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第四十五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說明書 

 
 

國小組 自然科  

 

 

 
081531 

神乎其技之水中遊俠------水黽的研究 

 

彰化縣福興鄉日新國民小學 

 

 

作者姓名： 

小五 許楨敏
小五 王侑宣
小五 張格裴 

小五 張哲源
小五 林建佑
小五 江遠平  

 

指導老師： 

吳文婷
王惠儀



中華民國第 四十五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說明書 

 
 
 
 
 
 

科 別：自然科 

 

組 別：國小組 

 

作品名稱：神乎其技之水中遊俠—水黽的研究 

 

關 鍵 詞：水黽、水蜘蛛 

 

 

 

 

 

編 號：  

                 

 



 1

 
神乎其技之水中遊俠----水黽的研究 

 

摘要 
水黽是長輩口中的「水醬油」，很像油滴落在水面後擴散的樣子，所以人們又管它叫“醬 

油郎”。另一方面，因為水黽中、後足細長，移動速度又快，很像蜘蛛，所以也叫做「水蜘蛛」。

水黽常營群棲生活，是肉食性的水生昆蟲，而這麼可愛的生物要叫人家不想了解牠也很難，

以下便是有關水黽的研究成果。 

 

壹、 研究動機 

教材：康軒版五下自然課第三單元「動物世界面面觀」 

一直以來我對生物就非常的感興趣，從小我一看到大自然千千萬萬的生物，便一直纏問

著爸媽，爸媽也常說我是一個好奇寶寶，當我上到自然第二課時，老師請同學利用課餘時間

觀察動物的各種運動方式及其身體構造，因此我就召集志同道合的同學利用下課時間去校園

水池觀察池中的鯉魚，在觀察時有位同學興奮的大叫「怎麼有好多蜘蛛在水上游泳?」，我便

告訴他那不是蜘蛛，是水黽。於是，我們便在課堂上發表我們的觀察紀錄，並針對水黽提出

種種的疑問？老師便藉這個機會為我們簡單地介紹水黽，並且鼓勵我們繼續持有這樣的熱忱

來進行進一步的研究，於是我們便在老師的指導下展開漫長的研究之旅。 

 

貳、 研究目的 
一、研究水黽的種類、及外型 

二、研究水黽的行為及生活方式 

三、研究水黽漂浮的特性 

 

參、 研究設備及器材 

數 位 相 機  （本研究所呈現照片皆由研究小組於研究期間攝於日新國小 94/02/01～

94/04/01）、筆記本（研究日誌繕寫及研究結果紀錄）、放大鏡（觀察水黽的種類、及外型）、

飼養箱、溫度計、計時器、剪刀、捕蟲網（補抓水黽來飼養）、顯微鏡（SBM-413 型、透光、

最高倍數 640 倍）、自製暗箱（圖一）、自製急流罐（圖二）、鹽、糖、醬油、肥皂水、牛奶、

清潔劑、醋、碘酒、標籤紙、水管 

                                     

   紙箱                      洞口                                      大寶特瓶           

飼養箱                    黑布 

                                      水管 

           圖一：暗箱                               圖二：急流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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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 

 

              

 

 

               

 

              

 

 

 

 

 

伍、研究結果 

研究一：水黽的種類及外型 
一、水黽的種類 

(一) 研究方法：觀察—福興鄉各處水黽出沒處、記錄、資料搜尋 

(二) 研究步驟：每一研究成員至福興鄉各處觀察水黽外型並紀錄 對觀察紀錄做歸 

納整理 與所查詢到的相關資料作比較 研究小組決定分類方式 

(三) 研究結果： 

水黽為兩棲的半翅目。牠們都因為前翅只有一半的膜翅， 所以，被歸納為「半翅

目」，簡單的說就是前翅一半是硬硬的鞘翅 ，一半是柔軟的膜翅。而我們就近找

到的水黽共四種： 

 

種類（依顏色命名） 外形特徵 

1 黑背水黽 整個背部皆是黑色 

2 黑背斑點水黽 背部黑色，腹部有不規則黑色斑點 

3 褐背水黽 整個背部皆是褐色，且其顏色有深淺變化 

4 褐背斑點水黽 背部褐色，腹部有規則褐色斑點，身體、翅膀皆較短小

 

