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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顧名』就能『思義』嗎？- 康樂山的棘渦蛛隱帶研究 

  

壹、摘 要： 
『顧名思義』這是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成語，但如果將『顧名思義』用在蜘蛛的『隱帶』

上，好像說不太通；蜘蛛的『隱帶』，這麼明『顯』的掛在蜘蛛網上，怎麼可以說是『隱』帶

呢？！  

我們的研究是以內湖區『康樂山』做為調查的區域，以一年期間，得到蜘蛛和隱帶在數

量、種類及生長上的關係；並針對台灣特有種『棘渦蛛』隱帶的形成、特性與功能所做的研

究。 

作品的價值在於幾乎是唯一『對區域內蜘蛛和隱帶的關係』及『棘渦蛛隱帶廣泛的功能

驗證』的研究。 

貳、研究動機 
我們兩人是六年的同學，更是距離不到 10 公尺的鄰居，常相約假日一起去爬山，在山

裏我們喜歡探險，找人少的路走，但最怕蜘蛛網突然出現在面前；雖然蜘蛛網令人畏懼，但

卻又令人感到好奇，造網性蜘蛛的生活、行動、捕食及繁殖都靠著這張牠精心織出的網，其

中更蘊含了許多尚不為人知的秘密；有些蜘蛛還會在網上以很密的 Z 字型編法織出一條條白

色明顯的條狀帶，有的是一條直線，有的是一個 X 型，有的是一個花紋型，有的是一個漩渦

型，有的更形成漩渦與直線的混合型，後來我們才瞭解到這個特殊明顯的白色帶狀絲就稱做

『隱帶』。 

漩渦型隱帶 X 型隱帶 花型隱帶 
 

直線隱帶 漩渦型+直線隱帶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名稱，這麼清楚讓人容易看到的影象，居然叫做『隱帶』，隱帶的用

途有很多種說法，有的說用來虛張聲勢以防止被獵，有的說用來隱藏自己以免被發現，有的

說可以反射特殊光線來誤導昆蟲，有的說可以吸引異性來增加繁殖機會，有的說可以增加蜘

蛛網的強度，有的說可以當做是障礙物來防止被鳥類撞到；奇特的隱帶，卻有這麼多種不同

的看法，那究竟隱帶的作用是如何的呢？這就是我們去探索及研究的動機。 

研究蜘蛛的資料寥寥無幾，研究隱帶的報告更是鳳毛麟角，以台灣特有種棘渦蛛隱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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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的更是幾乎沒有；我們先用了一年多的時間在做調查、觀察及辨識蜘蛛，再用一年

多的時間來做記錄、分析、培養、設計及實驗，用到了學校課程中「生命的共同性」、「生物

的多樣性」、「動物的構造與功能」、「動物對環境刺激的反應」、「動物的生殖」、「光的傳播」、

「交互的作用」、「生物與環境」及「創意與製作」的教學單元內容，來試著完成「蜘蛛」和

「隱帶」的專題。 

 
調查 

 
記錄 觀察 辨識 

 
培養 實驗 

 

參、研究目的 
一、 康樂山的蜘蛛與隱帶？ 

二、 棘渦蛛的蛛網？ 

三、 棘渦蛛的隱帶？ 

四、 隱帶功能的驗證？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塑膠瓶、玻璃瓶、紙箱、昆蟲觀察罐、魚缸、粗鐵絲、三波段太陽燈管、載玻片、小迴紋針

（每個 0.41 公克）、化妝棉（每片 0.1555 公克）、直流風扇、直流電源供應器、UV-3101PC 光

譜儀、數位相機、放大鏡、複式顯微鏡（50X-1000X）、解剖顯微鏡（20X-80X）、電腦、印表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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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康樂山的蜘蛛與隱帶 

