉黃，並開始建立蛹室，之後身體便不再大幅度移動，進入前蛹期。

過一段時間，身體蛻去前蛹的皮，體色從透明轉為白色，最後形成一個米黃色

的蛹。在蛹期過程中，蟲通常靜止不動，而蟲體內會分解再重新組合，直到最

後一次蛻皮，羽化成蟲。羽化後，成蟲還會有一段蟄伏期，待翅膀變乾，身體

表面顏色固定後才會鑽出地面開始活動。 

 

 

彩虹鍬在寶寶階段身體會分泌抑制變成蟲的「青春激素」，以及控制蛻皮的

「蛻皮激素」，彩虹鍬寶寶吃個不停，逐漸長大表皮越來越緊繃，這時會大量分

泌「蛻皮激素」開始蛻皮，讓身體有空間長得更大，但同時有青春激素的抑制，

所以還不會變為成蟲。等到經過了三次蛻皮之後青春激素停止分泌，蛻皮激素又

大量分泌時，彩虹鍬會開始結蛹慢慢變身，又經過兩次的蛻皮後才會變為成蟲。

研究者手繪圖-彩虹鍬的一生 



所以彩虹鍬由寶寶變為成蟲是由「青春激素」和「蛻皮激素」兩種荷爾蒙所控制

的（李世榮，2019）。 

 

（四）彩虹鍬幼蟲與成蟲的外觀 

彩虹鍬是完全變態的昆蟲，牠的幼蟲與成蟲已經完全不一樣，以下是寶寶幼

蟲和成蟲外觀的形狀和特色比較表，其中的幼蟲階段就是我們研究的寶寶時期。 

 寶寶（幼蟲） 成蟲 

     

 

外觀形狀 身體外觀是一節一節的，特別

是腹部末端三節急縮為細尖

狀。 

頭楯很小，前胸背板圓而高，呈

現霧狀，後半部側緣則是鋸齒

狀。 

外觀顏色 身體前端橘色的頭部上可看見

小小的大顎，兩側有橘色的氣

孔，身體常捲曲像 C 字形。顏

色會隨著慢慢長大從透明變成 

偏白色，結蛹前的幼蟲身體轉

為偏黃色。 

頭部和身體（翅鞘）一樣具有多

彩金屬閃亮光澤，在光線照射下

會出現紅色、綠色、藍色等不同

顏色與光澤變化，所以它有一個

「最美麗鍬形蟲」的稱號（安達

瘋之 2017 蟲藝復興，2013）。 

（五）彩虹鍬公蟲與母蟲的辨別 

彩虹鍬幼蟲的性別不容易判斷，大部分從幼蟲頭部的頭寬區分，頭部比較寬

的是公蟲，較窄的是母蟲，但還是有個體差異，通常要三齡蟲才稍微可以辨別，

但仍不準確。至於成蟲的公蟲身長約 24-70mm，大顎像象牙，往前有弧度的向

上延伸，底部有一大型的上齒突，末端再分叉為剪刀狀；母蟲的身長約 23-46mm，

前胸背板中央以及鞘翅上都有縱向而十分明顯的刻點。 

 

 

 



二、彩虹鍬的飼養環境 

（一）彩虹鍬的幼蟲與成蟲的飼養環境 

 

 

 

 

 

寶寶（幼蟲） 成蟲 

  

飼養溫度 18-24℃ 24-30℃ 

飼育方式 1. 把二次發酵的木屑放到飼

養瓶，噴一些水濕潤後壓

緊，再把幼蟲放進瓶子裡，

放在通風陰涼的地方，不可

以曬到太陽，大約 2 個月再

換新的木屑。也可使用菌絲

瓶飼養。 

2. 等到幼蟲顏色變黃，代表即

將化蛹，不需要再換木屑。 

3. 彩虹鍬在化蛹到羽化的過

程中，要避免干擾牠們，不

然容易因為羽化不全造成

畸形或死亡。 

1. 選擇適合的容器，放入木屑

或水苔，再放入讓鍬形蟲攀

爬的樹枝，噴水濕潤，放進

果凍或水分多的水果當食

物。 

2. 每 2~3 天更換食物並灑水，

要保持環境潮溼，不然容易

死亡。 

3. 雖然彩虹鍬形蟲公蟲的夾擊

力不強，但建議公蟲和母蟲

分開飼養。 

（二） 彩虹鍬寶寶的木屑環境和菌絲環境 

1. 木屑環境： 

自然界中彩虹鍬幼蟲是生活於朽木中，所以牠的食物就是腐木。在

人工飼育的環境中，通常使用發酵木屑飼養，木屑瓶的木屑要壓緊實，

仿造野外腐木的環境讓幼蟲啃食，訓練大顎的力量，上層再鋪放生木屑。 

 



木屑發酵次數可分為：生木屑，也就是沒有發酵過的木屑，通常鋪

於木屑上方，可隔絕木蚋進入木屑中；初次發酵木屑，是生木屑經過一

次發酵產生，發酵後顏色較深；二次發酵木屑：適合一齡和二齡的鍬形

蟲幼蟲使用，營養成份適中好吸收；多次發酵木屑：又稱為熟木屑，營

養成份很高，適合二齡末及三齡的鍬形蟲幼蟲使用。 

 

2. 菌絲環境： 

網路上曾經看到日本人看野外鍬形蟲都吃「長過香菇的木頭」長大，

於是把鍬幼蟲放進菌瓶養養看，結果長出來的鍬形蟲更大隻，幼蟲期也

更短，似乎用菌瓶養彩虹鍬好像也是另一個可行的方法。幼蟲在二齡初

期最適合換菌絲瓶，因為一齡幼蟲太小可能被菌分解，三齡幼蟲可能難

以適應新環境。在溫控方面，使用菌瓶養幼蟲必須控制溫度低於 25 度，

才能讓菌絲維持在幼蟲適合生長的環境中。 

 

養幼蟲的菌瓶要走完菌才可使用，走菌過程中，菌絲會佈滿整菌瓶，

當外表走完菌還必須再等一週，確定菌瓶內部也走菌完成才可飼養幼

蟲，因為走菌過程會產生熱氣，這時放入幼蟲可能因為溫度過高造成幼

蟲死亡。菌瓶在飼養過程中若發菇，也就是長出子實體，只要將菇拔除

就可，拔下來的菇還可以吃，我們也有試著養菇瞭解真菌生長的走菌和

發菇。  

 

三、鍬形蟲的生態保育 

 

現代大量的交易與遠距離的運輸，許多物種因此被夾帶；到自身能力無法

到達的新環境裡，成為外來種（許嘉恩，2011）。彩虹鍬形蟲原產於澳洲，美麗

的光澤顏色引人注目，搭上甲蟲飼養風潮後被陸續引進其他國家，成為非當地的

外來種。 

 

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人工大量飼養野放的個體也造成族群生物多樣化的

消失。加上國外引進飼養的各種甲蟲，隨處可見長頸鹿鋸鍬形蟲和巴拉望大扁鍬



形蟲，鍬形蟲個體大、存活率較高，在族群成長上可能屬於優勢族群，一旦野放

又能適應台灣的環境時，台灣原生物種的生活空間將被大大的減縮，可能造成物

種滅絕（黃文伯，2008）。 

 

