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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對紅姬緣椿象做生態觀察，並藉由實際飼養紅姬緣椿象來觀察其生活習性、生

長過程、身體構造。 

觀察飼養紅姬緣椿象的過程中，我們得到以下的結論: 

一、生長過程:卵期、幼蟲期、成蟲期。 

二、雄蟲與雌蟲的交尾時間長短會影響雌蟲的產卵數目多寡。 

三、雌蟲的體形大小與其產卵數目多寡無關。 

四、季節(溫度變化)會影響紅姬緣椿象的成長天數。 

五、溫度高低會影響卵的孵化快慢；溫度愈高，卵的孵化天數會減少。 

六、在校園實際觀察紅姬緣椿象的出現數量多寡，與溫度高低、天氣好壞有關係。晴天

時，中午的溫度愈高，椿象出現數量多；陰天、雨天時，早晨的溫度較低，椿象出

現數量較少。 

壹、 研究動機 

在司令台旁台灣灤樹樹幹上、草叢下、走道旁，我們發現許多大大小小而且好紅好紅的

小昆蟲。覺得牠們很可愛於是我們尋問老師與查詢資料，原來這紅色的小昆蟲就是~紅姬緣椿

象我們對這紅色小昆蟲感到相當有興趣，經過多次的觀察決定想更進一步瞭解牠的生活形態

便開始研究。 (自然與生活科技 康軒版四下認識昆蟲和南一版三下 昆蟲的世界) 

貳、研究目的 

一、觀察紅姬緣椿象的生活習性 

二、探討紅姬緣椿象之食性 

三、觀察紅姬緣椿象的身體構造 

四、觀察紅姬緣椿象生長史 

五、探討氣溫、天氣狀況對紅姬緣椿象的出現數量之影響。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紅姬緣椿象的卵、幼蟲、成蟲。 

二、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 

三、飼養箱、布丁盒、公升杯、小夜燈、電暖器。 

四、放大鏡、溫度計、鑷子、尺、筆記本、鉛筆、昆蟲圖鑑。 

肆、研究過程與結果及討論 

【研究一】 觀察紅姬緣椿象的生活習性  

實驗一: 認識紅姬緣椿象  

（一）實驗方法:在校園中實際進行觀察台灣欒樹旁的紅姬緣椿象 

（二）結果討論: 

1. 紅姬緣椿象是屬於半翅目、姬緣椿象科之昆蟲，大部分在平地、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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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的地區活動。 

2. 具有頭部、胸部、腹部，是典型的昆蟲。 

3. 成長過程包括 1.卵期、2.幼生期-若蟲、3.成蟲期三階段。 

4. 紅姬緣椿象屬陸生椿象，身上有「臭腺」組織，遇到危急時會施放腥

臭的體液來趨退敵害，所以有人稱牠為「臭蟲」台語俗稱「臭腥龜仔」。 

 

實驗二: 觀察紅姬緣椿象的越冬方式 

（一）實驗方法: 在校園中實際進行觀察，並參考昆蟲圖鑑資料。  

（二）觀察結果: 

 
（三）討論: 

         1. 椿象的幼蟲與成蟲會聚集在欒樹樹皮縫內、樹幹下取暖。 

2. 在飼養箱中也會聚集在某個角落休息，或一起吸食蒴果的汁液。 

3. 在寒冷的冬季，椿象是以「成蟲」的形態來越冬的昆蟲，利用呼吸新 

陳代謝所散發的微弱熱能，達到相互取暖的作用。 

實驗三: 校園動物與昆蟲活動區域調查 

（一）實驗方法: 

1. 利用下課時間，觀察校園內的植物附近有那些動物與昆蟲在活動。 

2. 觀察紅姬緣椿象會出現在那些植物旁。 

（二）觀察結果: 

 

http://www.flps.tp.edu.tw/teacher_web/red/images/����/�Z.
http://www.flps.tp.edu.tw/teacher_web/red/images/����/�Y��
http://www.flps.tp.edu.tw/teacher_web/red/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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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討論: 

     1. 觀察校園的動物與昆蟲過程中，只要有台灣欒樹的地方在蒴果堆、草 

叢、樹叢旁都可見到牠的蹤跡，因為牠最喜歡的食物是欒樹的蒴果。 

                2. 在午休和下午放學後，安靜的校園內偶爾我們可以發現綠繡眼、白頭翁 

會在小葉欖仁、欒樹上棲息，欒樹旁的紅姬緣椿象會成為牠們的食物。(小 

葉欖仁樹靠近台灣欒樹，所以也有發現紅姬緣椿象) 

