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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外來物種與本土物種對污染水質的忍耐度，及外來物種對本土生

態所產生的衝擊。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吳郭魚在家庭廢水與畜牧廢水的存活率皆大於馬

口魚；而且在對本土生態的影響方面，吳郭魚不僅會對馬口魚產生明顯的攻擊行為，亦會以

較小型的魚類與水中生物的卵作為其覓食的對象；再則，福壽螺對於本土水稻亦有啃食的現

象，造成水稻的死亡與生長不佳。

壹、研究動機

在進行南一版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五冊「植物的繁殖」單元時，學生已接觸到物種瀕臨滅

絕與相關保育的概含，繼而再進行第六冊「動物的生活」單元時，學生更接觸到一些本土物

種與外來物種的介紹，學生在網際網路與書面資料的蒐集過程中，皆得到一種訊息：「外來物

種的入侵導致許多本土物種數量的減少，甚至是滅絕。」但是，究竟外來物種有何高強的能

耐，居然能使長久居住於台灣本土的地頭蛇面臨滅絕的窘境，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其

次，學校乃是位於山上的小學，原本應該是生態豐富的環境，但學校附近的農田及溪流、池

塘及湖泊中，常見的卻是外來的福壽螺及吳郭魚，相對地，本 地 的 生 物 卻 鮮少 看 到 踪 影 。因

此，在學生們討論過後，乃決定以外來物種與本土物種為主題，研究到底外來物種是以什麼

樣的優勢來佔領本土物種的生活領域。

貳、研究目的

一、比較外來物種（吳郭魚）與本土物種（台灣馬口魚）的水質忍耐度。

二、探討外來物種（吳郭魚、福壽螺）對本土生態所產生的衝擊。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水族箱 二、過濾器 三、幫蒲 四、溫度計

五、加熱器 六、塑膠繩 七、水桶 八、石蕊試紙

九、廣用指示液 十、試管 十一、試管架 十二、滴管

十三、燒杯 十四、大型水箱 十五、汲水桶 十六、水稻

十七、石田螺 十八、福壽螺 十九、馬口魚 二十、大肚魚

二十一、蟾蜍卵 二十二、吳郭魚 二十三、廢水（家庭廢水、畜牧廢水）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外來物種（吳郭魚、福壽螺）與本土物種（台灣馬口魚、石田螺）的取得

在實驗之初，即思考要蒐集哪些外來物種與本土物種，在思考之後，即決定要蒐集

的物種：吳郭魚、福壽螺、台灣馬口魚、石田螺。

吳郭魚的蒐集是請友人協助蒐集，因為友人有朋友在開吳郭魚的魚塭，因此乃從他

的魚塭撈取實驗所需的吳郭魚。馬口魚的蒐集，則是向水族館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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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部分家長家中大多擁有菜園及水稻田，因此乃從他們的農田中，抓取需要的