近年來至少有四種外來種鍬形蟲和兜蟲在野外被捕獲，其中菲律賓肥角鍬

形蟲（Aegus philippinensis）已經有向外擴散領域的跡象；而暗藍扁騷金龜

（Thaumastopeus shangaicus）則已經往至南部平地及中低海拔山區擴展族群，因

為產卵量大，而且幼蟲較其他本土花金龜具有攻擊性，已經對本土甲蟲造成生存

威脅（王派鋒、呂建興、高瑞卿，2018）。另外，甲蟲身上常會有寄生蟎吸取甲

蟲體液，外國蟎若寄附於外來種甲蟲身上，極有可能造成本土種甲蟲死亡。日本

已經有本土種甲蟲因外來種甲蟲一同攜入的蟎類而死亡的案例（李惠永、楊平

世，2003）。 

 

另一項外來種帶來的生態問題是影響生物的多樣性。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IUCN（2000）明白指出，從生物多樣性的長期角度來看，外來種入侵的問題會

比棲息地消失來的嚴重，成為生物多樣性最大的威脅（李惠永、楊平世，2003）。

生物多樣性關係自然界中基因的多樣性、物種的多樣性及各物種間互相影響的生

態體系（環保生活資訊網，1997）。如果自然界要保持平衡穩定的狀態，各生態

體系中需要擁有愈多豐富的生命，只要生態系統組成愈複雜，就不容易因為少數

物種的變動而產生劇烈變化。因此，若是外來種與本土種交配，將造成基因汙染，

因而與本土種甲蟲交配後所繁殖的後代，有可能喪失本土種原有的特色，優勢也

消失。 

 

參、研究過程 

一、研究架構 

在飼養彩虹鍬寶寶期間我們把九隻蟲分為三組飼養，第一組為對照組，為代

碼 A1、B1、C1 的三隻幼蟲，使用的木屑飼養，放於常溫中；第二組為實驗組一，

為代碼Ａ2、B2、C2 的三隻幼蟲，使用木屑飼養，溫控 25 度以下；第三組為實

驗組二，使用菌絲瓶飼養，溫控 25 度以下，為代碼Ａ3、B3、C3 的三隻幼蟲。 



其中木屑瓶使用二次發酵木屑飼養，訪談提到：「發酵木屑是用類似酵母菌

的東西來發酵木屑，但是商業機密不可告知（蟲林-3-20190209）。」發酵木屑上

方鋪有生木屑，以避免木蚋進入飼養瓶；至於菌絲瓶是使用走完菌的雲芝菇，菌

絲瓶內部是白色，幼蟲啃食後會出現淺褐色痕跡，菌瓶有時上層出現黃水並往下

滲，是由於菌變老及日夜溫差大導致出水，並不影響幼蟲進食。溫控的部分以溫

度計控制生長環境低於 25 度，溫度過高的天氣我們把幼蟲放於保溫容器中以冰

磚降溫低於 25 度。 

 

 

 

 

 

 

 

 

 

 

 

 

 

 

 

 

 

 

 

 

 

 

 

溫控裝置 菌絲瓶 

研究者手繪圖-研究架構 



二、幼蟲測量方式 

 

 （一）身長：彩虹鍬寶寶的身體呈捲曲狀，在測量身長時有很大的困難，一開

始我們想到把幼蟲身體儘量拉直，放在尺上測量，但幼蟲看起來好像不

太舒服；然後我們想到可以用線量，線可以彎曲量出幼蟲的長度，然後

把線放在尺上量出幼蟲長度，但發現幼蟲會動來動去，量出來不是很準

確；最後我們想到可以試試使用電腦軟體，剛好研究者的哥哥曾經用過

Image J 這套軟體，我們發現只要把幼蟲身旁放一隻尺當比例尺拍照，就

可以在軟體中畫線算出身長，這個方法只需要迅速地拍照，不會驚動到

幼蟲，而且比較準確，最後我們決定全部採用 Image J 軟體測量幼蟲的

身長。 

 

 

 

 

 

 

 

 

 

 

 

 

 

 

 

 

 

 

（二）體重：幼蟲的體重以磅秤測量。 

測量軟體 Image J 

Jj J 

研究者手繪表-幼蟲身長的三種測量方式 



三、訪談資料編碼 

 

     研究者總共進行四次的訪談調查，第一次訪問○○大學昆蟲館解說員，總

共 6 題有關甲蟲飼育的問題；第二次訪問○○醫院小兒科醫生，共 12 題有關寶

寶手冊的問題；第三次訪問基隆的甲蟲飼養專家，共 9 題與甲蟲生長有關的問

題；第四次訪問○○蟲林的工作人員，共 7 題與彩虹鍬飼育有關的問題，所有訪

談紀錄呈現於附件一。 

 

為了方便資料的分析整理，我們把訪談資料加以編碼如表 1，例如：小兒

科-1-20190222 代表訪問○○醫院小兒科醫生第 1 題的問題，訪問日期是 2019 年

2 月 22 日。 

表 1 訪談資料編碼表 

 訪談順序 訪談對象 訪談題數 訪談日期 

第一次訪談 昆蟲館（○○大學

昆蟲館解說員） 

共 6 題 20190126 

（2019 年 1 月 26 日） 

第二次訪談 小兒科（○○醫院

小兒科醫生） 

共 12 題 20190222 

（2019 年 2 月 22 日） 

第三次訪談 基隆（基隆的甲蟲

飼養專家） 

共 9 題 20190224 

（2019 年 2 月 24 日） 

第四次訪談 蟲林（○○蟲林的

工作人員） 

共 7 題 20190323 

（2019 年 3 月 23 日） 

 

肆、結果與討論 

一、彩虹鍬的飼養紀錄 

 

本研究自 2018 年 10 月領養朋友送的九隻彩虹鍬寶寶，當時是二齡的幼蟲，

歷經蛹期更換人工蛹室方便觀察，到 108 年 5 月成蟲期的蟄伏和活動，共計觀察

8 個月，期間的飼養紀錄呈現如下表 2，詳細的個別觀察記錄表放於附件二。 

 



表 2 彩虹鍬的觀察紀錄表 

幼蟲期 

一齡蟲：剛從卵孵化，身體偏

透明。 

 

 

 

 

 

 

 

二齡蟲：脫皮後，身體開始從

透明轉成白色，體重、身長逐

漸增加。 

 

 

三齡蟲（後期）：身長、體重

不再大幅成長，身體顏色偏

黃，是進入前蛹期的預兆。 

 

 

前蛹期 

身體呈現「一」字型，活動力降低，身體內部會分解再組合。

此時，幼蟲會做出一個橢圓形的堅固蛹室，活動開始變少，這

時候不能驚擾它，不然會結蛹失敗而死亡。 

 

 

 

 

更換人工蛹室 

為方便觀察，我們用插花用海

綿做人工蛹室，保濕性強。蛹

室會挖成符合蛹體型的大小。 

 

化蛹期 

剛化蛹時身體透明，身體部位不明顯，之後漸漸轉為白色。大約一星期後，顏色轉米黃色，

大顎、眼睛、腳都可以明顯看出。 

 

 

 

 

 

羽化/成蟲期 

剛羽化後翅膀有水分也不太活動，大約 

一星期後開始用大顎鑽咬海綿。 

 

 

 

 



二、不同生長環境彩虹鍬寶寶的身長和體重的生長曲線 

 

    以下討論九隻鍬形蟲寶寶在幼蟲期的生長曲線和平均值，分為身長和體重

兩個部分，分別呈現在二齡蟲、三齡蟲前期和三齡蟲後期的平均值。 

 