3. 雖然我們沒有親眼看到鳥兒捕食椿象的過程，但查閱書籍內記載綠 

繡眼、白頭翁、赤腹燕等鳥類會吃椿象，而紅姬緣椿象的食物是欒樹蒴 

果，所以這種景象會形成一食物鏈。 

 

【研究二】探討紅姬緣椿象之食性 

實驗一: 紅姬緣椿象喜歡食物調查 

（一）實驗方法: 

1. 取 10 隻椿象(有幼蟲和成蟲)於飼養箱中。 

2. 準備各種不同味道( 酸、甜、苦、辣)的蔬菜水果 

3. 觀察並紀錄紅姬緣椿象所喜歡、普通和不吃的食物種類。 

（二）實驗結果: 

  

http://www.flps.tp.edu.tw/teacher_web/red/win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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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察結果與討論: 

1. 椿象最喜歡的食物是台灣欒樹樹幹和蒴果、蓮霧、咸豐草的花莖和葉、 

高麗菜和芹菜。對於有甜度和香的水果也不排斥(如圖一)，但對有苦（例 

苦瓜）、辣味（例：蒜頭）、酸味（例：檸檬）或特殊味道之蔬果（例： 

九層塔）和澱粉類的食物（例：土司、米飯）沒興趣。 

2. 被椿象吸食過的蒴果會留下一個個白色的小小圓孔。(圖四) 

3. 椿象會利用黑色細針狀的刺吸式口器來刺入樹莖及種子中。同時分泌唾 

液，唾液中含有酵素能溶解蒴果，再吸食蒴果的汁液。 

4. 椿象將口器插入蒴果後,有時也會拖著朔果行走並利用前腳來旋轉朔果。 

5. 椿象有時也會為了最喜歡的食物而產生爭執。(圖五) 

6. 被(圖三)幼蟲吸食過的卵有二顆，我們特別將牠們放置在布丁盒內觀 

察。結果發現一顆卵孵化成功而且很健康，但另一顆卵幾天內則變乾死 

亡(圖六)。 

7. 我們查閱書籍中介紹到紅姬緣椿是草食性食物，但我們發現它們有時牠 

們也會吸食已經死掉未乾的椿象屍體 (圖二)或吸食未孵化的卵(圖三)。 

 

【研究三】觀察紅姬緣椿象的身體構造 

實驗一: 認識紅姬緣椿象的身體構造及功能 

（一）實驗方法: 將飼養箱內已經死亡的紅姬緣椿象做成標本，並實際觀察牠的

身體構造。 

（二）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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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察結果討論:        

      1. 頭部：有一對觸角、一對複眼(紅色)和單眼、刺吸式口器 

胸部：兩對翅膀、六隻腳(前胸－前腳、中胸－中腳、後胸－後腳)。 

腹部：雄椿象腹部尾端有交尾器，雌椿象腹部尾端為產卵管。 

2. 翅膀前半部為革質；後半部為膜質，看起來像只有一半翅膀，所以屬於 

半翅目的昆蟲。 

 3. 紅姬緣椿象胸部後背上有一紅色倒三角形的骨片稱為「小楯片」，上翅中 

央有一黑色 V 形狀。 

               4 . (圖八)雄蟲腹部尾端的交尾器，剛交尾完後會有非常明顯的脹大。 

               5. 從昆蟲圖鑑中發現紅姬緣椿象和紅長椿象非常相似，分辨方法是紅姬緣 

椿象眼睛是紅色、背上的「小楯片」是紅色、黑色 V 形狀。紅長椿象眼 

睛是黑色、背上的「小楯片」是黑色、沒有黑色 V 形狀。               

 

實驗二 : 雄椿象與雌椿象的區別 

（一）實驗方法:  

1. 實際觀察椿象的標本。 

2. 用直尺來測量，並做尺寸紀錄。 

（二）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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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察結果與討論: 

1. 從身體的外觀我們無法直接判斷是雄或雌，但我們可以藉何由椿象身

體尺寸大小和腹部尾端的生殖器來判斷雄雌。 

                 2. 一般而言，雌椿象的體形、體長、體寬、觸角、腳部、翅膀長度都比
雄椿象大。 

                 3. 製作的椿象標本經過一段時間，可能因為太乾燥，觸角、前腳、中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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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腳會斷裂。 

