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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四十七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作品說明書內容 

作品名稱：字字「珠」跡~~串珠環蝶在台發現十年誌~~ 
壹、摘要 

2004 年 4 月我們在汐止翠湖看到兩隻不知名的蝴蝶，拍照與詢問後，發現是 1997 年被

紀錄的外來種蝴蝶--串珠環蝶。為進一步瞭解，從 2005 年 12 月起到翠湖密集觀察紀錄，採

集部分幼蟲於校園設立蝶園飼養，使用標記的方式，搭配拍照與錄影，詳細紀錄生活史，探

討與寄主植物的關係，觀察天敵，至今已六個世代交替，發現串珠環蝶一年約四個世代，以

幼蟲(五～七齡)越冬，部分雌雄蝶曾多次或重複交配，雌蝶只在部分寄主植物產卵。野外的

寄主植物有平柄菝葜、船仔草，替代寄主植物有山棕、假菝葜、菝葜和台灣芭蕉，蝶園的寄

主植物則更多樣。在蝶園中的主要天敵是蜘蛛。串珠環蝶目前在基隆、瑞芳、汐止和內湖山

區形成穩定族群，是否會影響台灣本土生態，應持續關心。 

 

貳、研究動機 
2004 年 4 月，我們在學校附近的翠湖步道看到兩隻不知名的美麗蝴蝶，一年後在湖邊再

度看到並拍照，才知道那是 1997 年 6 月陳光亮首度在基隆發現的外來種蝴蝶--串珠環蝶。我

們對串珠環蝶很好奇，於是開始觀察、研究牠的生活史、繁殖行為和寄主植物，後來六年級

自然課程中提到外來種生物對環境的影響，所以我們也探討了牠「移民」十年來對環境的影

響，希望能為牠在台灣發現十週年做完整的紀錄。 

 

參、研究目的 

一、 認識串珠環蝶 

二、 觀察串珠環蝶的繁殖行為 

三、 探討串珠環蝶與寄主植物的關係 

四、 瞭解串珠環蝶的天敵 
五、 研究串珠環蝶對環境的影響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飼養箱、相機、攝影機、放大鏡、標記筆、尺、觀察紀錄表 

二、蝴蝶園：角鋼、蚊帳、溫度計、濕度計 

 

伍、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 認識串珠環蝶 

(一) 野外觀察 

位於汐止的翠湖步道，屬於低海拔原始林，區內串珠環蝶與其幼蟲寄主植

物族群數量穩定，我們利用假日前往觀察，紀錄卵、幼蟲、蛹、蝶的數量，和

覓食、交配、產卵等行為。  

(二) 蝶園觀察 

模仿翠湖串珠環蝶喜歡的環境，在校園中布置蝶園飼養串珠環蝶，觀察、

記錄生活史各階段的型態與行為，並統計存活率。 
(三) 比較野外與蝶園串珠環蝶的異同。  



   
 蝶園內種植串珠環蝶的寄主植物 以角鋼、蚊帳搭建的蝶園外觀 翠湖可觀察到許多串珠環蝶 

 
二、 觀察串珠環蝶的繁殖行為 

成蝶羽化後，在翅膀上標記分辨，密集觀察蝶園中成蝶的動態，紀錄求偶、交

配及產卵的情形，並拍照、錄影。 
 

三、 探討串珠環蝶與寄主植物的關係 

(一) 觀察雌蝶的產卵情形，比較選擇寄主植物的產卵偏好。 

(二) 觀察幼蟲的取食行為 

1. 觀察取食情形，確定寄主植物。 

2. 比較取食不同寄主植物的存活情形。 

3. 比較取食不同寄主植物的食痕差異。 

4. 計數在各齡期消耗的葉片量(平柄菝葜)。 

 
四、 瞭解串珠環蝶的天敵 

(一) 在野外調查中，採集被寄生的卵，觀察卵寄生蜂羽化及寄生的情形。 

(二) 在飼養過程中，觀察、紀錄被寄生的蟲和蛹，以及被捕食的卵、蟲、蛹和蝶。 

 

五、 研究串珠環蝶對環境的影響 

(一) 查閱相關資料，繪製串珠環蝶目前在台灣的分佈圖，推測拓殖的可能途徑。 

(二) 觀察幼蟲的取食行為對環境及其他生物的影響 

(三) 觀察成蝶的覓食行為對環境及其他生物的影響 

 

陸、研究結果 

一、認識串珠環蝶 

(一) 外觀特徵： 

屬於鱗翅目、蛺蝶科、摩爾浮蝶亞科，中型蝶類，翅膀暗褐色，背面前翅

有橙黃色弧形紋，腹面前後翅緣都有一串白色圓斑。 

背面 腹面 

     
 