福壽螺與石田螺。

總計，透過以上方式所蒐集得到的外來物種與本土物種如下：

表 4-1 實驗所需的本土與外來物種統計表

物種別 名稱

台灣馬口魚
本土物種

石田螺

吳郭魚
外來物種

福壽螺

二、水質的分析指標

在水質檢測的分析指標中，依性質可分為：物理性、化學性、生物性指標。在考量

學校現有的儀器設備、實驗技術與學生知識理解能力等的限制後，遂決定擷取其中幾項

較適宜的指標，來作為本實驗初步水質分析的依據。茲將所擷取的分析指標簡述如下：

（一）氣味：水若具有臭味，大多是由揮發性物質發出，因此可藉著鼻子來聞或

用嘴來嚐得知，但為實驗安全著想，此處只請學生用鼻子來聞，並分

析其氣味。

（二）外觀：對於水的外在特徵，可藉由視覺來加以判斷，如水質的顏色、是否

混濁、是否具有懸浮物、或是否具有沈澱物等。

（三）PH 值：PH 值＞7為鹼性，PH 值＜7為酸性，水質酸鹼程度對水中生物的生

長具有極大的影響，此處對於 PH 值的檢測工具，本實驗使用的是廣

用指示液與石蕊試紙。

三、實驗研究進度

本研究為求資料的完整蒐集與實驗的順利進行，乃規劃本實驗的進度如表 4-2：



3

表 4-2 實驗進度表

日期
家庭廢水

實驗
畜牧廢水

實驗
攻擊行為

實驗

吳郭魚對
大肚魚的
覓食行為

實驗

吳郭魚對
蟾蜍卵的
覓食行為

實驗

福壽螺對
稻子的覓
食行為實

驗
12.12-
12.18
12.19-
12.25

民
國
94
年 12.26-

01.01
01.02-
01.08

01.09-
01.15

01.16-
01.22
01.23-
01.29
01.30-
02.5
02.06-
02.12

寒 假

02.13-
02.19

02.20-
02.26

02.27-
03.05

03.06-
03.12
03.13-
03.19
03.20-
03.26
03.27-
04.02
04.03-
04.09

民
國
95
年

04.10-
04.16

四、外來物種（吳郭魚）與本土物種（馬口魚）對水質的忍耐度

台灣河川目前遭受污染的情形日益嚴重，其中以家庭廢水及畜牧廢水為常見污染。

是故，本研究以本土物種與外來物種為主題，探討牠們對上述的兩種廢水的忍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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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來物種與本土物種對家庭廢水的忍耐度

1.家庭廢水的取得

本研究的研究者在取水地點取水時，發現此處的水底已呈現接近黑色的

感覺，滿眼所見的是暗綠色的水草，而且污水在注入支流時，注水處浮

現類似洗潔劑或漂白劑的大片泡沫。（如圖 4-1、圖 4-2、圖 4-3 及圖 4-4）

圖 4-1 家庭廢水取水處的大片泡沫 圖 4-2 家庭廢水取水處的垃圾堆積

圖 4-3 取家庭廢水情形之一 圖 4-4 取家庭廢水情形之二

2.家庭廢水的水污染指標分析

運用水質分析指標來對所蒐集的家庭廢水進行分析。

3.觀察實驗的設計

（1）取兩個水族箱，分別標上A、B 的記號，並倒入家庭廢水。

（2）在水族箱中分別放入：

A 水族箱：台灣馬口魚 8隻。

B 水族箱：吳郭魚 8隻。

（3）每天除定時餵食飼料外，亦記錄觀察水族箱中的變化，並於兩個

星期後，統計各個水族箱 中不同生物的存活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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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來物種與本土物種對畜牧廢水的忍耐度

