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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莊市青年公園中，我們發現到石頭越多的棲地上，蜘蛛的族群密度越高，平均

約為 10隻/平方公尺。在生活史探討中，我們發現到蜘蛛會在巢內抱卵，每一個巢內會

有 1 ~ 2個卵囊，卵囊內有 15 ~ 16顆的卵；小蜘蛛為黃褐色，天生就能夠吐絲，築出

的巢較小。雌蜘蛛較雄蜘蛛大約 1.7倍，雄蜘蛛的觸肢膨大，雌蜘蛛的體色較深，背上

白色斑紋較明顯，雄蜘蛛的巢比雌蜘蛛的巢小很多。 

在吊鐘姬蜘的築巢方式，我們發現到蜘蛛築出鐘形巢的方式是將一顆顆的土粒捆綁

後，垂吊到固定的位置，調整位置後，蜘蛛再躲入巢中。 

在採集的巢中，我們發現到吊鐘姬蜘的巢除了有土粒之外，還會選擇樹葉，平均一

個巢的土粒組成為 59 %、葉片為 41 %。牠的體型介於 0.1 ~ 0.3 cm，對於土粒主要是

選擇 0.1 ~ 0.3 cm，對於葉片的選擇主要是介於 0.1 ~ 1.0 cm。 

吊鐘姬蜘能夠選擇紙片、冰糖、木屑、鉛筆屑、綠豆碎片、塑膠袋碎片來築巢；在

混合片狀和顆粒狀材料的情況下，牠對於片狀材料的選擇能力較強，蜘蛛最主要是選擇

鉛筆屑、紙片和葉片，顆粒狀則選擇土粒。 

在均勻分散或聚集成堆的四色紙片中，我們發現到牠對黃色特別敏感。在紅色和綠

色紙片中，牠喜歡用紅色紙片來築巢；在綠色和黃色紙片中，牠喜歡用黃色的紙片來築

巢；對於藍色和紅色紙片的選擇，牠喜歡用藍色的紙片來築巢。 

壹、研究動機 

我們到野外踏青通常會找找看樹上或土堆中有什麼生物存在，在一次偶然的機會

中，我們發現到小石塊下方，有許多像吊鐘一樣的小土堆。 

當進一步觀察這些小土堆時，我們發現到小土堆中藏有一種生物，我們發現到這

種小生物竟然是蜘蛛，這種蜘蛛與我們印象中的會織網的蜘蛛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

們想更進一步的研究牠。 

在形形色色的生物一章中介紹到節肢動物門中的蜘蛛，對於蜘蛛我們只知道牠有

四對步足，外表有硬殼，全深覆有毛，而且會編織網狀的絲線，為什麼這種蜘蛛要築

吊鐘型的小土堆？如果我們用別的材料讓蜘蛛築巢，牠能夠築巢嗎？ 

 

吊鐘姬蜘的空中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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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 蜘蛛的種類鑑定 

二、 新莊青年公園吊鐘姬蜘的棲地調查和族群密度分析 

三、 吊鐘姬蜘的生活史 

四、 吊鐘姬蜘的築巢方式 

五、 吊鐘姬蜘築巢材料的種類 

六、 吊鐘姬蜘對不同材料的選擇能力 
七、 吊鐘姬蜘對不同顏色紙片的選擇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1. 昆蟲箱      2. 燒杯        3. 解剖顯微鏡     4. 水彩筆      5. 乙醚         

6. 方格紙      7. 相機        8. 尺             9. 剪刀       10. 篩網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蜘蛛的種類鑑定 

1. 以水彩筆將蜘蛛放置於培養皿中，將沾有乙醚的棉花放在培養皿中，將蜘蛛麻

醉方便觀察蜘蛛的外部形態。 

2. 利用解剖顯微鏡觀察蜘蛛的外部形態，將蜘蛛的外部形態繪圖記錄下來，以便

做為分類的依據，查詢台灣蜘蛛的檢索表鑑定出蜘蛛的種類。 

二、新莊青年公園吊鐘姬蜘的棲地調查與族群密度分析 

1. 野外實地觀察新莊青年公園吊鐘姬蜘棲地的不同，每一個棲地選定 10個不同
的樣區，利用皮尺拉出長 1公尺高 1公尺的正方形，察看所有的巢，算出總共

有多少隻的蜘蛛？ 

 