腹面翅緣有一串白色圓斑 背面前翅有橙黃色弧形紋 
 

(二) 生活史各階段的型態和習性 

 P.2



1. 卵：聚產，大多產在葉背，約 1mm，白色。大約 10～20 天孵化。 影片一  

   
 產下兩天左右會出現紅色受精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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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產下的卵像珍珠一樣晶瑩潔白 孵化前卵殼透明，可看到幼蟲的頭

2. 幼蟲：從一齡到五齡 30～40 天，大約 5～7 天脫皮一次。  影片二  
2006.11~2007.03 的越冬幼蟲五~七齡，最長蟲期達 113 天。 

   
 吃過葉子的一齡蟲漸漸變成綠色 剛孵化的蟲身體白色，會吃卵殼 要脫皮成二齡蟲，顏色變橙色。
 

   
               

 
二～五齡蟲頭上有一對角 二～五齡相似，體型漸大毛漸長 五齡蟲背上有黑色紋

   
 快脫皮的五齡蟲及剛脫皮的六齡蟲 由頭殼的大小可分辨出六齡蟲 

 

 
表一：串珠環蝶各齡幼蟲大小比較表 (單位：mm)     檢查蟲數：85 隻

世代別 一般世代 渡冬世代(冬至~立春) 
齡期 一齡  二齡 三齡 四齡 五齡(終齡) 六齡 七齡(終齡)

身體長 4～6 9～15 25～50 60～65  

 
6~9 15~25 50~60 

身體寬 1 
 

1.5 2 2.5 3 3.5 4 
頭殼直徑 1 1.5 2 2.5 3 3.5 4 



 

3. 蛹：終齡幼蟲會在寄主植物、周遭植物的葉背中肋或莖上，吐絲黏成蛹座，

位置偏低。前蛹 1~2 天，蛹翠綠色，屬於垂蛹。  影片三  

   
 翠綠的蛹，有兩枚黃色尖角 尾部黏上去倒掛為前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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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絲黏成蛹座 

 
 
 
 
 
 
 

4. 羽化：羽化時間絕大多數在早上五點半至八點之間。蛹殼裂開，頭和腳先伸

出來，攀附在蛹殼，將腹部體液注入皺成一團的翅內。約一小時兩翅

平展，並排出多餘的體液。 影片四  

   
 

 
5. 蝶：成蝶常在野外林蔭低處悠閒緩慢飛翔，喜歡吸食腐果、樹汁、鳥糞等。

在蝶園中，願意吸食各種水果和果皮。平均雄蝶活得比雌蝶久。 
（1） 成蝶存活天數 

野外觀察：雄蝶「IU」活了 41 天（2005.09.26 ~2005.11.05） 
蝶園觀察：雄蝶活得最久的是Ｚ2：61 天（2006.10.19~2006.12.18） 

雌蝶活得最久的是Ｚ6：30 天（2006.10.25~2006.11.24） 
（2） 分辨串珠環蝶雌雄的方法，如表三。 

 

 
 

 

 

 

 

羽化前透出翅紋的蛹 剛羽化翅膀皺成一團 體液注入翅內，翅膀平整了 

表三：分辨串珠環蝶雌、雄的秘訣 

觀察項目 雄蝶 雌蝶 
腹部 較窄、尖 較寬、圓鈍 
性徵 翅基性標有毛 有受精孔與泄殖孔

翅膀大小 略小 略大 
背面前翅橙黃色斑 顏色較淡且較窄 顏色鮮豔且較寬 

表二：蝶園中化蛹位置統計表 
化蛹地點 化蛹高度 

留在終齡寄主植物 離開終齡寄主植物 離開最遠距離 最高 最低 平均 

22 隻 38 隻 37cm 92cm 13cm 35cm 

觀察蟲數：60 隻

雄蝶翅基性標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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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蝶的受精孔與泄殖孔 雌蝶的腹部較寬、圓鈍 雄蝶的腹部較窄、尖 

(三) 串珠環蝶各世代生活史觀察紀錄： 

1. 生活史長度 

從卵到成蝶生活史長度約兩個半月。氣溫會影響生活史長度，氣溫越

低，卵、蟲、蛹期越長，但成蝶的存活天數與氣溫沒有絕對關係。一年約四

個世代，以幼蟲越冬（五～七齡）。  附件一  

 

 

 

 

 

 

 

 

 

 

 

 

表四：串珠環蝶各世代生活史長度與氣溫     單位：天(˚C) 

世代別 卵 (平均溫) 蟲 (平均溫) 蛹 (平均溫)  雌 / 雄 (平均溫)

A(2005.12~2006.04) 20 以上 65 21~24 29 / 44  (17.9) 

X(2006.03~2006.07) 20  (18.4) 40.1 (23.4) 13.5 (25.5) 29 / 43  (29.1) 