（一） 身長：不同生長環境（木屑、木屑加溫控、菌絲加溫控）彩虹鍬寶寶身

長的生長曲線如下圖 1，進一步比較三組彩虹鍬寶寶（木屑、木屑加溫控、

菌絲加溫控）在二齡蟲、三齡蟲前期、三齡蟲後期的身長平均值如附件三，

下圖 2 可發現二齡蟲時，木屑組平均 3.27 公分，木屑加溫控組 3.41 公分，

菌絲加溫控組 3.26 公分；進入三齡蟲前期時，木屑組平均 6.74 公分，木

屑加溫控組 7.16 公分，菌絲加溫控組 7.14 公分；三齡蟲後期時，木屑組

平均 8.06 公分，木屑加溫控組 8.24 公分，菌絲加溫控組 7.4 公分。由平

均值發現三齡蟲後期的菌絲加溫控組平均值稍微低些，推測是由於這組三

隻都是母蟲所以體型偏小，整體而言不同生長環境的平均值很近似，沒有

很明顯的差異。 

  

 

圖 1 不同生長環境的身長曲線圖 

 

 

 



 

圖 2 不同生長環境的身長平均圖 

 

（二） 體重：不同生長環境（木屑、木屑加溫控、菌絲加溫控）彩虹鍬寶寶體

重的影響如下圖 3，比較三組彩虹鍬寶寶（木屑、木屑加溫控、菌絲加溫

控）在二齡蟲、三齡蟲前期、三齡蟲後期的身長平均值如附件四，圖 4

可發現二齡蟲時，木屑組平均 0.43 公克，木屑加溫控組 0.47 公克，菌絲

加溫控組 0.47 公克；進入三齡蟲前期時，木屑組平均 7.25 公克，木屑加

溫控組 5.5 克，菌絲加溫控組 6.9 公克；三齡蟲後期時，木屑組平均 11

公克，木屑加溫控組 10.67 公克，菌絲加溫控組 7 公克。由平均值發現菌

絲加溫控對彩虹鍬寶寶可能不是最好的生長環境，但由於研究樣本數較

少，且幼蟲期無法正確辨別公母蟲，這組在成蟲期才發現三隻都是母蟲，

缺乏公蟲的代表性為這個研究的限制，有可能是因為這組三隻剛好都是母

蟲，所以體重明顯偏低，影響結果無法得知。至於木屑組或木屑加溫控組

並沒有看到明顯的差異。 

 

 



圖 3 不同生長環境的體重曲線圖 

 
 

圖 4 不同生長環境的體重平均圖 

 

 

    在彩虹鍬的生長環境上，訪談提到：「通常菌絲養蟲會比較大隻，幼蟲期也

會比較短，但是幼蟲在成長過程中還受到許多其它因素影響，所以也常看到使用

木屑不是菌絲瓶也養出很大隻的蟲 【昆蟲館-6-20190126】。」在本研究中的彩

虹鍬寶寶看不出飼養在菌絲加溫控中會比較大隻，不同的生長環境在本研究中看

不出明顯的差異。 

 



三、不同性別（公蟲、母蟲）彩虹鍬寶寶身長和體重的生長曲線 

 

彩虹鍬寶寶的飼養過程中，公蟲與母蟲的生長也是我們研究的問題，一開始

我們認領幼蟲還不知道性別，直到三齡蟲才稍微由頭寬和大小推測有 2 隻公蟲，

成蟲後又發現有 1 隻是體型小的公蟲，總計共有 3 隻公蟲，所以是 3 隻公蟲和 5

隻母蟲，至於 C1 在二齡蟲死亡，性別未知，不列入公蟲和母蟲的生長曲線中。

以下是根據身長和體重畫出的生長曲線和平均值。 

 

（一） 身長：不同性別（公蟲、母蟲）彩虹鍬幼蟲身長的生長曲線如下圖 5，

身長最長的是 2 隻公蟲（藍線），還有一隻是成蟲後才發現是公蟲的Ｂ1，

其他 5 隻母蟲（橘線）的身長都偏小，所以一般而言幼蟲的身長公蟲大於

母蟲，但也有少數的個體差異，如 B1 是公蟲但是體型偏小。進一步比較

公蟲和母蟲在二齡蟲、三齡蟲前期、三齡蟲後期的身長平均值如附件五，

下圖 6 也可發現二齡蟲時，公蟲組平均 3.76 公分，母蟲組 3.20 公分；進

入三齡蟲前期時，公蟲組平均 7.57 公分，母蟲組 6.73 公分；最後三齡蟲

後期時，公蟲組平均 8.64 公分，母蟲組 7.42 公分。由平均值得知公蟲在

每個時期身長都比母蟲長。 

 

圖 5 彩虹鍬寶寶公蟲和母蟲的身長曲線圖 

 



圖 6 彩虹鍬寶寶公蟲和母蟲的身長平均圖 

 

 

（二） 體重：不同性別（公蟲、母蟲）彩虹鍬幼蟲體重的生長曲線如下圖 7，  

有兩隻公蟲（藍線）明顯大於母蟲（橘線），尤其是在三齡之後母蟲多

已停止增加體重準備進入蛹期，但是公蟲仍然持續大幅度地增加體重，

但其中有一隻公蟲 B1 可能是個體差異，所以體重和母蟲相似。接著比

較公蟲和母蟲在二齡蟲、三齡蟲前期、三齡蟲後期的體重平均值如附件

六，下圖 8 也可發現二齡蟲時，公蟲組平均 0.5 公克，母蟲組 0.46 公克；

進入三齡蟲前期時，公蟲組平均 7.17 公克，母蟲組 6.04 公克；最後三齡

蟲後期時，公蟲組平均 9.33 公克，母蟲組 7.4 公克。由平均值發現公蟲

在每個時期體重都比母蟲重。 

 

 

 

 

 

 

 

 

 



圖 7 彩虹鍬寶寶公蟲和母蟲的體重曲線圖 

 

 

圖 8 彩虹鍬寶寶公蟲和母蟲的體重平均圖 

 

 

本研究的彩虹鍬寶寶無論是身長或是體重，多是公蟲大於母蟲，只有一隻公

蟲體型較小呈現個體差異。 

 

 



四、彩虹鍬幼蟲大小（身長、體重）與成蟲大小（身長、體重）的關

係 

 

有關彩虹鍬寶寶的生長與成蟲大小的關係，因為成蟲前 C1 和 B3 死亡，由

剩下的 7 隻蟲（3 公 4 母）為樣本，由彩虹鍬寶寶結蛹前最後一次測量的身長和

體重，作為和成蟲身長和體重的比較，算出比例關係。 

 

在身長的部分如下表 3，從幼蟲到成蟲身長都會變短，兩者的比例關係介於

0.42 到 0.58 之間，平均比例為 0.50，大概可以從幼蟲最後的身長乘以 0.50，就

可以推估成蟲的身長約有多長，大部分成蟲身長只剩下幼蟲時身長的 2/1，也就

是大約一半而已。 

 

在體重的部分如下表 4，從幼蟲到成蟲體重都會變輕，兩者的比例關係介於

0.21 到 0.38 之間，平均比例為 0.28，大概可以從幼蟲最後的體重乘以 0.28，就

可以推估成蟲的體重大約多重，大部分的成蟲體重大約只有幼蟲的 1/4 多一點點

而已。 

表 3 幼蟲與成蟲的身長比例表 

幼蟲

代碼 
Ａ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 

性別 公 母 母 公 母 母 未知 公 母 

幼蟲

身長 

9.22cm 

(2/9) 

8.01cm 

(2/9) 

8.30cm 

(2/9) 

6.90cm 

(2/16) 

6.90cm 

(1/13) 

6.30cm 

(2/16) 
死 

9.80cm 

(2/2) 

7.60cm 

(12/29) 

成蟲

身長 

4.60cm 

(5/12) 

3.40cm 

(5/12) 