 

 

 

 

 

 

 

 
2. 算出每個棲地的平均族群密度。 

三、吊鐘姬蜘的生活史與生活習性 

1. 找出吊鐘姬蜘的卵囊、小蜘蛛、成熟蜘蛛。 

2. 吊鐘姬蜘的一個巢內有幾個卵囊，一個卵囊有幾顆卵。 

3. 小蜘蛛的體色和習性。 

4. 成熟蜘蛛之雌蜘蛛與雄蜘蛛的體型大小與相異處。 

 
：蜘

 
：石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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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吊鐘姬蜘的築巢形式 

(一) 吊鐘姬蜘築出鐘形巢的方式 

1. 裝置一個培養箱，將蜘蛛帶回來放置於培養箱中，在培養箱中放置土粒

和石塊，讓蜘蛛能夠築巢，培養箱裝置圖如下。 

       

2. 將觀察到的吊鐘蜘蛛築出鐘形巢的方式利用圖畫呈現出來。 

 

 

 

 

 

 

 

 

(二) 昆蟲箱中巢的絲線分布情形 

1. 將蜘蛛帶回來放置於培養箱中，在培養箱中放置土粒和石塊，讓蜘蛛能

夠築巢，觀察完整的蜘蛛上方絲線和下方絲線。 

2. 觀察一個石頭下方蜘蛛絲的形式，利用相機將石頭下方的蜘蛛絲拍照，

並繪出整個蜘蛛絲的形式。 

(三) 棲地中巢的絲線分布情形 

1. 觀察一個石頭下方蜘蛛絲的形式，利用相機將石頭下方的蜘蛛絲拍照，

並繪出整個蜘蛛絲的形式。 

(四) 沒有土粒時，絲線的分布情形 

1. 將蜘蛛帶回來放置於培養箱中，培養箱中未放置土粒，觀察蜘蛛絲線的

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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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吊鐘姬蜘築巢材料的種類 

(一) 築巢材料的種類及比例 

1. 將吊鐘姬蜘的鐘形巢取下來，利用放大鏡及解剖顯微鏡觀察巢上材料的

組成。 
2. 利用竹籤將巢的組成物挑開，將巢的組成種類先分開，再將組成的成分

平鋪於方格紙。 

 

(二) 吊鐘姬蜘築巢之土粒大小選擇 

吊鐘姬蜘的組成主要是土粒，將土粒篩選出不同的大小，放置於不同的昆

蟲箱中，再放入相同體型的蜘蛛，觀察蜘蛛對於不同土粒的選擇。 

                 

                實驗裝置                        0.1 ~ 0.2 cm 土粒 

         

     0.2 ~ 0.3 cm  土粒                0.3 ~ 0.4 cm 土粒 

(三) 吊鐘姬蜘築巢之葉片大小的選擇 

吊鐘姬蜘的次要組成為葉片，將葉片篩選出不同的大小，放置於不同的昆蟲

箱中，再放入相同體型的蜘蛛，觀察蜘蛛對於不同葉片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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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1 cm                     1 ~ 1.5 cm 

六、吊鐘姬蜘對不同材料的選擇能力 

將切成許多小片的材料放入飼養箱中，放入 3到 5隻的蜘蛛到飼養箱中，過一段

時間後，觀察這幾隻蜘蛛是否有築巢。 
 

(一) 吊鐘姬蜘築巢之片狀材料的選擇 

1. 吊鐘姬蜘築巢之紙片的選擇      2. 吊鐘姬蜘築巢之木屑的選擇 

      
 

3. 吊鐘姬蜘築巢之鉛筆屑的選擇    4. 吊鐘姬蜘築巢之塑膠袋碎片的選擇 

      
 

 

5. 五種片狀材料的優先選擇順序 
將小片的塑膠片、鉛筆屑、木屑、紙片和葉片放入飼養箱中，放入 3到

5隻的蜘蛛到飼養箱中，過一段時間後，觀察這幾隻蜘蛛是否有築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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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吊鐘姬蜘築巢之顆粒狀材料的選擇 