Y(2006.05~2006.09) 11  (28.9) 29.5 (29.4) 12.5 (29) 16 (27.2) / 13 以上

Z(2006.08~2006.12) 10  (29.8) 30.4 (25.8) 14  (24.9) 30 / 61  (21.5) 

ㄅ(2006.11~2007.05) 13  (22.3) 98.8 (18.4) 23.4 (19.1) 29 / 44  (21.7) 

：在室溫下飼養，無法看出自然氣溫的影響。 

：蝶隻太少(雌蝶兩隻，缺雄蝶，從翠湖帶回一隻) 

2. 存活率 

蝶園中連續六個世代的平均存活率為 6%，夏季存活率很低，只有 0.2%，

冬季存活率則高達 12.1%。幼蟲是否順利化蛹是存活率的關鍵。  附件二     

 

 
 
 
 
 
 
 
 
 
 
 
 
 
 
 
    

表五：串珠環蝶各世代存活情形統計表 
卵 蟲 蛹 蝶 各世代

世代別 
存活率卵(顆) 孵化率 蟲(隻) 化蛹率 蛹(個) 羽化率 蝶(隻)

A(2005.12~2006.04)    14   13   13  

X(2006.03~2006.07) 331(+23) 55.9% 198 9.9% 35 8.5% 30 8.5% 

Y(2006.05~2006.09) 1028 72.6% 746 0.3% 3 0.2% 2(+2) 0.2% 

Z(2006.08~2006.12) 180 79.4% 143 3.9% 7 3.3% 6 3.3% 

ㄅ(2006.11~2007.05) 215 81.9% 176 12.1% 26 12.1% 26 12.1%

ㄆ(2007.03~2007.07) 1782 69.8% 1243 觀察中 觀察中 觀察中 觀察中 觀察中

 平均 3559 71.9% 2506 6.5% 71 6.0% 62 6.0% 

：從野外陸續帶回 14 隻蟲開始飼養 
(+23) ：從翠湖分兩次帶回 23 顆卵，觀察卵是否有被寄生。 
(+2)  ：蝶園只剩兩隻雌蝶，從翠湖帶回一雌一雄。 



圖一：串珠環蝶各世代存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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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野外與蝶園串珠環蝶的異同 

我們只在蝶園設立前(2005.12~2006.04)到翠湖密集觀察，之後就以蝶園為重

心，而人工飼養環境中，有意無意之間的人為因素都會影響蝶園的生態，所以

在數量方面，無法和野外的情形做有系統的比較，但能確定都是嚴冬無蝶，春

天會出現蝶的高峰期。 

在行為方面，發現最大的異同如下： 

相同：越冬型態相同，平柄菝葜是第一選擇的寄主植物。  

不同：雌蝶產卵時，在野外只選擇平柄菝葜和船仔草，在蝶園還會選擇山棕、

黃椰子；野外的雄蝶有領域行為，蝶園中則不明顯；蝶園中的天敵沒有

卵寄生蜂。   附件三  

 
表六：野外與蝶園串珠環蝶數量與行為比較表 

 
異 同 情 形 比較項目 

 
卵 春季找到的卵最多。 

 蟲 在無卵、無蛹、無蝶的嚴冬，可發現蟲群聚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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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 
無法比較。因為蛹多半在在隱蔽遮雨的地方，不容易發現。只在翠湖找到一

個山棕莖上的蛹皮、一個野薑花葉背中肋上的前蛹(後來化蛹失敗)。 

數量 

蝶 嚴冬無蝶，春天會出現蝶的高峰期。 

群聚取食，取食後仍留在葉片，平柄菝葜是第一選擇寄主植物。以幼蟲越冬。
蟲 

野外取食替代寄主植物次數不多，蝶園四、五齡大多取食替代寄主植物。 

蛹 蝶園的蛹多在植物莖或中肋結蛹，位置偏低，野外找到的蛹皮及前蛹也是。

偏好取食腐果。 
行為 野外有領域行為，蝶園中不明顯。 

求偶時，雄蝶追逐、快速碰觸雌蝶。 
蝶 

交配時段多出現在下午。 

雌蝶偏好在下層葉背產卵，聚產。蝶園曾有三次產在葉面的情形（共 21 顆）。

野外只在平柄菝葜和船仔草產卵，蝶園還會在山棕、黃椰子產卵。 

其他 蝶園中沒有卵寄生蜂。 



二、串珠環蝶的繁殖行為 

(一) 交配 
雄蝶追逐雌蝶，雌蝶停下來時，雄蝶快速碰觸雌蝶尾部，若雌蝶沒有飛走，

雄蝶會振翅轉過身，和雌蝶尾部交接在一起開始交配。如果受到驚擾，雌蝶會

振翅飛走，雄蝶會合翅讓雌蝶拖著飛行。  影片五  
交配時間多在下午至晚上，目前紀錄交配時間最短一小時 30 分，最長七

小時。平均在雌蝶羽化第五天交配(最早在雌蝶羽化當天就交配，最遲在羽化後

18 天才交配)。 
部分雌、雄蝶有和不同對象多次交配以及和相同對象重複交配的情形，當

時蝶園中都不只有一個選擇對象。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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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卵 
雌蝶用特化的前腳碰觸葉片，並彎下觸角感覺葉片，然後翻身到葉片下，

