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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摘要 

在為期一個半月的研究中，我們定期外出採集樣本。我們在室內佈置了

適合黃鉤粉蝶幼蟲生長的環境，擺設油菜花及樹枝，觀察他們化蛹的情形。

另外，我們也分別進行了替代寄生植物的實驗，利用油菜花以外的十字花科

植物作為實驗對象。在生命週期，我們將幼蟲放在飼養盒，每天觀察、作紀

錄，並同時飼養紋白蝶做比較。分布地區的部分，則是列出了幾處發現黃鉤

粉蝶的地方，並請地理老師幫助我們做分析。本文的研究，讓我們充分的了

解蝴蝶的一生及黃鉤粉蝶的特性。 

貳、研究動機 

    國小時，我們曾對黃鉤粉蝶做了一些粗淺的研究，牠的前翅有鉤狀，特

別的牠，讓我們就開始尋找牠的資料，可是在網路上尋找不到牠的生態史資

料，卻在馬祖採蝶圖鑑查到許多關於牠的訊息，經過我們的觀察，發現黃鉤

粉蝶的生長只需一個月的時間，並以蛹過冬，好奇的我們，非常想知道黃鉤

粉蝶的蛹躲在哪裡，並發現，黃鉤粉蝶是台灣沒有分布的，只有在馬組、日

本、朝鮮半島、中國大陸東部，有黃鉤粉蝶的蹤跡，所以，我們以黃鉤粉蝶

來做觀察研究，並且希望透過這次的研究，可以對黃鉤粉蝶做進一步的了解。 

參、研究目的 

一、黃鉤粉蝶的外型及成長行為觀察。 

二、黃鉤粉蝶的食性探討。 

三、描述黃鉤粉蝶與紋白蝶的差異。 

四、南竿油菜花分佈及黃鉤粉蝶出沒區域地形分析。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飼養盒、紗網籠子、捕蟲網、夾子、日光燈、數位相機、掃描器、放大鏡、

尺、毛筆、枯樹枝、油菜花、小白菜、清江菜、紅蘿蔔葉、芥菜。 

伍、研究方法及過程 

一、樣本收集 

日期 地點 樣本數 

4 月 15 下午兩點 

 

戰備道、水室所旁的小

路、日光海岸旁的空地、

仁愛海邊的空地，連江山

莊步道 

黃鉤卵 6顆 

黃鉤一齡 1隻 

黃鉤三齡 1隻 

小菜蛾 2隻 

紋白卵一顆 

4 月 18 日下午 2點半 

 

戰備道 黃鉤卵 24 顆 

黃鉤二齡 2隻 

紋白三齡 1隻 

4 月 21 日上午 10 點 戰備道 黃鉤雌蝶 1 隻 

4 月 25 日下午 2點 戰備道、機場 黃鉤二齡 1隻 



4 月 26 日中午 12 點半 戰備道 黃鉤二齡 4隻 

黃鉤三齡 1隻 

4 月 29 日上午 10 點半 戰備道 黃鉤一齡 2隻 

黃鉤三齡 8隻 

紋白卵 2顆 

紋白幼蟲 2隻 

5 月 1 日 戰備道、日光海岸旁的空

地、福沃旁的小路、機場

旁的小路 

無（戰備道的油菜花被剷

除） 

 

二、方法及過程 

 

 

 

 

 

 

 

 

 

 

 

 

 

 

 

 

 

 

 

 

 

 

 

 

 

 

 

八隻二齡蟲分裝四盒飼

養盒，進行替代植物實

驗。

數天後，將剩餘黃鉤及

紋白幼蟲移至虛擬戶外

環境。

繼續觀察生命週期 記錄結蛹行為及位置 

黃鉤則需以蛹過冬，明

年春天羽化，一年一世

代，目前階段無法紀錄

羽化過程。 

定期戶外觀察、紀錄、拍照、樣本收集 

卵、幼蟲以飼養盒飼

養。觀察、紀錄、拍照。

記錄油菜花及黃鉤粉蝶

分佈情形。請地理老師

協助分析環境特點，討

論統整並記錄。 

捕捉黃鉤及紋白成蝶，

製作標本比較之。 



陸、研究結果 

研究一、黃鉤粉蝶的外型及成長行為觀察。 

（一）卵期（1~10 天） 

 

卵前期(約 1~3 天) 卵中期(3~5 天) 卵後期~(1~2 天) 

 

卵殼呈白色，長約0.05cm 卵殼呈橘黃色，長約

0.1cm 

長約 0.1cm，淺咖啡色略

帶透明，卵殼前方有黑

點。 

白色呈砲彈型，利用放大

鏡觀察，有明顯的條紋

狀，很像剛發芽的小玉

米。 

橘色呈砲彈型，但比卵前

期稍大一點，可能是毛毛

蟲的形體慢慢發育完

成，所以卵殼顏色漸漸的

變深，也有明顯的條紋

狀，也像剛發芽的黃色玉

米。 

前端出現黑點，就是快孵

出來的幼蟲的頭。卵成透

明咖啡色，是因為幼蟲即

將孵出和卵殼產生的分離

現象，咖啡色為幼蟲顏

色，而卵殼其實是白色。

 