（一）、關於『康樂山』 

1、我們的調查區域是選在社區前的『康樂山』；康樂山四周被

白鷺鷥山、大湖公園、大湖山莊、明舉山、安泰街、康寧護

專、公共電視台及康寧社區環繞著，分佈範圍在長約 1 公里、

寬 1 公里的四方形區域中，山區最高點是 121 公尺，全部的

步道長度約 4 公里。 

2、康樂山的地形東邊高，西邊低，最高點在東南方。 

3、我們調查及記錄一年期間康樂山各區的蜘蛛和隱帶情況。 
 
（二）、關於『蜘蛛』 

1、蜘蛛在生物的分類層次上是屬於『動物界』的『節肢動物門』的『蛛形綱』的『蜘蛛目』。 

2、因為隱帶只會在蜘蛛網上產生，所以我們調查的蜘蛛

只針對生活在蜘蛛網上的蜘蛛，徘徊性的蜘蛛沒有記

錄。 

3、每次調查時，我們會記錄蜘蛛網上的蜘蛛種類及數量，

也記錄是否有隱帶在蜘蛛網上。 

4、如果是肉眼無法辨識的小蜘蛛（身體長約 0.3 公分以

下），我們就不記錄了。 
 

（三）、關於『棘渦蛛』 

1、半年多調查後，我們決定用棘渦蛛做為隱帶實驗的對象，牠是臺灣特有種蜘蛛，每次調

查時幾乎都可以在山裏發現，而且幾乎都有隱帶在蜘

蛛網上。（其實若是沒有隱帶，幾乎不會發現牠） 

2、棘渦蛛屬於渦蛛科，雌蛛體長（不包括腳長）約 0.4-06 

cm，雄蛛較小，全身呈黃褐色；主要分布於山區的樹

林底層，結的網為圓網，和地面平行，從網心向外有

螺旋形或直線型白色隱帶，蜘蛛常躲藏在隱帶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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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棘渦蛛的蛛網 

為了後面的隱帶功能驗證實驗，我們須要培養棘渦蛛，並使牠們能結出許多相同大小又

完整的圓網；因此我們設計了下面的實驗。 

 
（一）、生長空間對於完整蛛網形成的影響。 

 
（二）、明暗亮度環境與蛛網形成的影響。 

 
（三）、其他關於棘渦蛛的生長與蛛網關係。

   

1、找出棘渦蛛的最小但是最容易結出完整蛛網的空間。 
2、用鐵絲繞成 5cm 到 15cm 不同直徑的鐵絲圈，每個鐵絲圈相差 1 公分直徑。 
3、每隔 2-3 天更換棘渦蛛到不同直徑的鐵絲圈。 
4、記錄結網情況，找出最佳的鐵絲圈直徑數值，以做為後面實驗使用。 

   

1、找出棘渦蛛最容易結出完整蛛網的明暗亮度環境。 
2、用 14cm 直徑的鐵絲圈（14cm 直徑是前一個實驗的結果），在不同亮度環境分別放

4 天（約 100 小時）。 
3、將每天分成四個時區，凌晨 12 點到上午 6 點，上午 6 點到中午 12 點，中午 12 點

到下午 6 點，下午 6 點到凌晨 12 點。 
4、用兩種亮度環境，一個是全暗的環境，放在沒有光線的紙箱中；一個是全亮的環境，

放在陽台的魚缸中，晚上並用太陽燈管日光燈持續照明。 
5、記錄在那個時區內結網，經歷多少時間。 

    

1、棘渦蛛在剛出生的幼蛛期、若蛛期、成蛛期、產卵期及產後期的蛛網差異。 
2、康樂山調查時，棘渦蛛生長的地點。 
3、棘渦蛛的成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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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棘渦蛛的隱帶 

為了隱帶的功能驗證實驗，除了使牠們能結出許多完整圓網外，還須要使牠們能容易結

出隱帶來；因此我們設計了下面的實驗。 

（一）、生長空間對於隱帶形成的影響。 

 
（二）、明暗亮度環境對於隱帶形成的影響。 

 
（三）、其他關於棘渦蛛的生長與隱帶的關係。 

   
1、找出棘渦蛛的最小但是最容易形成隱帶的空間。 
2、用鐵絲繞成 5cm 到 15cm 不同直徑的鐵絲圈，每個鐵絲圈相差 1 公分直徑。 
3、每隔 2-3 天更換棘渦蛛到不同直徑的鐵絲圈。 
4、記錄隱帶形成情況，找出最佳的鐵絲圈直徑數值，以做為後面實驗使用。 