1.畜牧廢水的取得

本實驗的畜牧廢水取水地點有當地居民開設的養鴨場，本研究的研究者

在取水時，發現水質呈現深綠色，而且亦不時傳來陣陣的臭味。

2.畜牧廢水的水污染指標分析

運用水質分析指標來對所蒐集的畜牧廢水進行分析。

3.觀察實驗的設計

（1） 取兩個水族箱，分別標上A、B 的記號，並倒入畜牧廢水。

（2） 在兩個水族箱中，分別放入：

A 水族箱：台灣馬口魚 8隻。

B 水族箱：吳郭魚 8隻。

（3） 每天除定時餵食飼料外，亦記錄觀察水族箱中的變化，並於兩個

星期後，統計各個水族箱中不同生物的存活數目。

圖 4-5 取畜牧廢水情形之一 圖 4-6 取畜牧廢水情形之二

圖 4-7 取畜牧廢水情形之三 圖 4-8 畜牧廢水旁的鴨群



6

五、外來物種（吳郭魚、福壽螺）對本土生態所產生的衝擊

外來物種在介入本土生態環境後，造成本土物種的種類與數量日漸減少，其隱然有

取代本本物種的趨勢。究竟外來物種在入侵本土的生態後，是藉由何種途徑或方式

使得原有的本地物種日益減少，是我們本觀察實驗的重要課題，是故，本研究乃設

計相關實驗如下：

（一）外來魚種的攻擊行為是否對本土物種產生影響

在攻擊行為的實驗設計上，因為考慮到物種的數量與攻擊性，乃設計下述

的實驗組別，敘述如下：

1.取一個水族箱，並在水族箱中，分別放入馬口魚 5隻與吳郭魚 5隻。

2.觀察實驗的時間為四天，觀察的方式為每天觀察一次，每次三十分鐘，

並計算時間內不同魚種間的攻擊行為次數。

（二）外來魚種的覓食行為是否對大肚魚產生影響

在此觀察實驗中，原本計劃使用本土魚種之幼魚，但考量到生態保育的因

素，及本土魚種幼魚蒐集之困難度，因此，乃以體型較小的大肚魚取代，

其實驗步驟如下：

1.取一個水族箱在水族箱中，分別放入：吳郭魚 5隻（身長約 8公分）與

大肚魚（約 1.5 公分）50 隻。

2.每天記錄水族箱中大肚魚被吃掉的數目，並再次將大肚魚的數目補足為

50 隻。

3.觀察實驗的時間為一個星期，並於觀察時間結束後，統計各水族箱中大

肚魚被吃掉的總數目。

圖 4-9 撈取大肚魚的情形 圖 4-10 大肚魚的外觀

（三）外來魚種的覓食行為是否對蟾蜍卵產生影響

在此觀察實驗中，原本計劃使用本土魚種的魚卵，但考量到生態保育的因

素，及本土魚種魚卵蒐集之困難度，因此，乃以野外常見的蟾蜍卵取代，其

實驗步驟如下：

1.在水族箱中分別放入約 400 顆的蟾蜍卵和 1隻吳郭魚（身長約 8公分）。

2.觀察水族箱中的吳郭魚需幾天時間才能將蟾蜍卵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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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蟾蜍卵外觀之一 圖 4-12 蟾蜍卵外觀之二

（四）福壽螺的覓食行為是否對本土水稻種殖產生影響

1.取三個大型水箱，分別標上A、B 與 C 的記號，並在各個水箱中移植 24

叢水稻。

2.在水族箱中：

A 水箱：放入石田螺 15 顆。

B 水箱：不放入任何螺類。

C 水箱：放入福壽螺 15 顆。

3.觀察實驗時間為五個星期，並於期間內每天觀察三個水箱中的水稻情形。

圖 4-13 挖種稻子用的土之一 圖 4-14 挖種稻子用的土之二

圖 4-15 插秧情形之一 圖 4-16 插秧情形之二



8

伍、研究結果

一、外來物種（吳郭魚）與本土物種（馬口魚）對水質的忍耐度

（一）外來物種與本土物種對家庭廢水的忍耐度

1.家庭廢水的水污染指標分析

在蒐集到家庭廢水之後，即以本研究所設定的各項水污染指標進行相關的

分析（如圖 5-1 與圖 5-2），並根據本實驗所設計的觀察表格進行填寫，其

結果統整如表 5-1。

表 5-1 家庭廢水的水污染指標分析表

檢測指標 檢測情形 備註

氣味
家庭廢水的氣味臭臭的，聞起來像是混雜著草味與魚腥

味，還有明顯的洗潔精的味道。

顏色 淡淡的乳白色。

清澈

有點混濁 

混濁
混濁

非常混濁

從外觀看來，僅呈現淡淡的

乳白色，而且從水族箱的一

端仍可隱約透視到另一端，

所以只是有點混濁而已。

無懸浮物

少許懸浮物 

較多縣浮物
懸浮物

很多懸浮物

由於家庭廢水所呈現的顏色

較淡，所以仍可清楚的看到

水中的縣浮較少，而且其顆

粒很小。

無沈澱物

少許沈澱物

較多沈澱物

外觀

沈澱物

很多沈澱物 

在靜置家庭廢水一段時間

後，發現其沈澱物相當多，

在仔細觀察後，其沈澱物大

多為細砂與很小的碎石。

廣用指示液：呈現黃色，PH值為 6。

PH值 紅色石蕊試紙：不變色。

藍色石蕊試紙：變紅色。

水質為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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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藍色石蕊試紙變紅色但紅色石蕊試紙不變色 圖 5-2 家庭廢水加入廣用指示液變黃色