二、水黽的外型 

(一) 研究方法：放大鏡、顯微鏡觀察、記錄、資料搜尋 

(二) 研究步驟：先統整所查詢到的相關資料 以放大鏡觀察水黽外型 以顯微鏡

決定研究題目、目的與問題 

野外觀察水黽的一些行為 

找資料 

捕抓水黽進行飼養、觀察 

做實驗、照相、繕寫研究日誌 

統整、結論、檢討 

找資料 隨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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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M-413 型、透光、最高倍數 640 倍）觀察水黽的各部位及全身的毛 紀錄

觀察結果（整個實驗過程使用自然死亡的水黽進行觀察） 

(三) 研究結果：水黽體驅細長，身體輕盈，體型大小相差極大，由 17 毫米到 36 毫米

不等，以狹長的種類居多。絕大多數種類整個身體覆蓋由微毛組成的拒水毛。前

足粗短變形，具攫握作用，中、後足極細長向側方伸開，腿節與脛節約等長。腹

節長度亦較頭及胸長為短。透過顯微鏡，可以將水黽的成蟲分成幾部位來觀察—

頭部、胸部、腹部、腳、口器、眼、翅鞘及觸角 

1.成蟲的外型 

 

部位 特徵 補充以下照片由本研究小

組攝於彰化縣日新國小

（時間：94/02/15） 

頭部 水黽頭部相當長，末端呈球狀，此球狀與兩副

眼略成等腰三角形。 

 

腹部 腹部有七節，在每一節中央有一條褐色的長

條，左右各有一個白點。水黽腹部上，有許多

細密的毛叢，且體表覆有一層油質，可以防止

水分滲入毛叢內，並保持全身乾燥內含空氣，

就像穿在身上的救生衣一樣。 

 
 

腳 乍看之下只有 4 隻細長的腳，其實牠的頭部前

方還有一對前足，牠共有三對足，三對足的分

工也很明確，前腳特化成捕捉腳，用以支撐身

體及捕食落在水面上的小昆蟲且前腳尖端各

有二個小鉤，可以牢牢捉住獵物，使牠無法掙

脫、逃離。而中、後腳細長，腳上長有濃密帶

油質的細毛，具防水作用，在水面上能作急速

的划動即跳躍。主要的特徵為第一節觸角長度

幾乎為其餘三節長度之總和。觸角末節為橘紅

色;後腿的腿節特別粗大,尤其雄蟲更為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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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鞘 水黽的前翅一半是硬硬的鞘翅 ，一半是柔軟

的膜翅。由於種類不同，有些翅退化或消失。

 

 

口器 水黽的囗器可分為三個部份，上端粗大，中央

有一道凹槽 ; 第二段扇平，尖端褐色，非常

尖銳。 

 

 

觸角 水黽的觸角分為三節，第一節較二、三節長。

 

眼 顯微鏡下，水黽的眼睛有如蒼蠅的複眼一般。  

 

 

 

 

 

              

背部                      腹部 

（以上由林建佑同學以小畫家繪製） 

        

2 幼蟲的外型 

由於成長的不同，牠們的變化也有所不同。經過脫皮腹部也慢慢變長，翅膀長

出才會變成成蟲。水黽屬於不完全變態的昆蟲，牠一出生就和大水黽長得幾乎

一模一樣了，只是體形很小、也沒有翅膀。吃的東西其實也差不多，然而牠必

須經過 6 次脫皮後才能變為成蟲。 

 

 

           

 

 

                        幼蟲                             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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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水黽的行為及生活方式 
三、運動方式 

(一) 研究方法：觀察、記錄、實驗 

(二) 研究步驟：先觀察並列出水黽所有的運動方式 研究小組的每個成員利用課餘

時間自行去觀察水黽的運動方式並將觀察時間紀錄於表中 加總所有觀察時間

與次數 進行水黽飛行測試 

(三) 研究結果： 

研究小組利用課餘時間，觀察不定時的一段時間內水黽所出現的運動方式並且加

以記錄統計。由統計結果發現，水黽較常使用的運動方式依序是滑行、跳躍、游

水，而飛行則從未出現過，因此做了飛行測試的實驗，結果顯示，水黽由高空降

落時會展開翅膀，但卻無法用力鼓翅使身體飛起來。 

         