將各種顆粒狀材料放入飼養箱中，放入 3到 5隻的蜘蛛到飼養箱中，過一

段時間後，觀察這幾隻蜘蛛是否有築巢。 
 
1. 吊鐘姬蜘築巢之綠豆的選擇 

將綠豆顆粒放入飼養箱中，放入 3到 5隻的蜘蛛到飼養箱中，過一段時

間後，觀察這幾隻蜘蛛是否有築巢。 
2. 吊鐘姬蜘築巢之綠豆碎片的選擇 

 
3. 吊鐘姬蜘築巢之冰糖的選擇      4. 吊鐘姬蜘築巢之芝麻的選擇 

       
5. 吊鐘姬蜘對三種顆粒狀材料的選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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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吊鐘姬蜘築巢對片狀和顆粒狀材料的優先選擇能力 

將片狀材料紙片、木屑、鉛筆屑、塑膠袋碎片和顆粒狀材料冰糖顆粒混

合放入昆蟲箱中，再放入 3 ~ 5隻的蜘蛛到飼養箱中，過一段時間後，
觀察這幾隻蜘蛛的築巢狀況。 

1. 吊鐘姬蜘對均勻混合的片狀和顆粒狀材料的選擇能力 

 
2. 吊鐘姬蜘對放置成堆的片狀和顆粒狀材料的選擇能力 

 

七、 吊鐘姬蜘對不同顏色紙片的選擇 

1. 吊鐘姬蜘對均勻混合四色紙片的選擇能力 

將紅色、綠色、藍色、黃色的小紙片放入飼養箱中，放入 3到 5隻的蜘蛛到

飼養箱中，過一段時間後，觀察這幾隻蜘蛛築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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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吊鐘姬蜘對綠色和紅色紙片選擇能力的比較 

(1) 以綠色紙片為心中            (2) 以紅色紙片為心中 

       
 

3. 吊鐘姬蜘對綠色和黃色紙片選擇能力的比較 

(1) 以綠色紙片為心中            (2) 以黃色紙片為心中 

       
 

4. 吊鐘姬蜘對綠色和藍色紙片選擇能力的比較 

(1) 以綠色紙片為心中            (2) 以藍色紙片為心中 

        

 
5. 吊鐘姬蜘對黃色和紅色紙片選擇能力的比較 

(1) 以黃色紙片為心中            (2) 以紅色紙片為心中 

       

 



 9 

6. 吊鐘姬蜘對藍色和紅色紙片選擇能力的比較 

(1) 以藍色紙片為心中            (2) 以紅色紙片為心中 

         

7. 吊鐘姬蜘對藍色和黃色紙片選擇能力的比較 
(1) 以黃色紙片為心中            (2) 以藍色紙片為中心 

         

伍、研究結果 
一、蜘蛛的種類鑑定 

(一) 此種蜘蛛外部形態的探討 

1. 蜘蛛的背甲為黑褐色，胸板為黃褐色。 

2. 蜘蛛的腹部有黑白混合的複雜斑紋。 

3. 蜘蛛生活於石縫的地方，其巢用砂粒綴在一起形

成鐘形。 
(二) 蜘蛛的種類鑑定 

根據觀察出來的蜘蛛特徵，我們發現到在台灣所有蜘蛛種類當中，只有吊鐘

姬蜘會利用砂粒築出吊鐘形的巢，再根據檢索表中蜘蛛特徵的描述，我們更

能夠確定我們所發現的這種蜘蛛就是吊鐘姬蜘。 
1. 台彎產姬蜘屬種的檢索表 
A  腹部上面具複雜的紋……………………………………………………   B 

   腹部上面無複雜的紋……………………………………………………   D 

B  腹部上面的斑紋由黑白混合而成，由巢用砂粒綴在一起而呈吊鐘

形…………………………………………………………………..吊鐘姬蜘 

   腹部上面的斑紋由黑白混合而成，網為不規則或成籠形……………… C 

C  體形較小，腹部背面橙黃。並有三個大的黑斑，網的上方吊有枯葉一枝，

用為住所 ………………………………………………………… 日本姬蜘 

D  腹部背面深灰色，而密被白色鱗粉點………………………     粉點姬蜘 

   腹部背面綠色，而有八個黑點排為兩列……………………    八星姬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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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莊青年公園吊鐘姬蜘的棲地調查與族群密度 