4.10cm 

(5/12) 

4.00cm 

(5/12) 

3.50cm 

(5/12) 
死 死 

5.00cm 

(5/18) 

3.50cm 

(5/13) 

比例

關係 
0.50 0.42 0.49 0.58 0.51 / / 0.51 0.46 

平均

比例 
0.50 

註：幼蟲身長採用結蛹前最後一次測量結果，括號內為測量日期 

    比例關係為成蟲身長除以幼蟲的身長 

 



表 4 幼蟲與成蟲的體重比例表 

幼蟲

代碼 
Ａ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 

性別 公 母 母 公 母 母 未知 公 母 

幼蟲

體重 

14g 

(2/9) 

8g 

(2/9) 

8g 

(2/9) 

8g 

(2/16) 

8g 

(1/13) 

7g 

(2/16) 
死 

16g 

(2/2) 

6g 

(12/29) 

成蟲

體重 

3g 

(5/12) 

2g 

(5/12) 

3g 

(5/12) 

2g 

(5/12) 

2g 

(5/12) 
死 死 

5g 

(5/18) 

2g 

(5/13) 

比例

關係 
0.21 0.25 0.38 0.25 0.25 / / 0.31 0.33 

平均

比例 
0.28 

註：幼蟲體重採用結蛹前最後一次測量結果，括號內為測量日期 

比例關係為成蟲體重除以幼蟲的體重 

 

五、外來種彩虹鍬對本土生態的影響 

 

在外來種引發的生態保育方面，我們查閱文獻、訪談專家，發現台灣的環境、

氣候對很多外來種是很適合的棲息地，但隨意棄養、野放外來種到台灣環境中，

若它們又擁有強大繁殖力及環境適應力，且缺乏與它們競爭的物種或天敵，就會

掠奪台灣本土種的生存地盤，成為侵入種，造成本土種生物生存空間縮小（王派

鋒等，2018；蘋果日報，2006）。 

 

本研究的訪談調查也提到：「彩虹鍬是外來物種若任意棄養野放至戶外，可

能會破壞台灣的生態，造成本土物種食物鏈的失衡，就台灣生態而言是一件很不

道德的事，我們最好不能這樣，一定要好好用心養才行【昆蟲館-1-20190126】。」

還有「如果是強勢物種，多年後可能會影響台灣生態，或把台灣本土物種的食物

吃掉，導致本土生物滅絕，如果是弱勢物種可能會在外面死亡【蟲林

-1-20190209】。」由此可見一但飼養這些外來種，一定要用心飼養，絕不可任意

野放至戶外，一旦我們野放這些外來種，而牠們又能適應台灣的環境時，台灣原

生物種的生活空間將會大大地被壓縮，甚至造成物種滅絕。 



人類是自然界生態系統的一份子，更是影響生態系統發展最主要的因素，台

灣擁有得天獨厚的島嶼生態，但同時這樣的生態系統也相對敏感與脆弱，面對所

有的外來種我們都不應有輕忽的心態，才能為維持屬於台灣獨有的生物多樣系

統，為地球生態盡一份心力。目前雖然沒有發現彩虹鍬在野外被捕獲的資訊，但

任意棄養或野放對彩虹鍬或環境生態都有未知的威脅，因此好好照顧飼養的彩虹

鍬到終老，才是對生物及生態環境負責任的態度。因此，這次觀察研究結束後，

我們決定不讓它們交配產卵，避免過多的外來種危及台灣的生態，只要好好陪伴

照顧這些彩虹鍬寶寶長大。 

 

伍、結論 

這個研究的樣本數為九隻彩虹鍬，但在飼養過程中只有七隻順利成長到成

蟲，樣本數過少為本研究最大的限制，因此本研究的結果不宜過度外推，以下為

本研究中發現的結論。 

 

（一）飼養環境（木屑、木屑加溫控、菌絲加溫控）在本研究中看不出明顯差  

      異。 

（二）彩虹鍬寶寶在身長和體重上，公蟲都大於母蟲，但仍有少數的個體差異。 

（三）彩虹鍬寶寶從幼蟲到成蟲的過程中，身長和體重都會縮小，成蟲身長約只

剩幼蟲期的 1/2，體重剩下幼蟲期的 1/4 左右而已。 

（四）彩虹鍬為外來種，不得任意野放破壞本土物種的生態平衡。 

 

    我們從這次的研究過程中，提出三項未來研究的建議。（1）建議增加鍬形

蟲的樣本數：因為飼養過程中可能因為某些因素造成樣本死亡，而且幼蟲時期無

法正確辨別公母，如果樣本數增加比較容易取得公蟲和母蟲數量相等的樣本。（2）

建議研究菌絲環境對其他鍬形蟲的影響：本研究只有研究彩虹鍬一種鍬形蟲，發

現彩虹鍬寶寶飼養在木屑或菌絲瓶中，長大後好像不會有明顯不一樣，用木屑的

彩虹鍬寶寶也能長得一樣好，但關於菌絲的環境是否有利於其他鍬形蟲的生長，

又對哪些鍬形蟲的生長具有良好的效果，是本研究無法得知的，建議未來研究可

以進一步探究。（3）建議研究本土的鍬形蟲物種：彩虹鍬為外來物種，這次因

為朋友飼養贈送才選擇研究彩虹鍬，未來研究建議採用本土的物種，像是台灣扁



鍬形蟲、紅圓翅鍬形蟲、兩點鋸鍬形蟲等都是台灣常見的鍬形蟲，對台灣生態的

認識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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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訪談調查紀錄 

一、第一次訪談調查 

（一）訪談日期與地點 

2019 年 1 月 26 日在○大昆蟲館 

 

（二）訪問對象 

○○大學昆蟲館解說員，為○○大學植 

物醫學系學生，目前正飼養四隻彩虹鍬 

形蟲幼蟲，是昆蟲的飼養行家。 

 

（三）訪問問答 

1. 問：彩虹鍬為澳洲的昆蟲物種，在台灣人工飼育盛

行，若野放到戶外，是否會有什麼影響？ 

答：當我們決定要飼養昆蟲，就必須善盡照顧牠的責任，照顧牠的一生，雖  然

彩虹鍬是一種容易飼養的鍬形蟲，有可能可以適應野外生活，但也很有可能

會不適應而死亡。彩虹鍬是外來物種若任意棄養野放至戶外，可能會破壞台

灣的生態，造成本土物種食物鏈的失衡，就台灣生態而言是一件很不道德的

事，我們最好不能這樣，一定要好好用心養才行。【昆蟲館-1-20190126】 

 

2. 問：請問彩虹鍬結蛹時，若改用人工蛹室進行觀察，更換人工蛹室的過程會

不回傷到彩虹鍬的成長？ 

答：結蛹期間是甲蟲最脆弱的時期，因此牠們會先建好一個安全的蛹室，保

護自己度最脆弱的時間。我覺得天然的蛹室還是比較安全，若是想要觀察可

以等到前蛹期或蛹期再換為人工蛹室，人工蛹室可用插花的吸水泡棉或衛生

紙做成，要保持潮濕但不積水的溼度，等待羽化的過程，在換蛹室的過程中

一定要輕柔，稍有一點點閃失就會造成永久性的傷害，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若是要觀察也可以使用開天窗的方式，保留天然的人工蛹室，把上層挖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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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內部，把衛生紙噴溼蓋在蛹室上，但一樣要維持濕度。【昆蟲館

-2-20190126】 

 

3. 問：如何知道彩虹鍬已經進入前蛹期了？ 

答：前蛹期看起來還是像幼蟲，但已經很皺，大顎已經不太動了。 

【昆蟲館-3-20190126】 

 