2.外來物種與本土物種對家庭廢水的忍耐度分析

在以家庭廢水飼養兩個星期後，其存活的結果如表 5-2、圖 5-3 所示：

表 5-2 外來物種與本土物種對家庭廢水的忍耐度分析表

台灣馬口魚 吳郭魚

原有數量（隻） 8 8

存活數量（隻） 2 8

存活率（％） 25 100

100%

25%

0%

20%

40%

60%

80%

100%

120%

吳郭魚 馬口魚

魚種

存
活

率
百

分
比

圖 5-3 馬口魚與吳郭魚在家庭廢水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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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家庭廢水中馬口魚死亡的情形之一 圖 5-5 家庭廢水中馬口魚死亡的情形之二

3. 從死亡的馬口魚外觀看來，皆有皮膚潰爛或脫皮的現象。

4. 由實驗結果，我們有以下的發現：

（1）吳郭魚在家庭廢水的存活率為 100％。

（2）馬口魚在家庭廢水的存活率為 25％。

（3）吳郭魚在家庭廢水的存活率大於馬口魚。

（二）外來物種與本土物種對畜牧業廢水的忍耐度

1.畜牧廢水的水污染指標分析

在蒐集到畜牧廢水之後，即以本研究所設定的各項水污染指標進行相關的

分析（如圖 5-6 與圖 5-7），並根據本實驗所設計的觀察表格進行填寫，其

結果統整如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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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畜牧廢水的水污染指標分析表

檢測指標 檢測情形 備註

氣味
畜牧廢水的氣味臭臭的，聞起來像是混雜著糞便、土味與

魚腥味的感覺。

顏色 土黃色。

清澈

有點混濁

混濁
混濁

非常混濁 

從外觀看來覺得相當的混

濁，呈現的是深的土黃色，

而且無法從水族箱的一端透

視到另一端。

無懸浮物

少許懸浮物 

較多縣浮物
懸浮物

很多懸浮物

畜牧廢水的外觀相當混濁，

但在觀察懸浮物的時候，卻

無法利用肉眼看到，因此推

測懸浮物的顆粒相當微小。

無沈澱物

少許沈澱物

較多沈澱物

外觀

沈澱物

很多沈澱物 

在靜置畜牧廢水一段時間

後，發現其沈澱物相當多，

但大部分是細質的砂子和小

顆粒的石子。

廣用指示液：呈現綠色，PH值為 7。

PH值 紅色石蕊試紙：不變色。

藍色石蕊試紙：不變色。

水質為中性

圖 5-6 紅、藍石蕊試紙皆不變色 圖 5-7 畜牧廢水加入廣用指示液變綠色

（與家庭廢水的呈黃色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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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來物種與本土物種對畜牧廢水的忍耐度分析

在以畜牧廢水飼養兩個星期後，其存活的結果如表 5-4、圖 5-8 所示：

表 5-4 外來物種與本土物種對畜牧廢水的忍耐度分析表

台灣馬口魚 吳郭魚

原有數量（隻） 8 8

存活數量（隻） 6 8

存活率（％） 75 100

100%

75%

0%

20%

40%

60%

80%

100%

120%

吳郭魚 馬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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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馬口魚與吳郭魚在畜牧廢水的存活率

圖 5-9 畜牧廢水中馬口魚死亡的情形之一 圖 5-10 畜牧廢水中馬口魚死亡的情形之二

3. 從死亡的馬口魚外觀看來，皆有皮膚潰爛或脫皮的現象。

4. 由實驗結果，我們有以下的發現：

（1）吳郭魚在畜牧廢水的存活率為 100％。

（2）馬口魚在畜牧廢水的存活率為 75％。

（3）吳郭魚在畜牧廢水的存活率大於馬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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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來物種（吳郭魚、福壽螺）對本土生態所產生的衝擊