移動腹部慢慢產卵。屬於聚產，最大群的卵野外 60 顆，蝶園 48 顆。曾錄影雌

蝶產 22 顆卵花了約 30 分鐘。  影片六  大約交配兩天後產卵，最久產 19 天，

最多產 234 顆，沒交配的蝶也會產卵，但數量較少（12～51 顆），卵不會出現

受精紋，也不會孵化。交配過的蝶也可能因為某些原因（如低溫、下雨）而沒

有產卵。  附件五  
 

        
 

 

雌蝶用後足摩擦雄蝶的腹部 雌雄蝶尾部接在一起交配 使用 DV 記錄交配的過程

表七：2006 年 5～6 月與 2007 年 3～4 月交配情形記錄表 
2006 年 5～6 月 蝶隻總數 有交配 單次交配隻數 多次交配隻數 

雌 13 13 10 3 
雄 17 7 2 5 

2007 年 5～6 月 蝶隻總數 有交配 單次交配隻數 多次交配隻數 
雌 10 10 10 0 
雄 16 6 4 2 

雌蝶停在葉背產卵 若葉面朝下也會在葉面產卵 



三、串珠環蝶與寄主植物的關係 

(一) 雌蝶選擇不同寄主植物的產卵偏好 
在蝶園中，雌蝶產卵時對寄主植物的選擇喜好依序是平柄菝葜、山棕、船

仔草、黃椰子、假菝葜，並不會在所有的寄主植物上產卵，選擇在平柄菝葜產

卵的蝶隻遠超過其他的寄主植物，有明顯的產卵偏好。 
 

表八：雌蝶蝶園產卵偏好比較表（2006.03~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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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主植物 平柄菝葜 船仔草 山棕 黃椰子 假菝葜※ 
 產卵隻數 30 7 9 8 1 
 
 
 
 
 
 
 

圖二：蝶園雌蝶產卵偏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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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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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卵總數 2849 130 315 237 5 

百分比% 80.6 3.7 8.9 6.7 0.1 

偏好排序 1 4 2 3 5 

※只有一次產卵紀錄，且未順利孵化。      觀察蝶數：31 隻 

正在產卵的串珠環蝶（翠湖） 平柄菝契上的串珠環蝶卵 船子草上的串珠環蝶卵

山棕上的串珠環蝶卵 黃椰子上的串珠環蝶卵 假菝契上的串珠環蝶卵



(二) 幼蟲的取食行為 
1. 由取食情形確定寄主植物 

通常集體在葉背從葉尖或葉緣取食，取食完留在該葉片休息，只有在葉

片吃完、葉片狀況不佳、脫皮或化蛹才會離開。野外的寄主植物有二種，幼

蟲曾取食的植物另有四種；蝶園中的寄主植物有四種，幼蟲曾取食的植物另

有五種。如下表。 附件六  
 

表九：串珠環蝶的寄主植物一覽表  
平柄菝葜(李俊延，2002)、船仔草(林孟賢，2002)、山棕(黃行七，2005)、
台灣芭蕉(李榮文，2006)、菝葜(李榮文，2006)、假菝葜(作者，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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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外 
 
 平柄菝葜、山棕、黃椰子、船仔草 
 蝶園 

假菝葜、菝葜、台灣芭蕉、袖珍椰子、觀音棕竹  
 

2. 取食不同寄主植物的存活情形 

一、二齡幼蟲無法取食所有的寄主植物：平柄菝葜、黃椰子、船仔草、

袖珍椰子、台灣芭蕉的存活率較高，假拔葜其次，其他的都無法存活到一齡

結束。而且群聚取食存活情形比單隻取食佳：單隻一齡蟲在平柄菝葜都能存

活，船仔草部分能存活，其他的都無法存活。   

三齡以上幼蟲則不管群聚或單隻都能取食各種寄主植物。 

 

 

 

 

 

 

 

 

 

表十：早齡幼蟲取食不同寄主植物的存活情形比較表 
 寄主植物 平柄菝葜 菝葜 假菝葜 船仔草 黃椰子 袖珍椰子 山棕 觀音棕竹 台灣芭蕉

3. 取食不同寄主植物的食痕差異 

幼蟲喜歡取食較柔軟的葉片，隨齡數增加漸漸接受較硬的部分。食痕大

多整齊呈斜線狀，葉片上若有卵堆會避開卵堆取食。但不同寄主植物的食痕

也有一些差異。 

 