4. 問：蛹期可以取出測量嗎？ 

答：有時候會在化蛹時輕輕取出測量體重，彩虹鍬羽化成蟲後就不會再長大 

了，大小體重都確定了。【昆蟲館-4-20190126】 

 

5. 問：請問彩虹鍬的蛹室都是橢圓形的嗎？ 

答：大部分的鍬的蛹室是橢圓形，但大小會不太一樣，有些鍬很小可是做出 

來的蛹室卻很大，而有些鍬很大隻做出來的蛹室卻還好，鍬的蛹室通常是平 

躺的橢圓形，兜蟲都則會是立起來的橢圓形。【昆蟲館-5-20190126】 

 

6. 問：請問使用菌絲瓶可以養出比較大的彩虹鍬嗎？ 

答：通常菌絲養蟲會比較大隻，幼蟲期也會比較短，但是幼蟲在成長過程中 

還受到許多其它因素影響，所以也常看到使用木屑不是菌絲瓶也養出很大隻 

的蟲。【昆蟲館-6-20190126】 

 

 

 

 

 

 

 

 

 

 



二、第二次訪談調查 

（一）訪談日期與地點 

 2019 年 2 月 22 日（五）於○○醫院 

 

（二）訪問對象 

○○醫院小兒科醫生 

 

（三）訪問問答 

1. 問：什麼是生長曲線？ 

答：生長曲線是依孩童在不同年齡的生長狀況所畫出的曲線圖。【小兒科

-1-20190222】 

 

2. 問：為什麼要設計生長曲線？ 

答：生長曲線可以讓我們評估小孩的生長狀況，也反映小孩身體是否健康。

小孩可能沒辦法正確說出身體哪裡不舒服，但從生長曲線可以看出是不是長

的好，有沒有健康問題。【小兒科-2-20190222】 

 

3. 問：如何畫出生長曲線？ 

答：台灣現在寶寶手冊上的生長曲線圖是世界衛生組織公告，統計世界上很

多零到五歲小朋友的身高、體重、頭圍的資料並計算出來的常模，並且用百

分位的方式呈現，方便我們對照並且清楚小孩的生長情況。而七歲到十八歲

的生長曲線是由國民健康署公告，調查全國參加體適能學生的身高、體重，

然後計算出屬於台灣的常模，並作為台灣小孩生長狀況評估依據。 

當小孩去看醫生或注射疫苗時，醫生會測量身高、體重、頭圍並在圖表上畫

出對應的點，再把不同時期的點連接起來，就可以畫出個人生長曲線圖。【小

兒科-3-20190222】 

 

4. 問：生長曲線為什麼選用身高、體重、頭圍當生長指標？ 

答：生長指標有很多種，選用這三種是因為容易測量而且最具代表性。體重

可以反映小孩的營養、健康狀況，身高可以反映一些疾病狀況，頭圍長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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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或太慢可能會有嚴重的腦部問題，所以從這三樣可以提供我們比較多的資

訊。【小兒科-4-20190222】 

 

5. 問：為什麼寶寶手冊上的生長曲線只畫出 97、85、50、15、5 這五條百分位

曲線？ 

答：用百分比可以精確地告訴我們這個小孩的身高、體重、頭圍在一百個小

朋友中排第幾位。而 97％這條告訴我們生長太快，5％這條則是生長太慢，

50％這條是平均，再加上細分出的 85％和 15％可以幫我們看出小孩的生長趨

勢，是否正常的生長或是有過快、過慢的情況。【小兒科-5-20190222】 

 

6. 問：為什麼生長曲線一定要用線來表示，不用畫圖的方式呢？ 

答：如果是從小時候的照片或圖片可以看出每隔一段時間會長得不一樣，但

是很難比較，而曲線較容易觀察、比較出生長的速度。【小兒科-6-20190222】 

 

7. 問：為什麼生長曲線只用在寶寶不用在大人？ 

答：從生長曲線圖可以看出零到一歲的線最斜，之後隨著年齡愈大，曲線跟

著愈平。這是因為年齡愈大，生長就慢慢停止，因為小孩還在生長，所以生

長曲線會有變化，大人因為不再生長，生長曲線變平也就看不出變化。而平

均生理年齡來說，男生大約長到十六歲，女生長到十四歲。【小兒科

-7-20190222】 

 

8. 問：人類寶寶兩歲時為什麼身高會往下掉一點？是因為測量的方式改變嗎？ 

答：寶寶在兩歲前是躺著量身長，兩歲後是站著量身高，量測方法會造成一

些落差。【小兒科-8-20190222】 

 

9. 問：為什麼人類生長曲線分男寶寶版和女寶寶版？ 

答：男生的發育是靠男性賀爾蒙，女生發育靠女性賀爾蒙，這兩種賀爾蒙影

響我們身體的生長狀況是不一樣的，造成男生、女生長的速度和時間不一樣，

所以有男女不同的生長曲線，並且分開比較。【小兒科-9-20190222】 

 



10. 問：人類生長曲線多久會改版一次？為什麼要改版？有什麼變化或趨勢嗎？ 

答：生長曲線沒有固定時間改版，必須要看什麼有大規模同時間的紀錄量測

才改版。改版原因是人類可能因生活環境、飲食型態、氣候變遷等影響而造

成生長狀況不同，生長曲線也會有變動，所以需要改版。例如說，爺爺奶奶

那一輩的人因為生活方式不一樣，肉類吃得少，營養狀況較不好，但現在的

小孩營養普遍比較好，如果我們用爺爺奶奶那一輩的生長曲線測量現在小孩

的身體狀況，那幾乎每個人都太重了。所以只要有大規模量測後發現和以前

不一樣，就會採用最新的版本。而目前的趨勢是一直持續的增加，並不是線

性的增加，而是慢慢的增加。【小兒科-10-20190222】 

 

11. 問：鍬形蟲因母蟲體型小需要能量較少，所以幼蟲期會提早化蛹。把男生和

女生的成長期比較，也是女生比較早進入發育期，為甚麼呢？ 

答：目前女生較男生提早進入發育期的原因並沒有明確的答案。男生和女生

最大的不同就是生殖器官不一樣，男生有睪丸分泌男性賀爾蒙，女生有卵巢

分泌女性荷爾蒙，分泌時間原本就不一樣。女生大約八到十三歲分泌女性荷

爾蒙，男生大約九到十四歲分泌男性賀爾蒙，之後就開始發育。只能說女生

較早發育是個現象，至於究竟是什麼啟動發育期是未知的。【小兒科

-11-20190222】 

 

12. 問：鍬形蟲化蛹前體重會減輕，化蛹後體重也不再有變化。人類的成長從嬰

兒期、幼兒期、兒童期、青春期、成年體型是如何變化呢？ 

答：從生長曲線可以看得出來，從零到一歲嬰兒期是是曲線最斜的地方，也

是生長最快的時期，大概一年可以長二十五公分，接下來生長速度會慢下來。

第二個比較斜的地方是青春期，因為開始分泌賀爾蒙後會刺激生長激素分

泌，也會幫助我們長高，這也是人生中長第二快的時候。接下來曲線會開始

變平，也就代表不再成長，所以進入成年，體型就固定。【小兒科-12-20191222】 

 

 

 

 



三、第三次訪談調查 

（一）訪談日期與地點 

 2019 年 2 月 24 日（日）於基隆 

 

（二）訪問對象 

基隆的甲蟲飼養專家，養蟲資歷 6 

年。 

 