（一）外來魚種的攻擊行為是否對本土物種產生影響之研究結果

1.根據實驗結果發現，其相互間的攻擊行為如表 5－5與圖 5－11 所示：

表 5-5 吳郭魚與馬口魚的攻擊行為次數分析表

魚種 攻擊類型 平均每 30 分鐘的攻擊次數 平均每 30 分鐘的總攻擊次數

吳郭魚攻擊吳郭魚 約 3.25 次
吳郭魚

吳郭魚攻擊馬口魚 約 41 次
約 44.25 次

馬口魚攻擊馬口魚 約 63.75 次
馬口魚

馬口魚攻擊吳郭魚 約 4.75 次
約 68.50 次

3.2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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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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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圖 5-11 吳郭魚與馬口魚的攻擊行為次數分析圖

2. 根據觀察實驗結果，我們有以下的發現：

（1）吳郭魚對同類魚種的攻擊次數較少，但對馬口魚的攻擊次數明顯較多。

（2）馬口魚對同類魚種的攻擊次數較多，但對吳郭魚的攻擊次數明顯較少。

（3）總結而言，馬口魚較少攻擊吳郭魚，反倒是吳郭魚比較會攻擊馬口魚。

（二）外來魚種的覓食行為是否對大肚魚產生影響之研究結果

1.根據實驗結果發現，吳郭魚會以較小型的魚類作為覓食的對象。

2.根據觀察記錄，吳郭魚對大肚魚的覓食關係如表 5－6、表 5－7 與圖 5－12

所示：

表 5－6 吳郭魚（五隻）之覓食行為對體型較小魚類之關係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總計隻數
平均每日

覓食隻數

吳郭魚（5 隻）

覓食隻數
24 44 41 31 32 34 23 229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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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吳郭魚（單隻）之覓食行為對體型較小魚類之關係

每日覓食隻數

吳郭魚五隻 32.7

吳郭魚單隻 6.5

24

44
41

31 32 3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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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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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圖 5－12 吳郭魚（五隻）之覓食行為對體型較小魚類之關係

3.根據觀察實驗結果發現，每隻吳郭魚每日大約捕食 6.5 隻大肚魚。

（三）外來魚種的覓食行為是否對蟾蜍卵產生影響之研究結果

1. 根據實驗結果發現，吳郭魚會以水中生物的卵作為覓食的對象。

2. 在觀察的過程中，在第六天時發現吳郭魚未吃完的蟾蜍卵已孵化為蝌蚪，

因此觀察活動便在第六天停止，並以此六天觀察的數據為依據，繪出吳郭

魚對蟾蜍卵的覓食關係如表 5－8與圖 5－13 所示：

表 5－8 吳郭魚（單隻）之覓食行為對蟾蜍卵之關係

放入蟾蜍卵的總數 孵化成蝌蚪的數目 吳郭魚六天覓食數量 吳郭魚每天覓食數量

約 400 顆 162 隻 約 238 顆 約 39.7 顆



15

41%

59%

已孵化為蝌蚪的比例

被吳郭魚吃掉的比例

圖 5－13 蟾蜍 卵 已 孵 化 與 被覓 食數 量之 闗係 關係

3. 根據觀察實驗結果發現，每隻吳郭魚每日大約捕食 40 顆蟾蜍卵。

（四）福壽螺的覓食行為是否對本土水稻種殖產生影響之研究結果

1. A 水族箱：

（1）生長情形良好，並未有稻株被啃食的現象。

（2）石田螺的殼上長出綠色的水草，顯示石田螺與周遭的生態相融合。

2. B 水族箱：生長情形良好，外觀翠綠，植株高度與 B 水族箱的植株一樣高。

3. C 水族箱：

（1）稻株被啃食現象明顯，已有數株水稻已被啃食至無法生長，因此，從

外觀上整體看起來，長得稀稀疏疏的。

（2）此水箱的稻株雖有長大，但平均植株的高度較其它兩箱來得低矮。

（3）此水箱上有許多福壽螺所產的卵，總計有 16 處，外觀呈粉紅色。

4.由以上實驗結果，我們有以下的發現：

（1）福壽螺會啃食本土養殖的水稻，造成水稻的死亡或生長情形不佳。

（2）石田螺並不會對本土水稻的養殖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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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放有福壽螺的稻秧：第 1 天 圖 5-15 放有石田螺的稻秧：第 1 天