   
1、找出棘渦蛛最容易形成隱帶的明暗亮度環境。 
2、用 14cm 直徑的鐵絲圈（14cm 直徑是前一個實驗的結果），在不同亮度環境分別放 4

天（約 100 小時）。 
3、將每天分成四個時區，凌晨 12 點到上午 6 點，上午 6 點到中午 12 點，中午 12 點到

下午 6 點，下午 6 點到凌晨 12 點。 
4、用兩種亮度環境，一個是全暗的環境，放在沒有光線的紙箱中；一個是全亮的環境，

放在陽台的魚缸中，晚上並用太陽燈管日光燈持續照明。 
5、記錄在那個時區內形成隱帶，經歷多少時間。 

   
1、棘渦蛛在剛出生的幼蛛期、若蛛期、成蛛期、產卵期及產後期的隱帶差異。 
2、棘渦蛛隱帶的形狀與形成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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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隱帶功能的驗證 
每種功能的實驗都分成三組比較，分別是『有完整圓網沒有隱帶』、『有完整圓網並有直

線隱帶』、『有完整圓網並有漩渦隱帶』的三種蜘蛛網來比對結果。 

（一）、隱帶對於蜘蛛網支撐重量的影響。 

 
（二）、隱帶對於蜘蛛網承受張力（風力）的影響。 

 
（三）、隱帶對於光線的反應。 

 
（四）、隱帶對於人類視覺肉眼觀察的比較。 

   
1、本來想使用小迴紋針（每個 0.41 公克）當實驗單位（以前實驗人面蜘蛛網強度時使用），

但大都放 1-2 個就造成破網，無法比較出差異。 
2、改用化妝棉（每片 0.1555 公克）當實驗單位才開始可以有差異。 
3、分別實驗在沒有隱帶、有直線隱帶及有漩渦隱帶下，蜘蛛網支撐重量的差異。 

 
1、使用可以控制風力強度的直流電風扇，用調整電壓來改變風力強度。 
2、如果網破了，就記錄造成網破的風扇電壓；如果網沒有破，就記錄蛛網因最強風力所

造成蛛網位置的移動距離。 
3、蛛網中心在距離風口 3cm 處，分別實驗沒有隱帶、有直線隱帶及有漩渦隱帶下，蜘

蛛網承受張力（風力）的差異。 

     
                                  （光譜儀）     （測量箱） 

1、搜集隱帶及蛛絲樣本，也搜集周圍葉片及花瓣的樣本。 
2、放入光譜儀的測量箱，做反射光譜的分析。 
3、光譜掃瞄波段從 200nm - 800nm（紫外光及可見光區域），間段變換是 0.5nm。 

   
1、 康樂山調查時，特別注意用肉眼觀察有沒有隱帶的差異。 
2、實驗隱帶對蜘蛛行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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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研究結果 

一、康樂山的蜘蛛與隱帶 
（一）、在 94 年一年的康樂山實地調查中，我們總共記錄到 892 隻在網上的蜘蛛，其中有 75

隻有隱帶在網上出現，累計的出現比例情況，得到下面的結果。 

 

（二）、康樂山最常發現的網上蜘蛛是： 

（三）、近看棘渦蛛： 

 
【肩斑銀腹蛛】 

35.58% 
（一年四季都有）

【橫帶人面蜘蛛】 
21.21% 

（11 月-3 月最多）

【人面蜘蛛】 
13.58% 

（4 月-8 月最多） 

 
【棘渦蛛】 

7.07% 最常看到的

有隱帶蜘蛛 

 
雌蛛腹部隆起如屋脊

雌蛛產卵囊後 
腹部隆起消失 

雄蛛全身黃褐色， 
腹部低矮 雌蛛絲疣 

雌蛛外雌器 第 1 步足觸鬚 

 
幼蛛（放大 40 倍，

每格 0.1 公分） 

 
棘渦蛛脫的殼 

（放大 4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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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棘渦蛛的蛛網 

（一）、生長空間對於棘渦蛛形成完整蛛網的影響。（5cm – 15cm 不同直徑的鐵絲圈） 

 

（二）、明暗亮度環境對於棘渦蛛蛛網形成的影響。（用 14cm 直徑的鐵絲圈） 

 

【說明】：”○”表示有結完整圓網；”X” 表示沒有結完整圓網；”-” 表示沒有實驗資料。
 

1、我們培養 12 隻棘渦蛛，共得到 75 個實驗資料。 
2、其中 14cm 直徑的鐵絲圈是最容易結出完整圓網的，所以後面的實驗都是用 14cm 直

徑的鐵絲圈所產生的蜘蛛網。 

 
1、我們培養 6 隻棘渦蛛，經過連續 9 天，共得到 12 組共 24 個實驗資料。 
2、得到不同亮度環境下結出完整圓網的次數、結出完整圓網的時區及結出完整圓網所須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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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關於棘渦蛛的生長與蛛網關係。 