實驗三 : 觀察雄、雌椿象的交尾過程 

(一) 實驗方法: 實際觀察正在交尾的成蟲 

(二) 觀察結果: 

          

（三）觀察結果與討論: 

    1. 在求偶的過程中雄椿象是屬於~霸王硬上弓型，雄蟲找到雌蟲後便主動

趨前、並快速走近雌蟲，用前腳、中腳抱住雌蟲並爬到它的背上進行交

配。雌蟲多半不會拒絕，雄蟲伸出交尾器與雌蟲進行交尾。 

    2. 雄雌的交尾姿勢有二種:尾部相連，頭部相反；雄上雌下，頭尾相向。 

    3. 雄雌在交配時對外在環境的敏感度較低，在交尾過程中如果遇到破壞，

雄蟲與雌蟲不太會因為受到驚嚇而立即分離。 

    4. 雌蟲的形體較大，所以大部份都是由雌蟲來控制方向拖著雄蟲行走。由

於雄雌蟲的動作會不協調，所以行走的速度會變慢。 

    5. 在尾部相連交尾過程中，雄蟲會不斷的用後腳踢雌蟲的後腹部。 

 

實驗四 : 探討雄蟲與雌蟲的交尾時間與雌蟲產卵數目的關係 

(三) 實驗方法: 

1. 抓取正在交尾的一對成蟲，並將牠們放置在公升杯內來實際觀察。 

2. 觀察地點:自然教室 

3. 實驗觀察日期:3/1~ 3/23 

 (二)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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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討論: 

1. 經過這 23 天的觀察，雄蟲與雌蟲的共交尾九次，交尾總時間是 910 分

鐘，平均交尾時間為 101 分鐘。 

2. 交尾後，雌蟲產卵的總數目為 48 顆，九次平均產卵數目為 5.3 顆。 

3. 交尾時間最短 30 分鐘，最長可達 180 分鐘左右。 

               4. 雄蟲與雌蟲交尾的次數可不只一次，可不斷交尾，而雌蟲也會在交尾後

數小時後產卵。但並不是每次交尾完，雌蟲就會立刻產卵。第三、四、六

次的交尾，雌蟲就沒有產卵。 

5. 第五次產卵累積第三、四次的時間共 400 分鐘，我們發現第五次雌蟲共產

下 19 顆的卵是數目最多的一次。第七次產卵累積第六次的時間共 140 分

鐘，我們發現第七次雌蟲共產下 8 顆的卵。 

6. 雄蟲在我們實驗完後的 5 天(3/29)死亡，所以我們將還生存著的雌蟲放回

司令台旁。 

7. 雄蟲與雌蟲的交尾時間長短，對雌蟲產卵數目的多寡會有影響。雄蟲與

雌蟲的交尾時間愈久，雌蟲所產下的卵數目愈多。 

8. 觀察交尾時間是以我們發現有交尾才進行記錄，所以有可能在我們觀察

的時間上會產生數據的誤差。 

實驗五: 探討雌蟲體形大小與產卵數目的關係 

          (一)實驗方法: 

1. 取雄蟲×1，雌蟲(大、小)×2 共同置於一飼養箱內。 

2. 雄椿象與大、小雌椿象交尾完，我們立刻將大、小雌蟲與雄蟲隔離產

卵並紀錄產卵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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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結果: 

 

 (三)結果與討論: 

      1. 實驗觀察過程中大雌蟲平均產卵數目為 4.1 顆卵；小雌蟲平均產卵數

目為 4.8 顆卵。 

                  2. 大、小雌蟲所產卵數目不一定，就雌蟲產卵總數量:大雌蟲(37 顆) ＜

小雌蟲(44 顆)。大雌蟲所產總卵數目比小雌蟲所產總卵數目少。 

                  3. 大雌蟲在第二、九次交尾後沒有產卵，小雌蟲在第五次交尾後也沒有

產卵，所以雌蟲並不是每一次交尾完都會產卵。 

4. 小雌蟲在第三、四、八次的產卵數目都比大雌蟲的產卵數目多。所以

不會因為雌蟲體形大而產卵數目多，體形小而產卵數目少。雌蟲體形

大小與產卵數目多寡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實驗六 :觀察雌蟲選擇產卵的地點 

（一）實驗方法:  