       

 

    

 

 

           飛行測試---將水黽往上丟 20 次，前五次水黽都直接掉落；後幾次水黽慢慢的斜 

                     飛，並且打開翅膀，使得落下的速度變慢，因此由實驗結果得知水黽 

                     的翅膀已退化而無法飛行。 

 

四、覓食行為 

(一) 研究方法：實驗、觀察 

(二) 研究步驟：先討論水黽在覓食時可能使用到的感官 決定操縱變因與控制變因

設計實驗方式與步驟 設計並自製實驗器材（暗箱） 進行實驗並紀錄實驗

結果 

(三) 研究結果：實驗結果發現，水黽在覓食時，並非只單一用足下的毛來感覺水波

並判斷食物的方向，牠同時也運用其視覺與嗅覺一起做判斷，因此便能很精準的

攫獲獵物。 

 測試水黽覓

食時使用的

感官 

實驗方法 實驗

次數

 

實驗結果 水黽覓食

時是否有

使用此感

官 

實驗

一 

 

足下的毛 將飼養箱放入自製的暗箱

中，並將小紙片剪成小塊，綁

在繩子上，模仿小昆蟲掉入水

中的方式，以顫動的方式落入

6 次 二次接近，其餘四次沒反應 

推論：應有使用足下的毛去

感應水波，而研究小組臆測

或許水波不同的強度會影

是 

觀察時間總合 運動方式及次數 發現 

33 分 滑行 

496 次

跳躍 

32 次

游水 

9 次 

飛行 

0 次 

1 較常運動的方式是滑行

2 受到驚嚇或遇到水花時

會用跳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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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4 秒鐘後打開暗箱觀察

水黽的位置是否有接近小紙

片的位置。 

響水黽的判斷，此點可作為

下次的研究探討主題。 

實驗

二 

 

視覺 輕聲靠近水黽棲息的水池邊 6 次 每一次水黽都迅速的逃

離，因此由此便可知道水黽

也透過它的眼睛來行動，甚

至覓食。 

是 

實驗

三 

 

嗅覺 先將小昆蟲放入只裝水的飼

養箱中，再把飼養箱放入暗箱

中，等無水波後將水黽由洞口

放入水中，五分鐘後觀察水黽

的反應。 

6 次 結果水黽每次都聚集過來

吸食小昆蟲的汁液。 

是 

                   

                                                         

                                         

                         

 

 

     

 

 

 

五、進食行為 

(一) 研究方法：觀察、照相記錄 

(二) 研究步驟：仿照自然情形下昆蟲落入水中 觀察、紀錄水黽的反應 分析、統

整結果 

(三) 研究結果：水黽具有刺吸式的口器，掉落在水面的昆蟲或其他生物掙扎所引起

的水波震動，都會引起水黽前來，他們會先以步足抓住獵物，再用刺吸的口器刺

入小蟲體內吸食體液。而獵物的大小也會影響水黽進食時的反應。 

進食程序： 

  

 

 

 

 

 

獵物較大時：用前腳抓住固定。 

獵物較小時：用前腳抓住獵物並搬

至他處，遠離同伴，

獨自享用。 

靠近

食物 
用口器插

入獵物並

吸食肉汁 

照片說明： 

在第三個實驗中，研究

小組正在進行暗箱實

驗。 

照片說明： 

拿起紙箱觀察水

黽的反應。 

照片說明： 

觀察水黽進食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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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交尾行為 

(一) 研究方法：觀察 

(二) 研究步驟：研究小組利用課餘時間觀察並照相 分析水黽交尾情形 

(三) 研究結果：水黽在交尾時，雄水黽會爬到雌水黽身體的上方，雌雄會呈一直線，   

且雄水黽會以前腳鉤住雌水黽的中腳，以便固定。 

                       

           