 

 

 

 

 

 

 

 

 

一齡存活 16 0 14 15 16 15 0 0 15 
群聚 

二齡存活 16 0 11 12 15 12 0 0 15 

一齡存活 6 0 0 5 0 0 0 0 0 
單隻 

二齡存活 6 0 0 4 0 0 0 0 0 

觀察蟲隻：各 16 隻(群聚)、各 6 隻(單隻) 

表十一：幼蟲取食不同寄主植物的食痕差異※ 
寄主植物 食痕描述 

食痕整齊，像剪刀剪過，偶爾會留下一小段葉基，常會把葉片啃個精光。
平柄菝葜 

（假菝葜、菝葜食痕不那麼整齊，留下的葉基部分比較多。） 

船仔草 食痕整齊，像用剪刀剪過，常常會留下一段葉基不吃。 

從邊緣啃食，食痕波浪狀，寄主植物不足時再啃食原本吃剩的部份，留下

中肋。（美人蕉葉片較小較柔軟，會連中肋也吃掉。） 
台灣芭蕉 

將羽狀葉片的小葉留下一截沒吃乾淨，好像吃完魚肉留下魚骨頭。 
黃椰子 

（山棕、袖珍椰子、觀音棕竹等棕櫚科食痕大致類似。） 

※針對三齡以上幼蟲的食痕描述。早齡幼蟲口器較小，會依葉脈的粗細留下不同的食痕。 



   
 食痕整齊(平柄菝契) 留下一段葉基(船仔草) 葉片吃光剩中肋。(台灣芭蕉)  

   
 

早齡幼蟲留下粗的葉脈(山棕) 避開卵堆取食(平柄菝契)  留下一截沒吃乾淨(黃椰子)

4. 幼蟲各齡期消耗的葉片量 

幼蟲期消耗的葉片量隨著齡數增加而明顯增多，越冬幼蟲在七齡中共約

取食 30 片平柄菝葜。  附件七  

 
表十二：幼蟲期需要消耗的平柄菝葜葉片量 

 
齡期 一齡 二齡 三齡 四齡 五齡 六齡 七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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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串珠環蝶有哪些天敵 

串珠環蝶有寄生性天敵（卵寄生蜂、寄生蠅）和捕食性天敵（蜘蛛、螞蟻、渦

蟲等）。  附件八  
(一) 寄生性天敵 

1. 卵寄生蜂 

林孟賢的論文提到卵寄生蜂是基隆串珠環蝶族群減少的主要因素，我們

在基隆及翠湖都採集到被寄生的卵，並觀察到孵化的卵寄生蜂，也試著取串

珠環蝶的卵讓牠們寄生成功。觀察結果： 
(1) 被卵寄生蜂寄生的卵約三天後由白色變灰再變黑（變色過程大約一天）。 
(2) 變黑的卵大約 10 天羽化出卵寄生蜂。 
(3) 卵寄生蜂大約像螞蟻一樣小。由於我們的拍照設備不夠好，所以特別邀

請「林義祥老師（嘎嘎）」微距攝影，才觀察到卵寄生蜂的模樣。再請教

「朱耀沂」教授，推測這應該是屬於黑卵寄生蜂屬中的一種。 

（格） 17 59 132 390 481 1560 3963 消

耗

量 （片） 1/8  3/8 7/8 1.5 1.7 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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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嘎）拍攝 （嘎嘎）拍攝

 
 被寄生的卵漸漸變灰再變黑 羽化的卵寄生蜂 卵寄生蜂羽化後的串珠卵殼 
 

2. 寄生蠅 

我們觀察到兩次寄生蠅：一次從幼蟲鑽出（寄生蠅順利化蛹、羽化），

一次從蛹鑽出（寄生蠅化蛹、沒有羽化）。被寄生蠅寄生的那隻蟲不吃不動，

身體漸漸變短，我們把牠單獨放在一個盒子，幾天後，盒子多出一個「蛹」，

確定被寄生。 
另一次串珠環蝶被寄生的蛹，化蛹完顏色漸漸變黑，幾天後，觀察盒內

多出「另一個蛹」，而且串珠環蝶的蛹有一個小小的洞。 

   
 被寄生蠅寄生的蟲縮成短短的 羽化的寄生蠅 寄生蠅羽化後的蛹殼 
 

   
 被寄生蠅寄生的蝶蛹 蛹有洞口並流出體液 寄生蠅的蛹和羽化後的蛹殼 
 

(二) 捕食性天敵 

1. 蜘蛛：蜘蛛是我們在蝶園飼養串珠環蝶最困擾的天敵，總共發現十幾種不同

的蜘蛛，攻擊方式大致分以下三類： 
(1) 結網捕蝶：鬼蛛、銀腹等。在空中織成蛛網，蝶飛翔時碰到網被捕食。 
(2) 直接獵食幼蟲：貓蛛、蠅虎等。直接咬住幼蟲，分泌消化液後吸乾幼蟲的