1. 實際觀察校園的欒樹旁雌蟲選擇產卵的地點 

2. 觀察我們的飼養箱 

（二）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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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觀察結果:                                                                 

1. 校園中觀察到雌蟲最常產卵地點有三處: 

(1)欒樹的蒴果內:雌蟲產卵於蒴果果實附近，卵數目約 8~15 顆左右，

並整齊地排列在一起。(圖一) 

(2)欒樹的樹幹:我們發現樹幹上、樹皮縫內，也可以發現卵整齊地排列

在一起。(圖二) 

(3)隨處產卵：在欒樹旁有時也可發現掉落地面的卵,但數目不多。 

2. 飼養箱角落: 在我們的飼養箱內雌蟲會隨處產卵有時只有會一顆卵 

(圖三)或數顆卵聚集在角落。(圖四) 

 

【研究四】觀察紅姬緣椿象生長史 

實驗一: 觀察紅姬緣椿象生長過程 

（一）實驗方法:飼養箱中實際飼養和進行觀察，並參考昆蟲圖鑑資料與書籍。  

（二）觀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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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察結果與討論: 

1. 紅姬緣椿象其成長過程包括三階段:  

卵期→幼蟲(總共經過 5 次的蛻皮) →成蟲，過程沒有經過『蛹』的過程，

所以是屬於不完全變態。 

 2. 幼蟲生長過程總共會蛻皮 5 次。第一、二次的蛻皮上沒有看到翅膀，第

三次可以看到蛻皮上有一點點的小芽翅，第四次可以看到蛻皮上方還有

1.5~2.5mm 的芽翅，第五次蛻皮有 3~3.5mm 的翅膀留在上面。 

3. 每一次蛻完的皮內部都會有一些白色的絲狀物在裏面，外部也可看到原

本的觸角、口器、腳、腹部。 

4. 觀察蛻皮後的頭部、胸部、腹部、觸角、翅膀和腳部等部位，利用放大 

鏡可以看到微小的細毛還在上方。 

       5. 幼蟲會經過 5 次蛻皮，每次剛蛻完皮都是全身紅色，過一小時後觸角、

口器、腳部才會逐漸變黑變深。 

       6. 從幼蟲腹部尾端的生殖器官來判斷雄、雌蟲，因為未發育完全。         

必須等到五齡幼蟲變成蟲才可由腹部尾端交尾器來判決雄、雌椿象。 

 

實驗二: 觀察探討紅姬緣椿象生長週期與季節的關係 

（一）實驗方法:分二組來做比較 

1. 冬季的觀察日期:((95/11~96/1) 

(1)取 10 顆卵置於公升杯內，紀錄從卵、一齡~五齡幼蟲的生長天數。  

(平均溫度 19~24℃) 

2. 春季的觀察日期:(95/3~96/4) 

(1)取 10 顆卵置於公升杯內，紀錄從卵~五齡幼蟲的生長天數。 

 (平均溫度 25~30℃) 

（二）實驗結果: 

http://www.flps.tp.edu.tw/teacher_web/red/image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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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1. 椿象在冬季和春季成長的生長平均天數變化如下: 

          卵的生長平均天數: 春季（9.9 天）＜冬季（12.1 天） 

一齡幼蟲: 春季（7.9 天）＜冬季（8.7 天） 

二齡幼蟲: 春季（6.4 天）＜冬季（7.7 天） 

三齡幼蟲: 春季（7.1 天）＜冬季（7.5 天） 

四齡幼蟲: 春季（6.3 天）＜冬季（7.1 天） 

五齡幼蟲: 春季（6.1 天）＜冬季（6.8 天） 

幼蟲期所須的平均總生長天數: 春季（33.8 天）＜冬季（37.8 天） 

成蟲的平均壽命天數: 春季（40.8 天）＞冬季（39.2 天） 

        2. 冬季的觀察日期:平均溫度較低；春季的觀察日:平均溫度較高。 

冬季椿象的卵期、幼蟲期的生長天數都比春季椿象的生長天數多。所以 

我們發現溫度愈低，卵期、幼蟲期蛻皮所須的天數要愈久；春季溫度愈 

高，卵期、幼蟲期蛻皮所須的天數愈短。 

3. 冬季和春季卵敷化所差的天數為 2.2 天。冬季和春季幼蟲生長所差的天 

數為 4 天。 

4. 春季成蟲的生長天數（40.8 天）比冬季成蟲的生長天數（39.2 天）多 1.6 

天，差距不大。 

                 5. 我們觀察的成蟲中，雌椿象比雄椿象的壽命還要長。在許多次的交尾 

後，雄椿象會最先死亡，雌椿象會在產卵後過幾天才陸續死亡。 

                 6. 觀察成蟲的生長天數時，我們只取 5 隻來做觀察紀錄，剩下的 5 隻放回 

大自然。 

 