1、不同生長期的蛛網。 

 
2、康樂山實地調查中，我們總共記錄到 63 隻棘渦蛛，發現的地點統計如下。 

 
3、餵給的食物與成長。 

 

 
在鳳尾蕨間發現的棘渦蛛 

有 90% 

 
其他地方或樹幹間發現

的棘渦蛛 10% 

 
剛出生的小蛛 

（附著在原有網上）

若蛛（織出完整但不

均勻的圓網） 

 
成蛛 

（完整又均勻的圓網） 
產卵囊後（只修補卵囊

附近的網–網很凌亂）

棘渦蛛蛛網 
 

蛛網（橫絲無黏球）
 

蛛網接點（1000 倍） 
 

棘渦蛛蛛網附有隱帶

 
等待成長 

吃東西長大 
（正在捆螞蟻） 

 
吸食螞蟻 

脫殼 

 
求偶交配 

產卵後分泌蛛絲 
層層將卵包裹成卵囊 

（94 年 12 月 31 日）

 
一直附著在卵囊上

95 年 1 月 21 日離開 
（約 21 天） 

成群剛出生的 
小棘渦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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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棘渦蛛的隱帶 

（一）、生長空間對於棘渦蛛隱帶形成的影響。（5cm – 15cm 直徑的鐵絲圈） 

 

（二）、明暗亮度環境對於棘渦蛛隱帶形成的影響。（用 14cm 直徑的鐵絲圈） 

 
【說明】：”X”表示沒有結隱帶；”l” 表示有結直線隱帶(稀)；”ll” 表示有結直線隱帶(密)； 

”○” 表示有結漩渦形隱帶(稀)；”◎” 表示有結漩渦形隱帶(密)；”-” 表示沒有實驗資料。
 

1、我們培養 12 隻棘渦蛛，共得到 75 個實驗資料。 
2、其中 14cm 直徑的鐵絲圈是最容易形成隱帶的，所以後面的實驗都是用 14cm 直徑的

鐵絲圈所產生的蜘蛛網。 

 
1、我們培養 6 隻棘渦蛛，經過連續 9 天，共得到 12 組共 24 個實驗資料。 
2、得到不同亮度環境下結出隱帶的次數、結出隱帶的時區及結出隱帶所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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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關於棘渦蛛的生長與隱帶關係。 

1、棘渦蛛在不同生長期的隱帶差異。 

 

2、棘渦蛛隱帶的形狀與形成的過程。 
(1)、直線隱帶：由一端往另一端編織過去，中間較粗，兩端較細，長度在 3 ~ 5cm 間。 

 
(2)、漩渦隱帶：由外圈開始螺旋形往內圈結去（不是圓形），有順時鐘方向，也有逆時

鐘方向，直徑在 1.5 ~ 3cm 間。 

過程： 
 

（第 2 圈） （第 3 圈） （第 4 圈） （第 5 圈）
 

（第 6 圈） （第 7 圈）

(3)、特殊罕見的棘渦蛛隱帶形狀：（書上沒有記錄） 

 
直線加漩渦隱帶 

 
X 型隱帶，左下方是脫的殼

 
立體的直線隱帶 

 
卜字型隱帶 

(4)、棘渦蛛的漩渦隱帶圈數： 我們記錄了 21 隻在康樂山中的漩渦隱帶圈數，及 19 隻

在家中培養的棘渦蛛漩渦隱帶圈數，得到下面的結果。 

 
幼蛛時 

（沒有隱帶） 

 
若蛛及成蛛時 

（漩渦或直線隱帶） 

 
結卵囊及保護卵囊時

（附在卵囊上沒隱帶）

結卵囊後 
（漩渦或直線隱帶）

 
直線隱帶 

 
漩渦隱帶 

 
漩渦隱帶 漩渦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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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隱帶功能的驗證 

（一）、隱帶對於蜘蛛網支撐重量的影響。 

 

（二）、隱帶對於蜘蛛網承受張力（風力）的影響：針對沒有隱帶、有直線隱帶及有漩渦隱帶，

我們共做了 17 次實驗，扣除其中 2 次實驗中網破裂，共得到 15 個有效的數據，結果

如下。 

 