體液。被攻擊的多半是 4~5 齡蟲，一次捕捉一隻蟲。 
(3) 吐絲纏繞捕捉：大姬蛛。吐絲將蟲團團捆住，攻擊的多半是 1~3 齡蟲，一

次往往捕捉數隻幼蟲。 
2. 渦蟲：在蝶園中有好幾次死在地上的蝶，身上發現有渦蟲纏繞。 
3. 螞蟻：蝶園曾發現螞蟻搬走卵和一齡蟲，並曾攻擊前蛹和有缺陷的蛹。 
4. 壁虎：蝶園曾發現壁虎，有些蝶不明原因失蹤，懷疑是被壁虎捕食。 

 



     
 被貓蛛捕食的四齡蟲 被大姬蛛捕食的一齡蟲 被蜘蛛網纏到的蝶   

   
 

螞蟻搬走卵及一齡蟲 出現在蝶園的壁虎 被渦蟲纏住的蝶 
 

五、串珠環蝶對環境的影響 

(一) 串珠環蝶拓殖的可能途徑 
2002 年林孟賢查到的分佈位置在基隆(主要在海門天險、龍崗步道)，目前

擴展為：基隆、瑞芳、汐止和內湖山區(李榮文，2005.07~2006.12)。  附件九  

推測拓殖的途徑是： 

1. 自然拓殖：因族群數量增加，隨寄主植物分佈，沿著山徑擴大範圍。 

2. 水災拓殖： 

法布爾的昆蟲記提到山上的生物有可能因為水災被帶到山下。 

目前串珠環蝶大都分佈在基隆河與支流交會處，推測與颱風淹水有關： 

串珠環蝶幼蟲身上有毛，我們實驗把幼蟲放在水上，結果幼蟲可浮在水上， 

並慢慢蠕動移到葉片上。所以水災時蟲和卵有可能隨水散播。 

 

   
 蟲身上有毛，可浮在水面 蟲蠕動移到葉片上 兩隻蟲都成功到達葉上 
 

(二) 幼蟲的取食行為對環境及其他生物的影響 

串珠環蝶幼蟲野外的主要寄主植物是平柄菝葜和船子草，文獻不曾紀錄其

他的生物以平柄菝葜和船子草為主要的寄主植物，雖然曾發現燈蛾幼蟲、金花

蟲、蚜蟲、介殼蟲、潛葉蟲等取食平柄菝葜，八點燈蛾幼蟲、污燈蛾幼蟲、蝗

蟲曾取食船子草，但這些生物都是多食性，也可以吃其他植物。另外，琉璃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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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以菝契為寄主植物，但野外串珠環蝶幼蟲取食菝契的紀錄很少，人工飼養發

現琉璃蛺蝶幼蟲並不吃平柄菝契，所以串珠環蝶應不會影響琉璃蛺蝶的生存。 
平柄菝葜被幼蟲啃光後，約兩個月還是會長出新葉子，並不會因此死亡。

而串珠環蝶對船子草的喜好程度遠低於平柄菝葜，且野外船子草的族群數量不

少，應不會有太大的影響。野外幼蟲寄主植物葉片不足時，曾有取食其他四種

植物的紀錄，但數量極少。所以幼蟲的取食行為應不致影響環境及其他生物的

生存。 
 

表十三：串珠環蝶幼蟲野外曾取食其他植物紀錄表  
 時間 地點 蟲隻 情境說明 取食植物 發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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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門天險 山棕 2005.05.21 五齡*3 四齡*6 略 黃行七

翠湖 假菝契 2006.01.24 四齡*2 Ｂ3 的平柄菝葜吃完爬到假菝契 ※作者 
 海門天險 山棕 2006.02.08 五齡*2 李榮文 咬痕極少，應是從別的植株爬來的

金龍湖 菝契 2006.05.20 五齡*1 平柄菝葜被砍幼蟲移到菝契取食 李榮文 
 翠湖 2006.05.21 台灣芭蕉 李榮文 四齡*1 三齡*2 Ｃ4的船仔草吃完爬到台灣芭蕉 

 平柄菝葜吃光，換到船仔草剛吃

完 ，正在找新寄主植物，其中一

隻爬上芭蕉葉片啃食。 
 汐萬路 2006.06.10 五齡*1 台灣芭蕉 李榮文
 
 

   
                                          