（二）幼蟲(天) 

 

【一齡幼蟲】 

成長天數：約三天到四天。 

成長範圍：約 0.1～0.3 公分。 

食量：平均一天，約三～四朵花瓣。 

排泄量：平均一天 5～15 粒        

（樣本四隻）。 

外型描述：頭部呈黑色，身體呈咖啡

色略帶透明感，身體上有明顯的毛以

及黑點，因為一齡蟲的口器發育不完

整，除了第一餐的卵之外，都以花瓣

為主，而一齡蟲喜歡躲在花裡。 

 

 

 



【二齡幼蟲】 

成長天數：約五天到六天。 

成長範圍：約 0.3～1 公分。 

食量：平均一天，食量約一～二朵花。

排泄量：平均一天 15～25 粒       

（樣本三隻）。 

外型描述：頭部有一條明顯的黃線，身

體呈青綠色，腹側會有白線，在白線下

方有細細的深綠色線，身體光滑，在這

時可以吃果莢和莖，但大部分還是以吃

花瓣為主。 

 

【三齡幼蟲】 

成長天數：約四天到五天。 

成長範圍：約 1～1.5 公分。 

食量：平均一天，食量約二～四朵花。

排泄量：平均一天 30～40 粒       

（樣本八隻）。 

外型描述：頭部有一條明顯的黃線，身

體呈翠綠色，腹部有白線，在白線下的

深綠色線加深且面積增大，身體光滑，

三齡蟲已經可以吃果夾和莖。 

 

成長天數：約七天到九天。 

成長範圍：1.5～3 公分。 

食量：平均一天，食量約四～五朵花。

排泄量：平均一天 35～45 粒       

（樣本八隻）。 

外型描述：頭部有一條明顯的黃線，身

體呈深綠色，腹部白線面積縮小，白線

下的線呈藍綠色，身體光滑，會停在莖

上抬頭不動，但平常活動力很強。 
【四齡幼蟲】 

（三）蛹 

【化蛹過程】 

當四齡蟲停留在樹枝上時，代表牠即將結蛹，四齡蟲會將身體彎曲呈半圓

形，脫皮.排泄，在蛹的前端三分之一處會有一條絲固定蛹的位置，經過一

天的時間，四齡蟲的前端與尾端會慢慢變尖，慢慢變成綠色的蛹，再經過一

小時，蛹會逐漸變深，呈咖啡色，和樹枝呈保護色。過程如下圖。 



  

吐絲固定後，

這個動作大概

要維持半天到

一天。 

停留在樹枝上

時，代表牠即

將結蛹 

 
 

開始脫皮（一） 脫皮（二）

   
 

脫皮（四）紅圈處為皮。 脫皮（三），紅圈處為皮。

   
 

脫皮完成，皮掉落，整個脫

皮過整大約 1~2 分鐘 
脫皮（五）紅圈處為皮。 

   

   
半天後，呈現此圖。 脫皮後約 30 分鐘，呈現此圖。 



【實驗結蛹位置】 

樣本數：14 隻； 枯木上：10 隻； 牆壁上：1隻； 

飼養盒三隻（如下圖） 

（養在飼養盒的黃鉤結蛹大小較小） 

  

 

 

 

 

 

 

 

 

 

 

 

 

 

 

 

 

 

 

 

 

 

 

 

結在牆上 

 

【飼養盒】 

 

  

在飼養盒裡放樹枝 

 



（四）生命週期 

 

 

 

 

（五）爬行觀察 

在黃鉤粉蝶幼蟲的腹部下方，前面三對為步足，後面七對為腹足，牠

會先將最後一對腹足往前縮，推到前面那對腹足，一個推一個，直到

第一對步足，這樣就完成了爬行動作，如下圖。 

 

 

 

 



（六）從外觀上分辨雄蝶與雌蝶。 

 

【雄正面圖】如上圖，呈鉤狀尖突的前

翅有明顯的橘黃色班點 

【雌正面圖】如上圖，呈鉤狀尖突的前

翅無橘黃色班點  

【雄背面圖】如上圖，後翅邊緣有明顯

的青綠色班點 

【雌背面圖】如上圖，在後翅邊緣沒有

明顯的清綠色班點 

研究二、黃鉤粉蝶的食性探討。 

（一）黃鉤粉蝶幼蟲攝食行為。 

【莖、果莢】 

黃鉤粉蝶的幼蟲在吃油菜花的莖時，會先在莖的最上方，然後會先從莖橫

切面吃一小部份慢慢向下吃，吃到一定的長度後，會再回來吃還沒吃完的橫切

面莖，這樣來回來回的把莖給慢慢吃完，參考下圖。 

 



 