（三）訪問問答 

1. 問：請問為什麼想養蟲？ 

答：小時候媽媽帶我回鄉下找阿嬤，無意間發現了幼蟲，其他人都很怕不敢 

摸，我卻覺得很好奇很喜歡，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非常想帶回家養看看。 

【基隆-1-20190224】 

 

2. 問：請問是幾歲開始養蟲？ 

答：那時大概 11 歲，我在學校功課表現不好，對學業也不太有興趣，但對 

甲蟲卻很有興趣。【基隆-2-20190224】 

 

3. 問：請問如何獲得養蟲的相關知識與技巧？ 

答：最早是阿嬤說要用土放盒子養，後來我自己查書、查電腦，漸漸地也都 

成功孵育了下一代。【基隆-3-20190224】 

  

4. 問：飼養甲蟲的過程曾經遇過什麼困難？ 

答：我曾經遇到過結蛹的蟲，滿心期待牠成蟲卻失敗了，當時很難過。 

【基隆-4-20190224】 

 

5. 問：飼養甲蟲的過程最開心的經歷是什麼？ 

答：最開心的當然是自己從小養的蟲順利的孵育成非常漂亮的成蟲。 

【基隆-5-2019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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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問：請問要如何把甲蟲養得更大隻? 

答：其實很簡單，我只是讓飼養盒大一點，土營養一點。 

【基隆-6-20190224】 

 

7. 問：我飼養彩虹鍬幼蟲死了一隻，想請問如何避免牠死掉？ 

答：不要太常換土，因為牠不喜歡被打擾，要觀察糞土的量當成換土的依 

據，要有耐心，安靜地讓牠成長。【基隆-7-20190224】 

 

8. 問：養甲蟲的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麼？ 

答：我心愛的蟲被家裡打掃的阿姨當作廢土垃圾給丟了，或是我的阿姨表姊 

們看到我拿著幼蟲時，出現害怕驚恐的表情。【基隆-8-20190224】 

 

9. 問：請問你養蟲會溫控嗎？ 

答：養蟲的溫度最好在 25-28 度，我不曾溫控過，對我來說，養蟲是一件輕 

鬆自然的興趣，也沒有想過請人換土，所有過程都是我自己親手做的，我會 

拿各種容器來養，養的地方就在我家的院子或陽台，不是什麼特別舒適的地 

方，但我也成功地養出了很多成蟲。【基隆-9-20190224】 

  

四、第四次訪談調查 

（一）訪談日期與地點 

2019 年 3 月 23（六）日於○○蟲林  

 

（二）訪問對象 

  ○○蟲林的工作人員，是甲蟲的飼養行家。 

 

（三）訪問問答 

1. 問：彩虹鍬放養到外面會對生態造成什麼影響?  

答：如果是強勢物種，多年後可能會影響台灣生態， 

或把台灣本土物種的食物吃掉，導致本土生物滅絕， 

如果是弱勢物種可能會在外面死亡。【蟲林-1-20190323】 

研究者與受訪者合照 



 

2. 問：如何分辨一齡、二齡和三齡幼蟲? 

   答：主要從頭寬來辨別。【蟲林-2-20190323】 

 

3. 問：發酵木屑是用什菌發酵的? 

答：類似酵母菌的東西來發酵木屑，但是商業機密不可告知。 

【蟲林-3-20190323】 

 

4. 問：木屑上長滿了會飛的木蚋，對幼蟲會有影響嗎?要怎麼避免? 

   答：木蚋如果在表土不會影響幼蟲，但若太久跑到土裡也有可能造成幼蟲死

亡，可用密網的洗衣袋罩在外面，避免木蚋進入產卵。 

【蟲林-4-20190323】 

 

5. 問: 人工蛹室和幼蟲自己做的蛹室有什麼不一樣? 

答: 人工蛹室是用插花用海綿，用水泡濕，才有保濕性，再挖出大約蟲的體 

型大小的空間，將來蛹羽化成蟲可以翻身晾乾翅膀。自然蛹室則是蟲用排泄 

物混合木屑做出天然蛹室，如果自然蛹室太大，羽化後如果無法順利翻身晾 

翅，蟲很有可能死亡。【蟲林-5-20190323】 

 

6. 問: 彩虹鍬形蟲從蛹到羽化會經過多久? 

答: 前蛹期約一個半月，母蟲蛹期約一個半月，公蟲蛹期約兩個月。 

【蟲林-6-20190323】 

 

7. 問: 為什麼母蟲會較早進入蛹期? 

答: 母蟲體型天生較公蟲小，需要的能量不像公蟲多，所以較早化蛹。有些

體型較小的公蟲也會較快進入蛹期。【蟲林-7-20190323】 

 

 

 



附件二 個別觀察記錄 

個別觀察記錄表（A1-Ａ3） 

觀察者：吳柏儒            觀察日期：2018/10/21       天氣：晴 

幼蟲姓名 Ａ1 小泥（木） A2 小肥（木＋溫） A3 小猴（菌＋溫） 

身長（cm） 4.00 3.54 3.67 

身寬（cm) 0.3 0.3 0.3 

體重（g） 0.5 0.5 0.5 

年紀 二齡蟲 二齡蟲 二齡蟲 

性別 未知 未知 未知 

照片/綜合觀察紀錄： 

幼蟲受到驚嚇會排軟便。 

發酵木屑要壓非常緊，好像真實的樹木一樣。 

 

 

 

觀察者：吳柏儒            觀察日期：2018/12/7（五）    天氣：晴 

幼蟲姓名 Ａ1 小泥（木） A2 小肥（木＋溫） A3 小猴（菌＋溫） 

身長（cm） 8.17 7.73 8.01 

身寬（cm) 1cm 1cm 1cm 

體重（g） 7g 5g 8g 

年紀 三齡蟲 三齡蟲 三齡蟲 

性別 公 母 未知 

照片/綜合觀察紀錄： 

幼蟲受驚嚇會排軟便。 

 

 

 

 

 

 

 

 



觀察者：吳柏儒            觀察日期：2019/1/11      天氣：晴 

幼蟲性名 Ａ1 小泥（木） A2 小肥（木＋溫） A3 小猴（菌＋溫） 

身長（cm） 8.67 8.04 8.42 

身寬（cm) 1 1 1 

體重（g） 9g 7g 8g 

年紀 三齡蟲 三齡蟲 三齡蟲 

性別 公 母 母 

照片 

   

綜合觀察紀錄： 

木屑上長滿了會飛的木蚋，換瓶後改用洗衣袋隔離木蚋進入。 

 

觀察者：吳柏儒            觀察日期：2019/2/9     天氣：晴 

幼蟲姓名 Ａ1 小泥（木） A2 小肥（木＋溫） A3 小猴（菌＋溫） 

身長（cm） 9.22 8.01 8.30 

身寬（cm) 1 1 1 

體重（g） 14g 8g 8g 

年紀 三齡蟲 三齡蟲 三齡蟲 

性別 公 母 母 

照片 

  

 

綜合觀察紀錄： 

小肥和小猴不太長大，身高和體重維持，準備進入蛹期，小泥體重快速增加。 

 

 

 



 

 

 

 

 

 

 

 

 

 

 

 

 

 

 

觀察者：吳柏儒            觀察日期：2019/5/10       天氣：陰 

幼蟲姓名 Ａ1 小泥（木） A2 小肥（木＋溫） A3 小猴（菌＋溫） 

身長（cm） 4.60 3.40 4.10 

體重（g） 3 2 3 

年紀 成蟲 成蟲 成蟲 

性別 公 母 母 

照片/綜合觀察

紀錄： 

 

 

 

 

 