 
(三) 成蝶的覓食行為對環境及其他生物的影響 

燈蛾幼蟲 蚜蟲 介殼蟲 

串珠環蝶主要的食物是腐果，也吸食果皮、樹汁等，在牠分佈的地方多可

看到水同木、構樹、九節木等種類多數量豐的落果，所以成蝶的取食應不致影

響環境及其他生物的生存。 

   
 吸食腐熟的水同木果實 吸食香蕉皮 吸食樹汁 

 
(四) 所以雖然串珠環蝶是外來種蝴蝶，依目前的觀察應該沒有對生態環境造成不良

的影響。不過我們還是要持續關心牠們與環境的互動，以瞭解對本土生物生態

的影響，有必要時再採取適當的因應措施，不需要因為牠們是外來種生物而做

不必要的人為干預。 
 



柒、討論 

一、哪些因素會影響蝶園串珠環蝶的存活率？ 
依常理推斷，很多卵應該可以讓當世代羽化出很多蝶，但 Y 世代 1028 顆卵卻只

成功羽化 2 隻蝶，存活率只有 0.2%，而ㄅ世代只有 215 顆卵卻成功羽化 26 隻蝶，存

活率高達 12.1%(參閱表五)。孵化率和化蛹率是影響存活率的關鍵，而寄主植物不足

則是影響孵化率和化蛹率的主要原因：Y 世代的幼生期 5～8 月蟲隻多，導致卵掉落

率高、寄主植物不足、天敵活躍，且有颱風來襲，因此幼生期死亡率極高；而ㄅ世

代蟲隻少，所以卵掉落率低、寄主植物競爭少，加上冬天天敵較少，所以存活率高。

也許這是春天來臨時，野外總出現那麼多串珠環蝶的原因之一。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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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串珠環蝶各世代 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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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串珠環蝶各世代 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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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串珠環蝶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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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串珠環蝶各世代蝶無法存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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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蝶園串珠環蝶無法存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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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樣定義串珠環蝶的寄主植物最恰當？ 
 「寄主植物」應該是指雌蝶會選擇產卵而一齡幼蟲能順利取食到羽化的植物，

但串珠環蝶雌蝶並不會在所有的寄主植物產卵。另外，並不是在植物上看到幼蟲，

就可以認為雌蝶會把卵產在該種植物上（參閱表十三）。因此我們認為寄主植物也許

該有等級的差別，所以試著分類如下： 

表十四：寄主植物等級分類表  

 分              類 說              明 
 寄主植物 平柄菝葜、船仔草 野外有雌蝶產卵，幼蟲可取食至化蛹、羽化。
 目前野外並不曾發現卵。但蝶園有雌蝶產

卵，幼蟲可取食至化蛹、羽化。 蝶園寄主植物 山棕、黃椰子  

 假菝葜、菝葜、台灣芭蕉

袖珍椰子、觀音棕竹 
野外及蝶園都沒有雌蝶產卵的情形，但幼蟲

可取食至化蛹、羽化。 替代寄主植物  

 幼蟲曾短暫取食，不願取食到化蛹。且取食

蟲隻很少。  暫時寄主植物 野薑花  

 ※ 另外還有光滑菝葜、台灣菝葜、糙莖菝葜、檳榔、海棗、香蕉、美人蕉、麥門冬， 

少數幼蟲曾取食一、二天，但目前為止我們還沒觀察幼蟲是否可取食至化蛹羽化。  

 

三、為什麼在部分串珠環蝶的「寄主植物」很難發現蝶卵？ 

串珠環蝶並不會在所有的寄主植物上產卵，雌蝶選擇產卵的寄主植物，孵化後

的幼蟲都能取食成長，但若將孵化後的一齡蟲放在其他寄主植物上，則不一定能存

活。歸納一齡蟲只取食較薄、軟的葉片，但三齡蟲則可取食所有的寄主植物，所以

猜測雌蝶會選擇適合一齡幼蟲取食的植物產卵，因此在部分串珠環蝶的寄主植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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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發現蝶卵。 
幼蟲會消耗很多葉片，建議飼養串珠環蝶時，最好種植平柄菝葜供雌蝶產卵，