圖 5-16 都不做處理的稻秧：第 1 天 圖 5-17 福壽螺的進食情形之一

圖 5-18 福壽螺的進食情形之二 圖 5-19 福壽螺的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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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 福壽螺與福壽螺的卵 圖 5-21 石田螺殼上長出綠色的水草之一

圖 5-22 石田螺殼上長出綠色的水草之二 圖 5-23 放有福壽螺的稻秧：第 35 天

圖 5-24 放有石田螺的稻秧：第 35 天 圖 5-25 都不做處理的稻秧：第 3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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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外來物種與本土物種對家庭廢水的忍耐度

（一）結果：吳郭魚在家庭廢水的存活率大於馬口魚。

（二）討論：

1.吳郭魚在其原生環境中，對所生存水質的要求並不高，因此，在歸化到台灣

後， 對家庭廢水污染的忍耐力較高；相反地，馬口魚的原生環境為潔淨的

溪水，因此，對家庭廢水污染的忍耐力較低。

2.從馬口魚死亡的外觀進行觀察，可發現死亡的馬口魚皆有皮膚潰爛的情形，

其原因推測可能是家庭廢水中的化學物質或污染物，導致台灣馬口魚的皮膚

產生病變，進而引起馬口魚的死亡。

二、外來物種與本土物種對畜牧廢水的忍耐度

（一）結果：吳郭魚在牧畜廢水的存活率大於馬口魚。

（二）討論：

1.吳郭魚在其原生環境中，對所生存水質的要求並不高，因此，在歸化到台灣

後，對畜牧廢水污染的忍耐力較高；相反地，馬口魚的原生環境為潔淨的溪

水，因此，對畜牧廢水污染的忍耐力較低。

2.從馬口魚死亡的外觀進行觀察，可發現死亡的馬口魚皆有皮膚潰爛的情形，

其原因推測可能是畜牧廢水中含有動物的排泄物與飼料，此些物質在水中分

解、發酵後，導致台灣馬口魚的皮膚產生病變，進而引起馬口魚的死亡。

（三）其它討論：為何家庭廢水中馬口魚的存活率會明顯低於在畜牧廢水中存活率。

1.可能因為家庭廢水的內含物多為洗潔精、清潔劑等化學性的物質，而畜牧廢

水則為動物排泄物或飼料等有機性的物質，所以相較之下，化學物質對馬口

魚的傷害較大，因此，其在家庭廢水中的存活率明顯較低。

2.另一原因推測為，由於家庭廢水的化學污染物質影響水中天然藻類與微生物

的生長，而畜牧廢水為動物排泄物等有機物質，對水中藻類的生長影響不

大，因此，在家庭廢水中馬口魚無法找到天然食物來源，所以存活率較低。

三、外來魚種的攻擊行為對本土物種產生之影響

（一）結果：馬口魚較少攻擊吳郭魚，反倒是吳郭魚比較會攻擊馬口魚。。

（二）討論：

1.雖然馬口魚的攻擊次數很多，但其所面對的性情較兇惡的吳郭魚，所以馬口

魚比較不敢攻擊吳郭魚，反倒是吳郭魚一直在攻擊馬口魚，從這個結果也可

再推論吳郭魚的攻擊性比馬口魚強。

（三）其它討論：在觀察過程中的其它發現。

1.在觀察過程中，發現第一天時，部分 馬口 魚就 有 魚鯺破 損 的 現 象，並同時發

現吳郭魚在攻擊馬口魚，故推測此種傷害為吳郭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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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來魚種的覓食行為對大肚魚產生之影響