(一) 吊鐘姬蜘的棲地調查 

新莊青年公園吊鐘姬蜘的棲息地分為兩種，一種是土坡上有少許的石塊，另

一種是土坡上有許多的石塊， 

項目 

棲地 
地形 吊鐘姬蜘的分布情形 

棲地 A 鑲有少許石頭的土牆 少許 

棲地 B 鑲有許多石頭的土牆 很多 

  
(二) 不同棲地的族群密度 

1.棲地 A的族群密度 

樣區 隻/平方公尺 

1 3 

2 4 

3 5 

4 2 

5 3 

6 5 

7 6 

8 7 

9 5 

10 7 

平均 5 

棲地 A的族群密度為 5隻/平方公尺 

 

2.棲地 B的族群密度 

樣區 隻/平方公尺 

1 7 

2 10 

3 13 

4 8 

5 9 

6 9 

7 11 

8 9 

9 11 

10 17 

平均 10 

 

棲地 B的族群密度為 10隻/平方公尺 

由棲地 A和棲地 B的族群密度得知，棲地中的石頭越多蜘蛛的數目就會越

多。 

 

 

石頭數目較少 

石頭數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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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吊鐘姬蜘的生活史 

          卵囊  → 幼蜘蛛  → 成熟蜘蛛  

 

(一) 卵囊 

1. 一個巢中有一或二個卵囊。 

           

2. 一個卵囊有 15個、16個卵。 

                        

 

(二) 幼蜘蛛 

1. 體色：黃褐色，體長 0.02 ~ 0.10 cm   2. 能夠分泌絲線築巢，巢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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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熟蜘蛛 

雌雄蜘蛛的比較 

項目 

性別 
體長 體色 巢的大小 觸肢的差別 

雄性 0.1 ~ 0.2 cm 黃褐色 1.2 – 1.7 cm 膨大 

雌性 0.2 ~ 0.3 cm 黑褐色 1.3 - 3 cm 沒有膨大 

 

1. 雌蜘蛛為雄蜘蛛的 1.7倍，雌蜘蛛的體色較深，且背上的白色斑紋較明
顯，雄蜘蛛的體色較淡，且背上的斑紋較不明顯。 

2. 雌雄蜘蛛的主要差異為雄蜘蛛的觸肢膨大，雌蜘蛛的觸肢並沒有膨大，

用肉眼即可清楚地看到膨大的雄觸肢器。 

3. 雄蜘蛛的巢比雌蜘蛛的巢小。 

 
 
 

 

 

 

                                               

                         

雌蜘蛛                雄蜘蛛               雄蜘蛛 

 

   
蜘蛛剛脫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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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吊鐘姬蜘的築巢形式     

(一) 吊鐘姬蜘築出鐘形巢的方式 

 

   

 

 

 

 

 

 

 

 

 

 
 

 

 

 

 

 

 

 

 

 

 

 

 

 

 

 

 

 

 

 

 

 

 

 

 

 

1. 蜘蛛先織出幾條絲做為鷹

架，以利蜘蛛上下爬行。 

2. 蜘蛛會選擇土粒，選定後利

用屁股分泌的絲，將土粒捆

一圈後，吊在屁股下方，再

藉著鷹架絲爬上去，然後將

土粒調整好位置。 

3.蜘蛛會反複地由鷹架絲爬

下來選擇土粒，將土粒調

整好位置固定。 

4.當蜘蛛選取一些土粒後，蜘

蛛會進入土堆中，將土堆調

整出一個適當的形狀，使得

蜘蛛能夠容納其中。 

5.蜘蛛會在巢的下方織出一些

絲線，完成後蜘蛛會進入巢中

休息。 

：蜘蛛 

：土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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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昆蟲箱中巢的絲線分布情形 

昆蟲箱中飼養的吊鐘姬蜘所築的巢最完整，能夠清楚的看到巢的上方、下

方和石頭內側有絲線分布，所以能夠知道吊在空中的巢支持的方向來自上

方、下方和側邊的絲線。 

 

              

                巢的上方、下方和側邊都有絲線        巢的上方、下方和側邊都有絲線 

 

 

       
   巢的上方、下方都有絲線            巢的上方、下方和側邊都有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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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棲地上巢的絲線分布情形 