七、繁殖後代 

(一) 研究方法：資料搜尋 

(二) 研究步驟：資料搜尋 統整資料 

(三) 研究結果： 
1.產卵的方式--成蟲交尾後，雌蟲開始在水草的莖上產卵，每隻雌蟲一次大約可  

 以產下 60 個卵。雌蟲產下的卵，經過 12 天後，原本淡黃色的卵變成黑褐色， 卵 

 殼逐漸變薄，表示小若蟲快要孵化出來了。剛孵化出來的小若蟲馬上往上 "游

" ，使自己能浮出水面。孵化出的若蟲常和成蟲一起活動。若蟲要經過蛻皮、腹  

 部伸長、翅膀長出，才變為完全的成蟲。 

           2.產卵的環境--水黽的卵通常產在水草或落葉上，其它葉片較大的植物則不容易 

             發現水黽的卵塊。 

           3.卵的特徵：水黽的卵長約 0.2 公分，寬約 0.05 公分，長橢圓形，外表是淡黃色 

             的。 

 

八、食物來源與種類 

(一) 研究方法：實驗、觀察、記錄 

(二) 研究步驟：先不餵食水黽 3 天以排除水黽已飽足的狀況 蒐集各樣的動植物

仿照自然情況餵食 觀察、紀錄水黽的反應與反應時間 分析、統整結果 

(三)研究結果：由實驗得知水黽應屬於肉食性的昆蟲，且其對食物似乎也有好惡之

分，而在實驗中，雖然水黽會吸食蚯蚓的肉汁，但實際狀況下，水黽並不能

輕易的吃到蚯蚓；因此，水黽的食物主要還是以落在水面上的昆蟲或死屍為

主。 

 

食物種類 水黽的反應 反應時間 喜好的優先順序

照片說明： 

水黽交尾實況，民國 94 年攝

於日新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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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草 無反應 5 分後  

落葉 無反應 5 分後  

植物 

木頭 無反應 5 分後  

螞蟻 趨前攫取並吸食肉汁 3 分 3 

白蝴蝶 同上 4 分 4 

蟋蟀 同上 1 分 2 

豆娘 同上 30 秒 1 

蛾 同上 5 分 5 

蚯蚓 同上（活的蚯蚓至放在塑膠袋上面，

這樣蚯蚓才不會沉入） 

1 分 2 

動物 

(死的) 

蝌蚪 無反應 5 分後  

    

九、適合的生存環境 

(一) 研究方法：田野調查—調查福興鄉附近的水源地、記錄 

(二) 研究步驟：研究小組的每一成員利用假日於自家周圍環境尋找水黽並紀錄水黽

棲息的環境 綜合歸納水黽棲息地的種類 

(三)研究結果：水黽大多棲息於河流或沼塘的水面，水黽是一種在湖水、池塘、 水 

     田和濕地中常見的小型水生昆蟲， 幾乎終生生活在水面之上，多喜歡沒有水    

     草覆蓋的開闊水面。 

   

水黽棲息地 水質或周圍環境 

小水溝 水有些混濁、有樹葉 

漁塭旁小水溝 混濁、有雜草 

小排水溝 混濁 

水池 混濁、有雜草 

田地（水稻田） 乾淨、常澆水、不發臭、有很多雜草 

池塘 清澈、很多草都沒拔、裡面有蝌蚪、魚 

水圳 清澈、有蝌蚪 

 

十、天敵 

(一) 研究方法：資料搜尋、觀察（未能觀察到） 

(二) 研究結果： 

水黽不但對人類無害，反而能捕殺害蟲或成為魚類的食餌，因此魚類是水黽的第一

大天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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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飄浮實驗 
十一、 各種水質的實驗 

(一) 研究方法：實驗、觀察、記錄、資料蒐集 

(二) 研究步驟：列出想要實驗的水質 以清水作為對

照組 準備好之後將水黽放入各種水質中（每杯

水量約為 200 毫升） 觀察水黽反應並紀錄反應

時間 歸納並分析結果 

(三) 研究結果：由資料中歸納水黽能漂浮在水上   

的原因為--- 

1. 水黽體重很輕，只有 0.13 到 0.17 公克，跟一粒米差不多，自然可以輕

鬆浮在水面。 

2. 六隻又細又長的腳往外撐開，讓身體的重量，可以平均分佈在面積比較

大的水面，減輕壓力。 

3. 水黽的腳會分泌出油脂，因為油和水會產生表面張力，這樣水黽就不會

往下沈 

4. 水黽的腿能排開 300 倍於其身體體重的水量，並且水黽的一條腿就能在

水面上支撑起 15 倍於身體的重量而不會沉没，這就是這種昆蟲非凡浮

力的原因。   

5. 水黽的腳和腹部具有濃密毛叢的緣故，而這些毛叢乃由油質的細毛所形

成，內含空氣，使其充滿浮力 。 

而實驗後發現，水質的改變會直接破壞水的表面張力，而就算水黽有以上

浮在水上的優勢條件仍難逃水的表面張力銳減的強大威脅。        

            