1、我們培養 8 隻棘渦蛛，共得到 14 個實驗資料。 

2、其中 1 隻因為產卵而停止實驗，另外 4 隻在完成所有實驗前就先脫逃了。 

3、總共有 3 隻棘渦蛛完成了 3 種情況的全部實驗，也得到了承載重量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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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隱帶對於光線的反應。 

反射光譜圖 

 

圖中的藍色線是隱帶的反射光譜 

圖中的綠色線是綠葉的反射光譜 

圖中的紅色線是紅花的反射光譜 
 

（四）、隱帶對於人類視覺肉眼觀察的比較。 

我們特別記錄了 5 次同一地點在有隱帶和去除隱帶後的情況，共得到 5 組比較照片。 
 

 比較-1 比較-2 比較-3 比較-4 比較-5 

有隱帶 
觀察 

  

沒隱帶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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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論 

一、康樂山的蜘蛛與隱帶 

（一）、在 94 年的康樂山實地調查中，892 隻網上蜘蛛中，屬於會結隱帶的蜘蛛和不該有隱

帶但卻出現隱帶的蜘蛛共有 81 隻，種類及比例如下。 

 

（二）、康樂山見到的隱帶樣式： 

 

（三）、特殊的類似隱帶情況：調查中，有 3 個特別情況，這在其它同種蜘蛛中並未發現，而

且書本中資料也沒有記載，所以我們並不把牠們歸納為是會結隱帶的蜘蛛。 

 
棘渦蛛 

直線隱帶 
棘渦蛛 

漩渦隱帶 

 
棘渦蛛 

又直又漩隱帶 

 
變異渦蛛 

變形漩渦隱帶 

 
刺佳蛛 

直條隱帶 

 
中型金蛛 
X 型隱帶 

 
中型金蛛 
直條隱帶 

 
長圓金蛛 
花型隱帶 

 
長圓金蛛 
直條隱帶 

熱帶塵蛛 
直條隱帶 

   
泉字雲斑蛛，93 年 11 月 21
日，只發現一次，很像立體的

漩渦型隱帶，紋路特殊。 

人面蜘蛛(紅腳黑身)，94 年 6
月 5 日，很像直線型隱帶，

但只發現過一次。 

人面蜘蛛，94 年 8 月 14 日，

比較像是修補蛛網的粗線，

常會看到類似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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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棘渦蛛的蛛網 

（一）、生長空間對於棘渦蛛形成完整蛛網的影響。 

 
（二）、明暗亮度環境對於棘渦蛛蛛網形成的影響。 

 
1、我們分析棘渦蛛結完整圓網的成功率發現，隨著鐵絲圈變大，成功率就提高，但到了

14 公分後就開始降低。 
2、每次實驗後要餵食棘渦蛛，再將舊網全部清除重來，雖然這個實驗花了很多時間，但

14 公分這個數據對我們後面要產生圓網做實驗很重要。 
3、14 公分是棘渦蛛產生完整圓網的最佳空間，另一重要條件就是要找出那個空間最適

合結隱帶。 

 

1、分析亮度環境對於棘渦蛛蛛網形成所須的時間來看，在全暗環境所須時間（平均 21
小時）遠比全亮環境（平均 72 小時）少很多（約只須 1/4 – 1/3 的時間），而且成

功率較高（80%以上）。 
2、我們再分析結網的時區也都在晚上 6 點到早上 6 點間，全暗環境甚至主要是在晚上

12 點到早上 6 點間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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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關於棘渦蛛的生長與蛛網關係。 

1、關於棘渦蛛的蛛網。 

(1)、圓網在若蛛和成蛛期間都可以產生，但若是要很均勻漂亮就只有在成蛛期。 

(2)、在作蛛網承載時，我們有記錄 14 組棘渦蛛蛛網的橫絲（14 公分直徑鐵絲圈，也就

是 7 公分半徑時），平均是有 30.85 條橫絲，也就是平均每公分有 4.4 條橫絲。 

(3)、在作蛛網承載時，我們也記錄 14 組棘渦蛛蛛網的縱絲（14 公分直徑鐵絲圈，也就

是 43.98 公分圓周時），平均是有 49.5 條縱絲，也就是平均每公分有 1.125 條縱絲。 

 

2、康樂山實地發現棘渦蛛地點與蛛網的聯想。 

(1)、我們培養棘渦蛛的魚缸內所用的土和植物，是挖掘康樂山發現棘渦蛛的地點採集而

來。 

         