卵孵化成幼蟲後，取食到三齡再更換寄主植物（船子草、黃椰子），如此可達到最佳

的產卵率，而且不必擔心寄主植物不足。但不宜任意放生，以免造成人為的擴散。 
 

四、山棕的葉片並不薄，為什麼串珠環蝶會選擇在山棕上產卵？ 

山棕的葉片較厚，產在平柄菝葜上的卵孵化的一齡蟲無法取食山棕，但產在山

棕上的卵孵化的一齡蟲就可以啃食山棕。朱耀沂先生曾舉例：單帶弄蝶為了適應不

同季節的寄主植物，在秋季產的卵比春夏季的卵大，有比較大型的大顎來取食較硬

的葉子。也許產在山棕的串珠環蝶卵也會比產在平柄菝葜上的卵大，可惜我們的拍

照設備無法比較卵的大小。 
 

五、串珠環蝶的交配時間長短和產卵量有關嗎？  

串珠環蝶交配的時間最短一個半小時，最久七個小時。不過觀察交配一個半小

時的雌蝶仍產了 206 顆受精卵，產卵量、受精率都很高。所以推測串珠環蝶交配大

約兩個小時內可完成傳精。 

但雌雄蝶為什麼還交配那麼久？ 朱耀沂先生在「情色昆蟲記」提出的可能原因

也許可以解釋：1. 雄蝶提供營養幫助雌蝶的卵巢發育。2. 雄蝶占住雌蝶，避免雌蝶

和別的雄蝶交配。 

 

六、串珠環蝶的越冬幼蟲會超過五齡嗎？ 

2006.11～2007.03 在蝶園觀察到完整的越冬狀態，26 隻化蛹的幼蟲中，共出現五

齡 6 隻、六齡 16 隻、七齡 4 隻。推測會出現六齡與七齡蟲可能是因為幼蟲成長到五

齡時，外在環境還不適合化蛹，所以繼續脫皮，以較長的蟲期來度過寒冬。串珠環

蝶越冬幼蟲有超過五齡的現象，是常態或特例？我們將繼續飼養觀察，尋求答案。 

 

捌、結論 

一、串珠環蝶翅膀暗褐色，背面前翅有橙黃色弧形紋，腹面前後翅緣都有一串白色圓斑，

為完全變態，生活史約兩個半月。卵聚產，幼蟲五齡，垂蛹。一年約四個世代，以

幼蟲越冬（五～七齡），越冬世代生活史約四個月。氣溫會影響串珠環蝶幼生期的長

度，氣溫越低，卵、蟲、蛹期越長，但成蝶的存活天數與氣溫沒有絕對關係。野外

與蝶園的串珠環蝶，生活習性大致相同。 

二、雌蝶並不會在所有的寄主植物產卵，因此寄主植物應該有等級的差別。野外的寄主

植物有平柄菝葜、船仔草，替代寄主植物有山棕、假菝葜、菝葜和台灣芭蕉；蝶園

寄主植物有平柄菝葜、船仔草、山棕和黃椰子，替代寄主植物有假菝葜、菝葜、台

灣芭蕉、袖珍椰子和觀音棕竹。 

三、串珠環蝶交配時段大都在下午至傍晚，交配時間最短一個半小時，最長七個小時。

在蝶園，部分雌、雄蝶有和不同對象多次交配以及和相同對象重複交配的情形，雄

蝶的再交配比率較高。雌蝶在交配後一兩天產卵，產下的受精卵約兩天出現受精紋。

雌蝶沒交配也會產卵，但卵的數量少。有交配的雌蝶也可能因為環境因素而未產卵。 

四、串珠環蝶有寄生性天敵（卵寄生蜂、寄生蠅）和捕食性天敵（蜘蛛、螞蟻、渦蟲等），

蝶園中最主要的天敵是蜘蛛。 

五、飼養串珠環蝶最好的方式是：種植平柄菝葜供雌蝶產卵，卵孵化成幼蟲後，取食到

三齡再更換寄主植物（船子草、黃椰子），這樣可達到最佳的產卵率，而且不必擔心

寄主植物不足。但不宜任意放生，以免造成人為的擴散。 



六、串珠環蝶目前已在基隆、瑞芳、汐止、和內湖山區形成穩定族群。我們應該持續關

心串珠環蝶是否影響台灣本土生態，有必要時再採取適當的因應措施，不需要因為

牠們是外來種生物而做不必要的人為干預。 
七、在翠湖觀察雄蝶「IU」時，一個多月的時間，竟然可

以在同樣的位置與牠相遇四次。步道中的串珠環蝶時

常悠閒的飛舞或棲息，偶爾被驚擾離去後，沒多久又

飛回來，串珠環蝶真是「戀家」的蝶！翠湖彷彿就是

串珠環蝶最適合的家，幾乎整年都可以在翠湖步道發

現牠們，尤其四、五月油桐花開的季節，花飄蝶舞的

美景令人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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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81547 字字「珠」跡~~串珠環蝶在台發現十年誌~~ 

１. 觀察很仔細，研究記錄的設計及整理也很好。 

２. 研究過程對往昔研究資料收集得很完整，並且能夠應用到研究內

容中。 

３. 研究成果中有新發現，值得鼓勵。 

４. 表格呈現宜加強。 

５. 新發現可以再深入研究。 


	壹、摘要
	貳、研究動機
	參、研究目的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伍、研究過程與方法
	陸、研究結果
	柒、討論
	捌、結論
	玖、參考資料
	【評 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