加入水中的

物質 

量 水黽的反應 反應

時間

清水 200cc 未沈入 1 分 

肥皂水 200cc 水+一塊新肥皂

浸泡約 10 分鐘 

整隻沉入水底 8 秒 

鹽 20g 馬上翻肚趴在水面 1 秒 

醋 10cc 沉入水底 10 秒

糖 20g 趴在水面 5 秒 

沙拉油 10cc 馬上沉入 1 秒 

石灰 20g 後腳先沉入 9 秒 

碘 5cc 翻肚 12 秒

沙拉脫 10cc 趴在水面 8 秒 

（照片說明：水黽在不同水

質下的漂浮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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醬油 20cc 趴在水面 3 秒 

牛奶 100cc 趴在水面 3 秒 

洗潔劑 5cc 趴在水面 1 秒 

泥土 30g 趴在水面 1 秒 

40 度溫水 200cc 往燒杯邊跳並快速梳

腳，未沉入 

1 分

後 

6 度冰水 200cc 一開始快速滑動，最

後不動而沉入 

1 分 

表格說明：1.水黽在各種水質下無法漂浮的反應之優先順序「由反應快到慢」----- 

（鹽水、沙拉油水、洗潔劑、泥水） （醬油水、牛奶水） 糖水

（肥皂水、稀釋沙拉脫） 石灰水 稀釋的醋 稀釋的碘 6

度冰水 

                2.水黽在下列水質中仍然漂浮： 

                  清水、40 度溫水 

 

十二、 下雨天的水黽 

(一) 研究方法：實驗、觀察、記錄、資料搜尋 

(二) 研究步驟：討論實驗方式及步驟 準備水管及飼養箱 到校園水池進行實驗

觀察、計時並紀錄結果 

(三) 實驗結果：下雨天的水黽會藉由跳躍及藏匿在水草、岩石邊來躲避大雨，但 

若雨勢太大且無處可逃時，水黽便會被淹沒。 

 

 實驗步驟 實驗時間 實驗結果 

實驗一（露天水池） 模仿下雨天的情形，以

水管將水灑向水中並

觀察水黽的反應。 

5 分 水黽不斷跳躍甚至翻轉，且躲

在水草或岩石邊，實驗結束時

並未沉入水中。 

實驗二（飼養箱） 直接將大量水灑入飼

養箱內。 

5 分 水黽不斷跳躍，最後撐不住而

沉入水中。 

 

 

 

 

 

 

實驗一（露天水池）                    實驗二（飼養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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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急流中的水黽  

(一) 研究方法：實驗、紀錄、資料搜尋 

(二) 研究步驟：設計實驗方式與步驟 設計並自製實驗器材（急流罐） 進行實驗：

以直徑 3 公分的水管灌水入自製的急流罐中，依不同水量測水黽的反應並紀錄實

驗結果。 

(三) 研究結果：結果發現在每十秒鐘 2400ml 的水量下，水黽不敵急流而沉入水中。 

 

                                             

                                                  

照片說明：自製急流罐實驗 

                                         

  

 

  