在棲地上所觀察到的巢通常沒有側邊絲線，只剩幾條的上方絲線，有些

下方絲線已經全部消失。 

                 

                  巢的上方、下方都有絲線           巢的上方、下方都有絲線 
 
 

                  
巢的上方、下方都有絲線           巢的上方、下方都有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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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沒有土粒時，絲線的分布情形 

沒有土粒時，吊鐘姬蜘一樣能夠築出網狀的絲線。 

       網狀的巢 

五、吊鐘姬蜘築巢材料的選擇 

(一) 築巢材料的種類及比例 
我們所採集的巢中發現到吊鐘姬蜘的巢除了有土粒之外，還會選擇樹葉 

           材料 

巢的編號 
土粒(百分比) 葉片(百分比) 

1 20 80 

2 40 60 

3 34 66 

4 80 20 

5 66 34 

6 60 40 

7 60 40 

8 66 34 

9 75 25 

10 66 34 

11 60 40 

12 50 50 

13 66 34 

14 66 34 

15 81 19 

16 60 40 

17 58 42 

18 80 20 

19 60 40 

20 50 50 

21 75 25 

22 25 75 

23 60 40 

平均 59 41 

由分析結果得知平均每一個巢土粒的組成佔 59%、葉片佔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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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吊鐘姬蜘築巢之土粒大小選擇 

1. 粉狀土的巢                    2. 0.1 ~ 0.2 cm 土粒的巢 

                  
3. 0.2 ~ 0.3 cm 土粒的巢         4. 0.3 ~ 0.4 cm 土粒的巢 

        
5. 0.4 ~ 0.5 cm土粒 

 沒有築巢 

(三) 吊鐘姬蜘築巢之葉片大小選擇 

1. 0.3 ~ 0.5 cm 葉片的巢       2. 0.5 ~ 1 cm葉片的巢 

          
3. 1 ~ 1.5 cm 葉片 

沒有築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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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吊鐘姬蜘對不同材料的選擇能力 

(一) 吊鐘姬蜘築巢之片狀材料的選擇 

1. 吊鐘姬蜘築巢之紙片的選擇     2. 吊鐘姬蜘築巢之木屑的選擇 

              
築出紙片的巢                     築出木屑的巢 
 

3. 吊鐘姬蜘築巢之鉛筆屑的選擇   4. 吊鐘姬蜘築巢之塑膠袋碎片的選擇 

 

          

築出鉛筆屑的巢                  築出塑膠袋碎片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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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種片狀材料的優先選擇情形 
   主要選擇鉛筆屑和紙片 

       
葉片和小紙片的巢             鉛筆屑的巢 

 (二) 吊鐘姬蜘築巢之顆粒狀材料的選擇 

1. 完整的綠豆 

吊鐘姬蜘一直無法築巢 
2. 綠豆碎片 

  

築出綠豆碎片的巢 
3. 吊鐘姬蜘築巢之冰糖的選擇     4. 吊鐘姬蜘築巢之芝麻的選擇 

            
築出冰糖碎片的巢                   築出芝麻顆粒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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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吊鐘姬蜘對三種顆粒狀材料的選擇能力 
吊鐘姬蜘只選擇黑芝麻，築出黑芝麻的巢 

 

(三) 吊鐘姬蜘築巢對片狀和顆粒狀材料的優先選擇能力 

1. 均勻混合片狀和顆粒狀材料 

吊鐘姬蜘對於片狀材料的選擇能力較強，蜘蛛最主要是選擇鉛筆屑紙

片和葉片，未選擇顆粒狀的冰糖、黑芝麻和綠豆碎片。 

       

            鉛筆屑和小紙片的巢            葉片、鉛筆屑和小紙片的巢 
2. 聚集成堆的片狀和顆粒狀材料 

吊鐘姬蜘對於片狀材料的選擇能力較強，蜘蛛最主要是選擇鉛筆屑、

紙片，顆粒狀選擇土粒。 

     

土粒和鉛筆屑的巢                 鉛筆屑和小紙片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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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吊鐘姬蜘對不同顏色紙片的選擇 
1. 混合四色紙片的選擇能力 