實驗三: 觀察卵的變化情形及孵化過程 

（一）實驗方法:觀察並紀錄飼養箱內交尾後的雌椿象所產的卵變化。 

（二）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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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討論: 

1. 雌椿象剛產下卵時為金黃色帶有亮亮金屬光澤，2~3 天後顏色變深為橘 

色。再過 3~4 天漸漸轉變成暗紅色。用放大鏡可發現卵有一邊會稍微向 

內凹，凹處有一裂痕(卵蓋)。 

2. 卵大約經過 10-15 天的孵化。 

3. 卵蓋會裂開彈出一紅色橢圓形狀的顆粒，頭部向外依序伸出後腳、中腳、 

前腳再展開觸角。 

4. 約 2~3 分鐘後整個身體爬出殼外，留下金色的空卵殼，成為一齡若蟲。 

 

實驗四: 探討『溫度』對卵的孵化率是否有影響 

(一)實驗方法:我們從飼養箱取雌椿象所產下的卵；我們從其中取 27 顆卵，分成 

三組(每一組 9 顆)，置於不同地點與溫度來觀察卵孵化。 

(二)實驗結果: 

【第一組】取 9 顆卵於布丁盒內，在室溫下(教室內)無陽光讓它自然孵化 

 

平均溫度=  24.8 ℃(溫度取早、中、下午教室內的平均溫度) 

孵化率％=  88  ％ 

完成孵化所須平均天數=  11.3 天 



- 18 - 

【第二組】取 9 顆卵於布丁盒內，在教室外陽台上(可以照到強烈陽光)讓它自

然孵化。 

 
平均溫度=  26.6  ℃(溫度取早、中、下午教室外的平均溫度) 

孵化率％=   100  ％ 

完成孵化所須平均天數=  10.3 天 

【第三組】取 9 顆卵於密閉公升杯內，利用小夜燈和電暖爐(上課時間 8hr/日)

的溫度讓它孵化。 

 
平均溫度=  28.6  ℃(溫度取小夜燈和電暖爐下布丁盒內的平均溫度) 

孵化率％=   100   ％ 

完成孵化所須平均天數=  9.11 天 

 
 (三)結果討論: 

1. 第一組卵先孵化的一齡幼蟲吸食二顆未孵化的卵(其中一顆乾枯死亡，另

外一顆卵還是成功孵化) ，所以卵的孵化率為 88％。。 

2. 第二、三組的卵全部都可以孵化出一齡幼蟲，所以卵的孵化率為 100％。 

3. 平均溫度(℃)高低是: 第三組(28.6℃)＞第二組(26.6℃)＞第一組(24.8℃) 

            4. 卵孵化平均天數: 第一組(11.3 天)＞第二組(10.3 天)＞第三組(9.11 天) 

第一組卵孵化天數:最短(9 天)；最長(14 天) 

   第二組卵孵化天數:最短(8 天)；最長(12 天) 

 第三組卵孵化天數:最短(8 天)；最長(12 天) 

卵孵化成幼蟲所須的天數大概是 8~14 天左右。 

5. 由實驗觀察的結果是溫度高低與卵孵化成幼蟲的天數有關係。溫度愈 

高，卵所須孵化天數愈少；溫度愈低，卵所須孵化天數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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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實驗過程中因為 3/17(六)、3/18(日)週休二日放假所以無法到學校觀察，我 

們是以星期一到校後已經孵化的幼蟲數統一紀錄在 3/18(日)所以會產生

天數的誤差。 

 

【研究五】探討氣溫、天氣狀況對紅姬緣椿象的出現數量之影響 

(一) 實驗方法:  

1.選擇學校司令台旁的 10棵台灣欒樹來進行紅姬緣椿象生態觀察研究。 

2.我們四個人分二組來進行紀錄，(早上、中午~二人；下午~二人)。 

              3.星期三、四只上半天課程，所以我們只做早上、中午二個時段的紀錄。 

              4.幼蟲、成蟲數量，由於牠會走動所以我們取大概的數目，無法非常準確。 

                觀察範圍包含:樹幹下、草叢旁、走道邊、階梯旁。 

              5.實際的觀察日期:3/2~4/4(不包含週休二日)。 

(3/23是我們的戶外教學所以暫停紀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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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討論: 