陸、討論 
一、根據資料顯示，水黽具世界性分布，已知約 530 種，而我國共記錄 75 種，但研究小

組只找到四種，推論是受限於當地的自然環境，因此無法找到那麼多種類的水黽。 

二、在是否會飛翔的實驗中所得的結果是不會飛翔，但資料顯示水黽成蟲具有飛行能

力，是屬於水陸兩棲，且會在夜間飛行，因此進一步的研究或許可再針對這部分加

以釐清。 

三、水黽的棲息地多屬於不受污染的，且長輩們也說過去只要一下大雨就可以看到好多

水黽在路上的水灘上，因此水黽亦可以作為簡易的環境是否受污染的指標。 

四、水黽雖然是水陸兩棲，但經實驗後發現，一旦水黽因水的表面張力遭破壞而趴在水

面上，不久後他便會死亡。 

五、在雨天實驗中，水黽不斷的跳躍可能是要躲避水滴，而不斷翻轉則可能是因為水花

擊中水黽的身體而重心不穩。 

六、經實驗發現，水黽在大雨中或急流中，若無處躲避仍然會沉入水中，此點與所查閱

的資料中所提及「即使在狂風暴雨和急速流動的水流中也不会沉没」並不符合。 

七、研究中遭遇到的困難：想了解水波的強度是否會影響水黽對食物的感知，但卻不知

道用何種方法去取得答案。 

八、後續研究： 

(一)、夜間飛行的觀察，了解水黽是否會在夜間飛行。 

(二)、長期飼養水黽並觀察其生命週期。 

(三)、雌、雄水黽外型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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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論 
一、 水黽的種類、及外型的研究 

(一)、水黽體驅細長，身體輕盈，體型大小相差極大，由 1.7 毫米到 36 毫米不等，

以狹長的種類居多。絕大多數種類整個身體覆蓋由微毛組成的拒水毛。前足

粗短變形，具攫握作用，中、後足極細長向側方伸開，腿節與脛節約等長。

腹節長度亦較頭及胸長為短。 

(二)、幼蟲牠一出生就和大水黽長得幾乎一模一樣了，只是體形很小、也沒有翅膀。 

二、 水黽的行為及生活方式的研究 

    (一)、水黽較常使用的運動方式依序是滑行、跳躍、游水，而水黽由高空降落時會 

展開翅膀，但卻無法用力鼓翅使身體飛起來。 

  (二)、水黽在覓食時，並非只單一用足下的毛來感覺水波並判斷食物的方向，牠同 

時也運用其視覺與嗅覺一起做判斷，因此便能很精準的攫獲獵物。 

  (三)、水黽會先以前足抓住獵物，再用刺吸的口器刺入小蟲體內吸食體液。而獵物 

的大小也會影響水黽進食時的反應。 

(四)、水黽在交尾時，雄水黽會爬到雌水黽身體的上方，雌雄會呈一直線，且雄水

黽會以前腳鉤住雌水黽的中腳，以便固定。 

    (五)、成蟲交尾後，雌蟲開始在水草的莖上產卵。 

    (六)、魚是水黽的天敵。 

三、 漂浮實驗 

(一)、水質的改變會直接破壞水的表面張力，而就算水黽有許多浮在水上的優勢條

件，但仍難逃水的表面張力銳減的強大威脅。 

(二)、下雨天的水黽會藉由跳躍及藏匿在水草、岩石邊來躲避大雨，但 

若雨勢太大且無處可逃時，水黽便會被淹沒。 

(三)、實驗發現每十秒鐘 2400ml 的水量下，水黽不敵急流而沉入水中。 

四、 研究心得 

在這次的研究過程中除了學會研究方式與精神之外，也使我們體驗到並非所有查詢

到的資料一定完全正確，我們必須要有驗證的精神，找出真理；除此之外，在這次

研究完成後，我們整個研究小組對於水黽更加了解，也釐清了先前對於牠的種種疑

問，水黽真是一種可愛又有趣的生物，做了這研究也再次提醒我們生物的美妙與愛

護地球的重要；但唯一令我們深感抱歉及遺憾的是，我們很後悔做水質的研究，因

為先前不曉得水黽趴在水面後會很快就死掉，因此這個實驗造成很多水黽在實驗完

後就死掉，所以往後再做相關研究時我們會特別注意對實驗對象的生命尊重。 

 

捌、參考資料及其他 
  新學友書籍編輯部（民７９）。池塘與河流的動物８。台北市：新學友。 

  劉其之、劉大紋、江盈慧、湯玉梅（民８１）。兒童自然小百科５、１０。台北縣：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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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復書局編輯部（民７７）。認識冷血動物。台北市：光復。 

  光復書局編輯部（民８３）。兒童學習百科。台北市：光復。 

 王效岳（民７９）。和昆蟲交朋友。台北市：中華。 

  左漢榮（無日期）。取自：http：//contentl.edu.tw/publish/D01/material/503791/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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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材料的種類應注意，實驗設計宜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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