(2)、培養過程中，常發現土中會產生小飛蚊，而這些小飛蚊常因在往上飛的過程中，被

棘渦蛛蛛網黏著住，而被棘渦蛛捕食掉，這個現象使我們瞭解到，為何棘渦蛛的蛛

網朝下而且棘渦蛛又在網下生長，卻又能方便的獵得食物。 

 

3、關於棘渦蛛的成長。 

(1)、棘渦蛛肉食性，螞蟻和蚊子很合口味，但死的螞蟻不吃，會將牠撥到網下。 

（清除死螞蟻）       （獵食活螞蟻）  

(2)、獵物先捆絲後，再咬在口中分泌口液後吸食，吸食後的骨骼殘渣再將牠撥到網下。 

（捆絲）   （被捆的螞蟻）   （骨骼殘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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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棘渦蛛的隱帶 

（一）、生長空間對於棘渦蛛隱帶形成的影響。 

 
（二）、明暗亮度環境對於棘渦蛛隱帶形成的影響。 

 
1、我們分析棘渦蛛形成隱帶的成功率發現，隨著鐵絲圈變大，成功率就提高，但到了

14 公分後就開始很快的降低。 
2、每次實驗後要餵食棘渦蛛，再將舊網舊隱帶全部清除重來，雖然這個實驗花了很多

時間，但 14 公分這個數據對我們後面要產生圓網及產生隱帶來做實驗很重要。 
3、14 公分是棘渦蛛產生完整圓網的最佳空間，又恰巧是產生隱帶的最佳空間，這一巧

合對我們非常幸運。 

  

1、分析亮度環境對於棘渦蛛隱帶形成所須的時間來看，在全暗環境所須時間（平均 23
小時）遠比全亮環境（平均 76 小時）少很多（約 1/3 的時間），而且全部成功結

隱帶。 
2、我們再分析結網的時區也幾乎都是在晚上 6 點到早上 6 點間，尤其全暗環境更是全

在晚上 12 點到早上 6 點間結網。 
3、從結網和結隱帶的時間及時區來看，棘渦蛛須先結網後才結隱帶，不是同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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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關於棘渦蛛的生長與隱帶的關係。 

1、棘渦蛛在不同生長期的隱帶差異。 

(1)、有一種說法是『生殖時期，雌蛛產下卵囊置於網上，

與蜘蛛背對而立；同時，白色隱帶也由螺旋形變成直

線形。』；我們所觀察到的 3 個棘渦蛛產卵囊後都沒

有再結隱帶，和書上說的並不一樣。 

(2)、另一種說法『隱帶用來吸引異性』；我們的觀察中，

棘渦蛛求偶過程都是雌蛛被動不離網而且有隱帶，雄

蛛到處找雌蛛交配，加上產卵後，因為雌蛛就不太結

隱帶，所以造成這種說法，但是棘渦蛛的雄蛛和雌蛛

都會結隱帶，似乎也不符合『隱帶用來吸引異性』的

說法。 

(3)、整個觀察過程中，幼蛛沒有結隱帶，產卵後也沒有結隱帶；但何時結直線隱帶，何

時結漩渦隱帶，是一個可以再深入研究的部份，初步只能說和在家中或在山中的因

素有關。 

 

2、棘渦蛛的直線隱帶與漩渦隱帶。 

(1)、棘渦蛛的直線隱帶：左右編織，有一些凌亂的重疊，絲密而且紮實，很像卵囊編織

的方法，但沒有卵囊編織的密，300 倍放大的隱帶與蛛絲可以看出差異。 

 
直線隱帶(20X) 

 
直線隱帶(40X) 

 
直線隱帶(60X) 

 
直線隱帶(80X) 

 
直線隱帶(120X) 直線隱帶(200X) 

 
直線隱帶(300X) 

 
隱帶與蛛絲(3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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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棘渦蛛的漩渦隱帶：由外向內拉絲編織，但不是對向網心，因為棘渦蛛編漩渦隱帶

的角度，和直線隱帶比起來，比轎稀、比較鬆散也比較凌亂，從 300 倍放大的隱帶

與蛛絲可以看出與蜘蛛網絲的差異。 

  

(3)、棘渦蛛的漩渦隱帶圈數： 

 
漩渦隱帶(20X) 

 
漩渦隱帶(40X) 

 
漩渦隱帶(60X) 

 
漩渦隱帶(80X) 

 
漩渦隱帶(120X) 

 
漩渦隱帶(200X) 