(1) 均勻分散的四色紙片 

         
藍色和黃色紙片的巢     藍色和黃色紙片的巢   黃色和綠色紙片的巢 

在均勻分散的四色紙片中，吊鐘姬蜘主要選擇黃色和藍色的紙片，綠色

和紅色紙片很少。 

(2) 聚集成堆的四色紙片 

          

     黃色和綠色紙片的巢       綠色和紅色紙片的巢 
在聚集成堆的四色紙片中，吊鐘姬蜘主要選擇黃色的紙片，綠色、紅色

和藍色紙片都有選擇。 

2. 吊鐘姬蜘對綠色和紅色紙片選擇能力的比較 

(1) 以綠色紙片為心中            (2) 以紅色紙片為心中 

                
在紅色紙片上方，                 在綠色紙片上方，            

主要選擇紅色紙片                 主要選擇紅色紙片 

對於紅色和綠色紙片的選擇，吊鐘姬蜘喜歡選擇紅色紙片來築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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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吊鐘姬蜘對綠色和黃色紙片選擇能力的比較 

(1) 以綠色紙片為心中            (2) 以黃色紙片為心中 

        

在黃色紙片上方，               在綠色紙片上方， 

主要選擇黃色紙片               主要選擇黃色紙片 

對於綠色和黃色紙片的選擇，吊鐘姬蜘喜歡選擇黃色的紙片來築巢。 

4. 吊鐘姬蜘對綠色和藍色紙片選擇能力的比較 

(1) 以綠色紙片為心中            (2) 以藍色紙片為心中 

       
在綠色紙片上方，                 在綠色紙片方上， 
主要選擇藍色紙片                 主要選擇綠色紙片 
對於綠色和藍色紙片的選擇，吊鐘姬蜘沒有特別的偏好，築巢在藍色紙

片上方，就以藍色紙片為主，築巢在綠色紙片上方，就以綠色紙片為主。 
5. 吊鐘姬蜘對黃色和紅色紙片選擇能力的比較 

(1) 以黃色紙片為心中          (2) 以紅色紙片為心中 

               
主要選擇黃色紙片              主要選擇紅色紙片 
對於黃色和紅色紙片的選擇，吊鐘姬蜘沒有特別的偏好，築巢在黃色紙

片上方，就以黃色紙片為主，築巢在紅色紙片上方，就以紅色紙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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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吊鐘姬蜘對藍色和紅色紙片選擇能力的比較 

(1) 以藍色紙片為心中        (2) 以紅色紙片為心中 

          
在紅色紙片的上方，           在藍色紙片的上方， 

主要選擇藍色紙片             主要選則藍色紙片 

 

對於藍色和紅色紙片的選擇，吊鐘姬蜘喜歡選擇藍色的紙片來築巢。 

 
7. 吊鐘姬蜘對藍色和黃色紙片選擇能力的比較 

(1) 以黃色紙片為心中            (2) 以藍色紙片為中心 

        
主要選擇藍色紙片                主要選擇黃色紙片 
 
對於黃色和藍色紙片的選擇，吊鐘姬蜘沒有特別的偏好，築巢在黃色紙

片上方，就以黃色紙片為主，築巢在藍色紙片上方，就以藍色紙片為主。 

陸、討論 

一、 吊鐘姬蜘的生活史 

1. 蜘蛛的差異性，就體型而言，雌蜘蛛的體型較雄蜘蛛大，一般雌蜘蛛為雄蜘蛛

的 10倍，但是雌吊鐘姬蜘為雄蜘蛛的 1.7倍。 
 

二、 吊鐘姬蜘的築巢方式 

1. 吊鐘姬蜘用四面八方的絲線將土堆撐開，使重量分散，使得小土堆能夠穩定的

垂吊於空中。 

2. 在沒有土粒時，吊鐘姬蜘會像一般的蜘蛛築出網狀的絲線，所以織出網狀絲線

是蜘蛛與生具有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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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吊鐘姬蜘築巢材料的種類 

1.吊鐘姬蜘對於土粒的選擇，主要是選擇 0.1 ~ 0.3 cm 的土粒，而牠的體型介

於 0.1 ~ 0.3 cm，應該是蜘蛛的體型限制；在實驗中我們發現到巢掉下來後，

牠能夠將整個巢拉上去固定，對於蜘蛛利用絲線能夠拉動的重量仍需進一步地

探討。 

 