                1. 經過一個月的實地校園觀察,紀錄中我們發現中午溫度愈高，紅姬緣椿 

象的出現數量最多。早上的溫度較低，椿象的出現數量最少。下午紅姬 

緣椿象的出現數量不一定，但數量大多數都比早上多一些。所以紅姬緣 

椿象的出現數量多寡與氣溫有關。 

2. 氣溫較低時，紅姬緣椿象會躲在草叢、落葉堆內。氣溫較高時，我們

在樹幹下、走道邊、階梯旁，就可發現牠們出來活動與覓食。 

3. 3/6、3/7、3/20、3/21、4/3、4/4有冷氣團報到所以氣溫偏低有時會 

下雨，此時紅姬緣椿象的出現數量更少。所以天氣狀會況影響紅姬緣椿 

象的出現數量，晴天多於陰天多於雨天。 

4. 校園內的紅姬緣椿象的出現數量是幼蟲(一齡到五齡)數量多於成蟲的數 

量，三月中旬後幼蟲長大，成蟲數量也增多。 

5. 三月中旬左右成蟲的數量開始增加，我們發現在 A 區第 10 棵有許多的 

雄椿象與雌椿象的交尾，因為有小圍牆遮蔽且較少人走動。 

                6. A 區第 3、4 棵和 B 區第 7、8 棵欒樹，椿象的出現數量最多。我們觀察              

到這幾棵數蒴果最多食物充足，且草叢最長隱密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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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一、紅姬緣椿象的生長史可分 1.卵期、2.幼蟲期(經過一齡~五齡幼蟲，共 5 次蛻皮)3.成蟲

期三階段，屬於「不完全變態」。 

    二、為草食性昆蟲除了欒樹的蒴果，植物的花草莖牠也會吸食，不會因為蒴果掉落無食

物可食而死亡，所以一整年都可看到牠的蹤跡。 

    三、紅姬緣椿象的特徵是紅色的複眼、背上紅色的倒三角形「小楯片」、翅膀中央有一黑

色的 V 形狀。雌蟲體形較雄蟲大，雄蟲有明顯的交尾器。 

    四、雌蟲體形大小不會影響產卵數目。但雄蟲和雌蟲的交尾時間長短與雌蟲的產卵數目

有關係，交尾時間可長達 180 分鐘，最多產可 19 顆卵。雌蟲並不是每次交尾完就立

刻產卵，但累積交尾時間愈長，所產卵數目愈多。 

    五、紅姬緣椿象的生長週期與季節的溫度變化有關。冬季平均氣溫較低，卵、幼蟲所需

生長天數較長；春季平均氣溫較高，卵、幼蟲所需生長天數較短。但成蟲的生長天

數差不多。 

    六、溫度的高低和燈泡、日照也會影響卵的孵化天數。溫度高陽光強，卵孵化天數較少。

幾乎所有的卵都可以成功孵化。 

    七、紅姬緣椿象的出現數量與氣溫高低和天氣狀有關。中午、晴天的溫度愈高，椿象出

現數量多，最多可達 367 隻；陰天、雨天時，早晨的溫度較低，椿象出現數量較少，

最多只有 61 隻。紅姬緣椿象在下雨或寒流來時會躲在草叢、落葉堆內來躲雨和避寒。 

陸、參考文獻 

  一、張永仁，民 89，台灣的昆蟲甲蟲篇，渡假出版社，台北 

    二、張永仁，民 87，昆蟲入門，遠流出版社，台北 

    三、徐爾烈，民 85(再版)，椿象，錦繡文化企業 

    四、楊平世，民 83(初版)，昆蟲的生活，東方出版社 

    五、黃文中等人，民 81，昆蟲的身體構造，百年文化圖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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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81540 紅色小妖姬~紅姬緣椿象 

１. 研究分工做得很好。 

２. 研究主題是很好的生態教育素材。 

３. 可以從觀察中找到問題作進一步探討。 

４. 研究時程應該再拉長。 

５. 實驗數量應該增加。 


	摘要
	壹、 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肆、研究過程與結果及討論
	伍、結論
	陸、參考文獻
	【評 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