小泥 4/17 羽化，小肥和小猴 4/12 羽化，至今已將近一個月，應該還在蟄伏期，

喜歡躲在角落陰暗處，但先放入果凍準備。 

小泥是公的，體色偏亮綠色，小肥最小隻，體色紅綠相間，小猴是母的，體色偏

亮紅色。 

小肥和小猴都是母的，不知是否因為菌瓶飼養的關係，用菌絲瓶飼養的小猴，身

長和體重都明顯比較大隻。 

 



個別觀察記錄表（B1-B3） 

觀察者：洪子媃        觀察日期：2018/10/20（六）        天氣：晴 

幼蟲姓名 B1 （木） B2（木＋溫）   B3 （菌＋溫） 

身長(cm) 3.30 2.70 4.10 

身寬(cm) 0.4 0.3 0.4 

體重(g) 0.5 0.4 0.6 

年紀 二齡蟲 二齡蟲 二齡蟲 

性別 未知 未知 未知 

綜合觀察記錄:  

1. 放入瓶中的幼蟲身體是透明的。 

2. 頭寬可以分辨公母蟲。 

 

 

 

觀察者：洪子媃        觀察日期：2018/12/8（六）       天氣：晴 

幼蟲姓名 B1 （木） B2（木＋溫） B3 （菌＋溫） 

身長(cm) 5.30 4.50 6.40 

身寬(cm) 1.1 1.1 1.4 

體重(g) 7.5 4.5 7.7 

年紀 三齡蟲 三齡蟲 三齡蟲 

性別 公 母 母 

照片 

 

 

 

 

 

 

 

 

  

綜合觀察記錄: 

1.三隻蟲身高體重都增加，菌絲瓶中的 B3 長得最好。 

2.菌絲瓶出現黃水向下滲，店家表示是菌變老的原因。 

 



觀察者：洪子媃        觀察日期：2019/1/13 （日）     天氣：晴 

幼蟲姓名 B1 （木） B2（木＋溫） B3 （菌＋溫） 

身長(cm) 7.70 6.90 6.70 

身寬(cm) 1.3 1.0 1.4 

體重(g)       9 8 7 

年紀 三齡蟲 三齡蟲 三齡蟲 

性別 公 母 母 

綜合觀察記錄: 

1. B2 身長、體重倍速增加。 

2. B3 身體開始縮水、變黃，慢慢進入前蛹期。 

 

 

 

 

觀察者：洪子媃        觀察日期：2019/2/16（六）        天氣：晴 

幼蟲姓名 B1 （木） B2（木＋溫） B3 （菌＋溫） 

身長(cm) 6.90 前蛹期 6.30 

身寬(cm) 1.3 前蛹期 1.2 

體重(g)         8 前蛹期 7 

年紀 三齡蟲 前蛹期 三齡蟲 

性別 公 母 母 

照片 

 

 

 

 

 

 

  

綜合觀察記錄： 

1.B2 已經做出橢圓形蛹室，進入前蛹期，後來幫 B2 換人工蛹室，方便觀察。 

2.B1、B3 體重、身長都有縮水現象。 

 



 

觀察者：洪子媃        觀察日期：2018/5/10        天氣：晴 

幼蟲姓名 B1 （木） B2（木＋溫）   B3 （菌＋溫） 

身長(cm) 4.00 3.50 死亡 

體重(g) 2 2 同上 

年紀 成蟲 成蟲 同上 

性別 公 母 同上 

綜合觀察記錄:  

1. B1 在 4/5 日羽化後進入蟄伏期，今日一樣放入果凍，但進食意願不大。體

色偏綠。 

2. B2 在 3/17 羽化後進入蟄伏期，一直在飼養箱底部，沒有爬出覓食的現象，

今天測量身高體重後放入果凍，開始會進食。體色偏紅色。 

3. 因為 B3 進入前蛹期後一直無法觀察牠的活動，於是打算換置人工蛹室，但

在 3/30 開瓶時已經死亡，研判是化蛹時失敗。 

 

 

 

 

 

 

 

 

 

 

 

 

 

 

 

 

B1 B3 B2 



個別觀察記錄表（Ｃ1-C3） 

觀察者：歐承恩           觀察日期：2018/10/19（五）     天氣：晴 

幼蟲名字 C1 抹茶（木） C2 麻吉（木＋溫） C3 海苔（菌＋溫） 

身長（cm） 2.50 4.00 2 

身寬（cm) 0.24 0.34 0.35 

體重（g） 0.3 0.5 0.3 

年紀 二齡蟲 二齡蟲 二齡蟲 

性別 未知 未知 未知 

綜合觀察紀錄： 

第一天帶回家，陳奕安哥哥說不要打擾他們，放在陰暗的地方，不然會死掉喔！ 

*彩虹鍬成蟲     *初次見面 3 號特別小      *試試壓木屑 

  

 

觀察者：歐承恩            觀察日期：11/2（五）    天氣：晴 

幼蟲名字 C1 抹茶（木） C2 麻吉（木＋溫） C3 海苔（菌＋溫） 

身長（cm） 3.00 4.50 4.80 

身寬（cm) 0.3 0.4 0.5 

體重（g） 0.4 0.6 0.6 

年紀 二齡蟲 二齡蟲 二齡蟲 

性別 未知 未知 未知 

綜合觀察紀錄： 

因為組員們決定要改變飼養方式，所以我們將其中一瓶

海苔去換成菌絲瓶，並且改為一木屑一菌絲進入溫控

組，一木屑瓶不溫控，飼養於廁所陰涼處。 

*海苔住進菌絲瓶 

 

 

 

 

 

 



觀察者：歐承恩           觀察日期：2019/2/2（六）  天氣：晴 

幼蟲名字 C1 抹茶（木） C2 麻吉（木+溫控） C3 海苔（菌+溫控） 

身長（cm） 死亡 9.80 已做蛹室 

身寬（cm) 同上 1 已做蛹室 

體重（g） 同上 16 已做蛹室 

年紀 同上 三齡蟲 已做蛹室 

性別 同上 公 母 

綜合觀察紀錄： 

1. 2/2 換土時麻吉變得非常大，多了快兩倍，看起來狀態不錯，所以我們為牠換了寬

敞的新家，期望它長得更健壯。 

2. 海苔從上次 12/29 換了菌瓶時，店家有提醒牠皮膚偏黃篇皺，可能快結蛹了，果然

回家後牠便做了蛹室，一直到 2/2 日牠都待在這個蛹室裡沒再移動過，本來想換成

人工蛹室，但是因為現在是很脆弱的階段，應該盡量不要打擾牠，而且我先前已陣

亡一隻抹茶，讓我不敢在驚動牠，只能每天透過瓶子來看看他是否安好，海苔很聰

明，蛹是蓋在不透光貼紙後面，看來牠當初選位置時有發現這裡最暗最給他安全感

吧！ 

 

觀察者：歐承恩           觀察日期：5/13    天氣：晴 

幼蟲名字 C1 抹茶（木） C2 麻吉（木+溫控） C3 海苔（菌+溫控） 

身長（cm） 死亡 羽化中 3.50 

體重（g） 同上 羽化中 2 

年紀 同上 成蟲 成蟲 

性別 同上 公 母 

綜合觀察記錄 

1. 海苔是我們這次

實驗的 9 隻幼蟲裡最早成蟲的，沒有更換人工蛹室。

牠自然的成功羽化成蟲了，海苔因為是母的個頭較

小，過了蟄伏期的海苔活動力不錯，常常大半天都趴

在果凍上仔細看牠的外殼，邊緣是有起伏的，顏色偏

閃亮的綠夾雜著紅。 

2. 麻吉則是 9 隻幼

蟲裡最晚結蛹的，牠體型碩大，直到今天 5/13 還在羽化中。 

                                              *期盼看到頭好壯壯的成蟲麻吉 

                                                                             