四、 吊鐘姬蜘對不同材料的選擇能力 

1.吊鐘姬蜘能夠選擇紙片、冰糖、木屑、鉛筆屑、綠豆碎片、塑膠袋碎片來築巢，

可見得牠對於築巢材料的適應選擇能力很強。 

2.在混合片狀和顆粒狀材料的情況下，吊鐘姬蜘對於片狀材料的選擇能力較強，

牠主要選擇鉛筆屑、紙片、葉片，顆粒狀只選擇土粒。 
五、 吊鐘姬蜘對不同顏色紙片的選擇 

1. 據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報導，近期，科學家在東非地區發現了一種嗜血蜘蛛，

不同於一般的蜘蛛，擁有著敏銳的視覺和靈敏的嗅覺。吊鐘姬蜘的巢很小，網

很小，所以想要探討牠的視覺是否較好，我們只是初步發現牠對黃色敏感，但

是無法證實牠的視覺很好，這部分仍需要進一步地研究。 

柒、結論 

一、 吊鐘姬蜘的棲地調查和族群密度分析 

1.在新莊青年公園我們發現到許多的吊鐘姬蜘，石頭數越多的棲地，蜘蛛的族群

密度越高，最高約為 10隻/平方公尺。 

 

二、 吊鐘姬蜘的生活史探討 

1.我們發現到吊鐘姬蜘會在巢內抱卵，每一個巢內會有 1 ~ 2個卵囊，卵囊內有

15 ~ 16顆的卵，所以一隻雌蜘蛛一次產卵最多會有 32顆。 

2.小蜘蛛為黃褐色，小蜘蛛天生就能夠吐絲築出較小的巢。 

3.雌蜘蛛較雄蜘蛛大約 1.7倍，雄蜘蛛的觸肢膨大，雌蜘蛛的體色較深，背上白

色斑紋較明顯，雄蜘蛛的體色較淺，背上的白色斑紋不明顯，雄蜘蛛的巢比雌

蜘蛛的巢小。 

 

三、 吊鐘姬蜘的築巢方式 

1.吊鐘姬蜘築出鐘形巢的方式，將一顆的土粒捆綁垂吊在蜘蛛的下方，然後再吊

到固定的位置，聚集許多顆粒，調整位置後，蜘蛛再躲入巢內。 

2.吊鐘姬蜘築出的巢上方、下方和側邊都有絲線，在棲地上側邊和下方的絲線常

已經被破壞，所以承受巢的重量最主要是上方的絲線。 

 

四、 吊鐘姬蜘築巢材料的選擇 

1. 我們所採集的巢中發現到吊鐘姬蜘的巢除了有土粒之外，還會選擇樹葉，平均

每一個巢土粒的組成佔 59 %、葉片佔 41 %。 

2. 吊鐘姬蜘的體型介於 0.1 ~ 0.3 cm，對於土粒主要是選擇 0.1 ~ 0.3 cm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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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應該是體型的限制。 

3. 吊鐘姬蜘會選擇較大的葉片，但是不能夠超過 1 cm，應該是材料較輕的緣故。 

 

五、 吊鐘姬蜘對不同築巢材料的選擇 

1. 吊鐘姬蜘蜘蛛的適應能力很強，能夠選擇紙片、冰糖、木屑、鉛筆屑、綠豆碎

片、塑膠袋碎片。 

2. 吊鐘姬蜘對於片狀的材料的選擇能力較強，對於顆粒狀的材料選擇性有限制，

顆粒太大就無法築巢。 

 

六、 吊鐘姬蜘對不同顏色紙片的選擇 

1. 在均勻分散或聚集成堆的四色紙片中，我們發現到牠對黃色特別敏感。 

2. 在紅色和綠色紙片中，吊鐘姬蜘喜歡用紅色紙片來築巢；在綠色和黃色紙片

中，牠喜歡用黃色的紙片來築巢；對於藍色和紅色紙片的選擇，牠喜歡用藍色

的紙片來築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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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31723  吊鐘姬蜘的空中閣樓 

本實驗觀察入微，且有生活性和科學趣味性，實驗過程亦有 

完整性。若能進行生態因子分析，將可呈現其構築吊鐘狀巢 

的目的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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