 
漩渦隱帶(300X) 

 
隱帶與蛛絲(300X)

 
在康樂山看到的棘渦蛛漩渦隱帶平均是 5.43 圈，家中飼養到的棘渦蛛漩渦隱帶平均

是 7.47 圈，但是康樂山看到的棘渦蛛漩渦隱帶較粗，家中飼養到的棘渦蛛漩渦隱帶較細，

如下圖；結論是隱帶粗，圈數就少，隱帶細，圈數就多 - 我們的推論有二，一是因為牠

們要取得相同的「覆蓋面積」，目的應該是「隱藏」；另一是因為山中和家中的風力不同，

為了支撐蛛網，所以粗細不同，這是由第四部份隱帶實驗推論來的。 

  
康樂山看到的棘渦蛛 

漩渦隱帶較粗。 
家中飼養到的棘渦蛛 

漩渦隱帶較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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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隱帶功能的驗證 

（一）、隱帶對於蜘蛛網支撐重量的影響。 

 

（二）、隱帶對於蜘蛛網承受張力（風力）的影響。 

 
1、有 3 隻棘渦蛛做完全部的 9 個實驗，在直線隱帶時平均可增加 9%的承載重量，在漩

渦隱帶時平均可增加 18%的承載重量。 
2、將平均值和各組實驗值對照，除棘渦蛛-H 在沒有隱帶和有直線隱帶處相同，其他都

符合這個平均值結果。 
3、所以我們的結論是 - 直線隱帶可增加約 9%的承載重量能力，漩渦隱帶可增加約 18%

的承載重量能力。 

1、這個實驗本來是想研究有沒有隱帶對於蜘蛛網承受張力的影響，雖然我們覺得風力已

經控制到可以很強了（到 30 伏特），但因只有造成二個蜘蛛網破裂，所以就無法來

分析隱帶對於張力的影響。 
2、但因為有記錄有沒有隱帶時造成蜘蛛網被吹動的距離發現，沒隱帶時平均是 2cm，直

線隱帶時平均是 2.3cm，漩渦隱帶時平均是 4cm，說明隱帶會增加風通過的阻力，

造成蜘蛛網更大的位置移動，這對於蜘蛛網是不利的。 
3、風力與隱帶間似乎有不利與輔助補強的關係，這是我們要再深入發掘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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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隱帶對於光線的反應。 

1、有種說法「隱帶對於藍光、綠光及紫外線會有特別的反射效果（因為昆蟲對這三種光特

別靈敏）」，這在我們的光譜圖上看不出來。 

2、我們試了綠葉，發現綠葉的反射光譜在綠色光處特別明顯。 

3、我們也試了紅花（帶紫色），發現紅花的反射光譜在紅色光處及紫色光特別明顯。 

4、我們在測量隱帶時，發現隱帶的反射光譜在紫外光處有一些反應，但卻不是加強，其他

顏色則沒有特別反應。 

5、所以我們認為隱帶與光線沒有關係。 

 

（四）、隱帶對於人類視覺肉眼觀察的比較。 

1、棘渦蛛隱帶讓我們容易發現棘渦蛛蛛網的存在，但卻不容易讓我們確定（或看出）是否

有棘渦蛛在蜘蛛網下面 – 這算是棘渦蛛隱帶有隱藏的功能（人眼情況）。 

2、當我們碰觸到棘渦蛛蛛網時，牠會往邊緣有葉片處躲藏，再碰觸牠所躲藏的葉片時，棘

渦蛛會再躲回隱帶下 （一般蜘蛛跑出去，再碰觸也不回來）- 這算是棘渦蛛用隱帶來

隱藏的功能（蜘蛛行為）。 

3、棘渦蛛隱帶與中形金蛛隱帶的表現剛好相反，如下圖，棘渦蛛隱帶比中形金蛛隱帶有隱

藏的效果。 

4、以上是用人的眼睛所判斷的。 

 
 
（棘渦蛛隱帶讓我們

『不容易判別』是否有

棘渦蛛在網下 
 - 這張照片『有』棘

渦蛛） 

 
（棘渦蛛隱帶讓我們

『不容易判別』是否有

棘渦蛛在網下 
 - 這張照片『沒有』

棘渦蛛） 

 
（中形金蛛隱帶讓我

們『更容易』發現是否

有中形金蛛在網上 
 - 這張照片『有』中

形金蛛） 

（中形金蛛隱帶讓

我們『更容易』發現

是否有中形金蛛在

網上 
- 這張照片『沒有』

中形金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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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論 