（一）結果：吳郭魚會以較小型的魚類作為覓食的對象。

（二）討論：

1.由於吳郭魚對食物並不挑剔，因此，其亦會以較小型的魚類作為食物的來

源。是故，對本土魚種的幼魚而言，亦可能會成為被覓食的對象。

（三）其它討論：在觀察過程中的其它發現。

1.在吳郭魚與大肚魚的混養過程中，發現大肚魚大多是游在水族箱的上層，而

吳郭魚則是游在水族箱的下層，推測應該是因為大肚魚害怕吳郭魚的攻擊與

覓食，所以才產生分層群集的現象。

2.在實地觀察吳郭魚的覓食情形後發現，吳郭魚喜歡捕食較中小型的大肚魚，

推測應該是因為中小型的大肚魚可以一次吃進肚子裡，較為方便消化的關

係，有時，其亦會將難消化的魚頭部分吐出。

3.由於吳郭魚乃是屬於雜食性，但在水族箱的底部卻可發現大肚魚的屍體，其

原因推測在食物來源充足的時候，吳郭魚較喜於捕食活的對象。

五、外來魚種的覓食行為對蟾蜍卵產生之影響

（一）結果：吳郭魚會以水中生物的卵作為覓食的對象。

（二）討論：

1.由於吳郭魚對食物並不挑剔，因此，其亦會以水中生物的卵作為食物的來

源。是故，對本土魚種的魚卵而言，亦可能會成為吳郭魚的食物來源。

（三）其它討論：在觀察過程中的其它發現。

1.在觀察的過程中，發現吳郭魚對蜍蟾卵的覓食興趣並不強烈，推測可能是吳

郭魚雖會以卵為食物，但其並非是主要的食物來源之故。

2.吳郭魚每日覓食約 40 顆蟾蜍卵，推測此數目的蟾蜍卵體積可能接近於 6.5

隻大肚魚的體積，即接近其每日的進食量。

六、福壽螺的覓食行為是否對本土水稻種殖產生影響之研究結果

（一）結果：福壽螺會啃食本土養殖的水稻，造成水稻的死亡或生長情形不佳。

（二）討論：

1.推測是由於福壽螺喜食水稻或水生植物的葉子，因此在啃食的過程中，將造

成水稻的死亡或生長不佳；而石田螺則以水中的藻類與微生物為食物，因此

並不會影響水稻的生長。

（三）其它討論：在觀察過程中的其它發現。

1.在觀察的過程中，發現福壽螺自第三週開始產卵後，直至第五週觀察結束為

止，已在 16 個地方產卵，因此推測，福壽螺的生殖力極強，也可能藉著此

種優勢，不僅在台灣落地生根，亦已產生競爭的優勢。

2.在觀察的過程中，發現在第一週與第二週福壽螺的覓食行為最為頻繁，然後

隨著時間而遞減，推測其原因，可能是因為福壽螺喜食水稻的嫩葉，不愛吃

較老葉片的關係。

3.在觀察的過程中，石田螺的身上長滿了綠色的水草，顯示石田螺的存在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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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生態的平衡，反而能與此生態系和平共存。

柒、結論

一、吳郭魚在家庭廢水的存活率大於馬口魚，由此可知，台灣河川的污染乃是馬口魚日

漸稀少的主要因素之一，若欲從事復育或野放，須先針對台灣河川進行相關的整治

工作。

二、吳郭魚在畜牧廢水的存活率大於馬口魚，由此可知，台灣河川的污染乃是馬口魚日

漸稀少的主要因素之一，若欲從事復育或野放，須先針對台灣河川進行相關的整治

工作。

三、吳郭魚的攻擊性比馬口魚強，因此外來魚種對本土魚種的攻擊行為乃是其影響本土

生態的方式之一。

四、吳郭魚會以較小型的魚類做為覓食的對象，因此外來魚種對本土魚種幼魚的覓食行

為乃是其影響本土生態的方式之一。

五、吳郭魚會以水中生物的卵做為覓食的對象，因此外來魚種對本土魚種魚卵的覓食行

為乃是其影響本土生態的方式之一。

六、福壽螺會啃食本土養殖的水稻，造成水稻的死亡或生長情形不佳，因此常造成本土

農業的鉅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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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81548  土洋大戰 

1.研究動機立意佳，會有不同方式處理，但方式不佳，

應做改善。 

2.不易聚焦研究的主題，可單一化(如單一魚或螺)。 

3.實驗要有重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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