附件三 不同生長環境的身長平均值 

二齡蟲在不同（木屑、木屑加溫控、菌絲加溫控）生長環境的身長平均值 

幼蟲代碼 木屑 木屑＋溫控 菌絲＋溫控 

A1-A3 
4.00cm 

(10/21) 

3.54cm 

(10/21) 

3.67cm 

(10/21) 

B1-B3 
3.30cm 

(10/20) 

2.70cm 

(10/20) 

4.10cm 

(10/20) 

C1-C3 
2.50cm 

(10/19) 

4.00cm 

(10/19) 

2.00cm 

(10/19) 

平均值 3.27cm 3.41cm 3.26cm 

註：每隻幼蟲進入二齡蟲的時間不一樣，加註測量日期於括號內 

 

三齡蟲前期在不同（木屑、木屑加溫控、菌絲加溫控）生長環境的身長平均值 

幼蟲代碼 木屑 木屑＋溫控 菌絲＋溫控 

A1-13 
8.17cm 

(12/7) 

7.73cm 

(12/7) 

8.01cm 

(12/7) 

B1-B3 
5.30cm 

(12/8) 

4.50cm 

(12/8) 

6.40cm 

(12/8) 

C1-C3 死 
9.25cm 

(12/23) 

7.00cm 

(12/23) 

平均值 6.74cm 7.16cm 7.14cm 

註：括號內為測量日期 

 

三齡蟲後期在不同（木屑、木屑加溫控、菌絲加溫控）生長環境的身長平均值 

幼蟲代碼 木屑 木屑＋溫控 菌絲＋溫控 

A1-A3 
9.22cm 

(2/9) 

8.01cm 

(2/9) 

8.30cm 

(2/9) 

B1-B3 
6.90cm 

(2/16) 

6.90cm 

(1/13) 

6.30cm 

(2/16) 

C1-C3 死 
9.80cm 

(2/2) 

7.60cm 

(12/29) 

平均值 8.06cm 8.24cm 7.4cm 

註：括號內為測量日期 



附件四 不同生長環境的體重平均值 

二齡蟲在不同（木屑、木屑加溫控、菌絲加溫控）生長環境的體重平均值 

幼蟲代碼 木屑 木屑＋溫控 菌絲＋溫控 

A1-A3 
0.5g 

(10/21) 

0.5g 

(10/21) 

0.5g 

(10/21) 

B1-B3 
0.5g 

(10/20) 

0.4g 

(10/20) 

0.6g 

(10/20) 

C1-C3 
0.3g 

(10/19) 

0.5g 

(10/19) 

0.3g 

(10/19) 

平均值 0.43g 0.47g 0.47g 

註：每隻幼蟲進入三齡蟲前期的時間不一樣，加註測量日期於括號內 

 

三齡蟲前期在不同（木屑、木屑加溫控、菌絲加溫控）生長環境的體重平均值 

幼蟲代碼 木屑 木屑＋溫控 菌絲＋溫控 

A1-13 
7g 

(12/7) 

5g 

(12/7) 

8g 

(12/7) 

B1-B3 
7.5g 

(12/8) 

4.5cm 

(12/8) 

7.7g 

(12/8) 

C1-C3 死 
7g 

(12/23) 

5g 

(12/23) 

平均值 7.25g 5.5g 6.9g 

註：括號內為測量日期 

 

三齡蟲後期在不同（木屑、木屑加溫控、菌絲加溫控）生長環境的體重平均值 

註：括號內為測量日期 

幼蟲代碼 木屑 木屑＋溫控 菌絲＋溫控 

A1-A3 
14g 

(2/9) 

8g 

(2/9) 

8g 

(2/9) 

B1-B3 
8g 

(2/16) 

8g 

(1/13) 

7g 

(2/16) 

C1-C3 死 
16g 

(2/2) 

6g 

(12/29) 

平均值 11g 10.67g 7g 



附件五 公蟲和母蟲的身長平均值 

二齡蟲公蟲與母蟲的身長平均值 

二齡蟲 公蟲 母蟲 

A1(10/21) 

 
4.00cm 

A2(10/21) 

 
 3.54cm 

B1(10/20) 

 
3.30cm 

A3(10/21) 

 
 3.67cm 

C2(10/19) 

 
4.00cm 

B2(10/20) 

 
 2.70cm 

/ B3(10/20)  4.10cm 

/ C3(10/19) 2.00cm 

平均值 3.76cm 3.20cm 

註：A1-C3 是九隻蟲的代碼，每隻幼蟲進入二齡蟲的時間不一樣，加註測量日期於括號內 

 

三齡蟲前期公蟲與母蟲的身長平均值 

三齡蟲前期 公蟲 母蟲 

A1(12/7) 

 
8.17cm 

A2(12/7) 

 
7.73cm 

B1(12/8) 

 
5.30cm 

A3(12/7) 

 
 8.01cm 

C2(12/23) 

 
9.25cm 

B2(12/8) 

 
 4.50cm 

/ B3(12/8)  6.40cm 

 /  C3(12/23)  7.00cm 

平均值 7.57cm 6.73cm 

註：括號內為測量日期 

 

三齡蟲後期公蟲與母蟲的身長平均值 

三齡蟲後期 公蟲 母蟲 

A1(2/9) 

 
9.22cm 

A2(2/9) 

 
8.01cm 

B1(2/16) 6.90cm A3(2/9) 8.30cm 

C2(2/2) 9.80cm B2(1/13) 6.90cm 



  

/ B3(2/16) 6.30cm 

/ C3(12/9) 7.60cm 

平均值 8.64cm 7.42cm 

註：括號內為測量日期 

 

 

 

附件六 公蟲和母蟲的體重平均值 

二齡蟲公蟲與母蟲的體重平均值 

二齡蟲 公蟲 母蟲 

A1(10/21) 

 
0.5g 

A2(10/21) 

 
0.5g 

B1(10/20) 

 
0.5g 

A3(10/21) 

 
0.5g 

C2(10/19) 

 
0.5g 

B2(10/20) 

 
0.4g 

/ B3(10/20) 0.6g 

/ C3(10/19) 0.3g 

平均值 0.5g 0.46g 

註：A1-C3 是九隻蟲的代碼，由於每隻幼蟲進入二齡蟲的時間不一樣，加註測量日期於括號內 

 

三齡蟲前期公蟲與母蟲的體重平均值 

三齡蟲前期 公蟲 母蟲 

A1(12/7) 

 
7.0g 

A2(12/7) 

 
5.0g 

B1(12/8) 

 
7.5g 

A3(12/7) 

 
8.0g 

C2(12/23) 

 
7.0g 

B2(12/8) 

 
4.5g 

/ B3(12/8) 7.7g 

/  C3(12/23) 5.0g 

平均值 7.17g 6.04g 



註：括號內為測量日期 

 

三齡蟲後期公蟲與母蟲的體重平均值 

三齡蟲後期 公蟲 母蟲 

A1(2/9) 

 
14.0g 

A2(2/9) 

 
8.0g 

B1(2/16) 

 
 8.0g 

A3(2/9) 

 
8.0g 

C2(2/2) 

 
16.0g 

B2(1/13) 

 
8.0g 

/ B3(2/16) 7.0g 

/ C3(12/9) 6.0g 

平均值 9.33g 7.40g 

註：括號內為測量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