  一、康樂山從最高點向四個方向延伸，造成各區域光照、風力及濕度明顯不同，所以生態

也明顯不同，因而也產生了蜘蛛的多樣性。 

  二、常在康樂山蛛網上看到的蜘蛛約有 20 幾種，其中最容易發現的是『肩斑銀腹蛛』

（35%）、『橫帶人面蜘蛛』（21%）和『人面蜘蛛』（13%），但是橫帶人面蜘蛛與人面

蜘蛛有明顯的季節性出現變化。 

  三、在康樂山可以看到蜘蛛網上有隱帶的機會大概是百分之八（8.4%），其中最常見的是

棘渦蛛（佔有隱帶的 74%），牠是台灣的特有種蜘蛛，也是有隱帶蜘蛛中隱帶變化最

多的一種，有直線型、順時鐘漩渦型、逆時鐘漩渦型，以及較難見到的直線又漩渦型

及 X 型隱帶，甚至還有立體直線、卜字型的，只差花紋型隱帶還沒有出現過。 

  四、14cm 直徑的空間是最適合棘渦蛛結網及結隱帶的空間。 

  五、棘渦蛛是夜行性，結網時間都在晚上 6 點到早上 6 點間，結隱帶時間都在晚上 12 點

到早上 6 點間，牠先結網再結隱帶，不是結好網馬上結隱帶；若是在整天是黑暗環境，

產生蛛網及隱帶的等待時間比整天是全亮環境快很多（約 1/3 時間）。 

  六、棘渦蛛是肉食性，不吃死的獵物，捕捉獵物捆絲吸食丟棄骨骼部份，最常在鳳尾蕨間

結網生活。 

  七、剛出生的幼蛛不結網也不結隱帶，產卵後護卵的成蛛只會補網不結新網也不結隱帶，

期間的若蛛及成蛛會結網也會結隱帶，棘渦蛛隱帶則沒有特殊的生長期辨別方法。 

  八、漩渦型隱帶讓我們容易發現棘渦蛛的窩，但卻不容易確認隱帶下是否有棘渦蛛，再加

上隱帶若細，它的圈數就多，隱帶若粗，它的圈數就少，這一點可以推論它要有一定

的覆蓋面積來隱藏自己，所以棘渦蛛隱帶是有隱藏功能的。 

  九、棘渦蛛隱帶會造成遇到風時阻止增加，這對蜘蛛網是不利的，會造成容易破壞蜘蛛網，

還好隱帶也同時增加了蜘蛛網的承受能力，減少了蜘蛛網被破壞的機率，所以棘渦蛛

隱帶有增強棘渦蛛蛛網的能力。 

  十、棘渦蛛的雄蛛及雌蛛都會結隱帶，甚至還不到交配期，還在脫殼的若蛛都會結隱帶，

所以棘渦蛛隱帶並不是為了吸引異性，增加交配之用。 

  十一、棘渦蛛隱帶並沒有對綠光、藍光和紫外線有特別的反應來騙過昆蟲的複眼。 

  十二、棘渦蛛是在隱帶下方，不像金蛛是貼在隱帶外方，所以棘渦蛛隱帶並沒有虛張聲勢，

壯大自己欺敵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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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如果是用『觀察和推論』的結果來看『隱帶』，『隱帶』確實是有一些『隱藏』的效

果，這個結論就符合『顧名』就能『思義』的說法；但如果是用『實驗數據』的結果

來看『隱帶』，則『隱帶』似乎應稱作 - 『穩帶』比較合乎它的表現，這個結論就不

符合『顧名』就能『思義』的說法了。在山中和在家中從隱帶的粗細不同、圈數不同，

還有直線和漩渦型的出現機會，以及隱帶對蛛網支援的加強等許多蛛絲馬跡看來，隱

帶和風力應有密切的關係，也應該是隱帶產生的主要原因，這也是我們再繼續探討的

隱帶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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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31703  「顧名」就能「思義」嗎？-康樂山的棘渦蛛隱帶

研究 

本實驗為一生態學實驗，其地區性取材長期觀察的過程均符

合生態實際要意，結果之分析亦有概括性，尤其具備〝創新

研究〝的內涵。本研究題目似可著重於〝物種之研究〝而非

〝地點/物種之研究〝則較有延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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