【花瓣】 

幼蟲在吃油菜花花瓣時，會先停在花瓣下不遠的莖上然後頭慢慢的向莖接

近，然後先從花瓣邊緣的中間咬一口下去，再呈半圓弧的形狀左到右、又到左，

在左到右這樣來回來回的吃，參考下圖。 

 

（二）替代寄生植物實驗。 

實驗說明：  

1、因為剛孵出來的幼蟲口器較小。所以，其他十字花科植物對幼蟲來

說相對較難攝食，因此，我們決定等幼蟲長到 0.8 公分左右時，再

使用替代植物實驗。 

2、每種替代植物樣本兩隻幼蟲 

 

清江菜實驗部分 紅蘿蔔實驗部分 



 

芥菜實驗部分 小白菜實驗部分 

 

替代植物一（清江菜）  

（一）飼養日期：4月 15 日~4 月 28 日 

實驗植物：全部都是油菜花 

成長範圍：從卵孵出來到 1公分左右 

攝食量：平均一隻幼蟲每天吃半朵油菜花 

（二）飼養日期：4月 29 日~5 月 2 日 

實驗植物：油菜花：清江菜＝1:1  

成長範圍：1公分～1.4 公分；1.5 公分～1.6 公分 

攝食量：平均一隻幼蟲每天吃 3朵半油菜花和清江菜（如下圖）

 

（三）飼養日期：5月 3日～5月 4日（兩隻樣本均疑似被農藥毒死)） 

實驗植物：油菜花：清江菜＝1：6 

成長範圍：無成長（1.4 公分、1.6 公分） 

攝食量：平均一隻幼蟲每天吃 2朵油菜花和清江菜（如下圖，紅色部分為攝食量） 



 
（四）實驗日期 5月 7日～5月 10 日(新放一隻 2.3 公分幼蟲) 

實驗植物：清江菜：油菜花 ＝ 1：1 

成長範圍：2.3 公分~2.8 公分 

攝食量：平均一隻幼蟲每天吃 1朵油菜花（沒吃清江菜） 

替代植物二（紅蘿蔔） 

（一）飼養日期：4月 15 日~4 月 28 日 

實驗植物：全部都是油菜花 

成長範圍：從卵孵出到 1公分左右 

攝食量：平均一隻幼蟲每天吃半朵油菜花 

（二）飼養日期 4月 29 日~5 月 2 日 

實驗植物：油菜花：紅蘿蔔葉＝1：1 

成長範圍：1公分~1.1 公分;1.1 公分～1.3 公分 

攝食量：平均一隻幼蟲每天吃 3朵油菜花，完全不吃替代植物（紅蘿蔔葉）。 

（三）飼養日期 5月 3日~5 月 7 日 

實驗植物：油菜花：紅蘿蔔葉＝1：3 

成長範圍：1.3 公分～1.7 公分；1.4 公分～2.1 公分 

攝食量：平均一隻幼蟲每天吃 4朵油菜花，完全不吃替代植物（紅蘿蔔葉）。 

（四）飼養日期 5月 8日~5 月 10 日 

實驗植物：油菜花：紅蘿蔔葉＝1：1 

成長範圍：2公分～2.1 公分 2.2 公分～2.4 公分 

攝食量：平均一隻幼蟲每天吃 4朵油菜花，完全不吃替代植物（紅蘿蔔葉） 

 

替代植物三（芥菜） 

（一）飼養日期：4月 15 日~4 月 28 日 

實驗植物：全部都是油菜花 

成長範圍：從卵孵出到 1公分左右 

攝食量：平均一隻幼蟲每天吃半朵油菜花 



（二）飼養日期 4月 29 日~5 月 3 日 

實驗植物：油菜花：芥菜＝1：1 

成長範圍：1公分~1.5 公分;0.9 公分～1.5 公分 

攝食量：平均一隻幼蟲每天吃 2朵油菜花和芥菜（如下圖） 

 
（三）飼養日期 5月 4日~5 月 6 日(兩隻樣本均疑似被農藥毒死) 

實驗植物：油菜花：芥菜＝1：6 

成長範圍：1.5 公分～1.9 公分；1.5 公分～2.3 公分（三齡到四齡） 

攝食量：平均一隻幼蟲每天吃 1朵油菜花和芥菜（如下圖） 

 



（四）飼養日期 5月 7日～5月 8日（新放一隻幼蟲 1.5 公分實驗） 

實驗植物：油菜花：芥菜＝1：1 

成長範圍：無成長，身體腫漲發黑，疑似細菌感染導致死亡。 

 

替代植物四（小白菜） 

（一）飼養日期：4月 15 日~4 月 28 日 

實驗植物：全部都是油菜花 

成長範圍：從卵孵出到 1公分左右 

攝食量：平均一隻幼蟲每天吃半朵油菜花 

（二）飼養日期 4月 29 日~5 月 3 日 

實驗植物：油菜花：小白菜＝1：1 

成長範圍：0.5 公分~0.6 公分：0.9 公分~1.4 公分 

攝食量：平均一隻幼蟲每天吃兩朵油菜花和小白菜（如下圖） 

 

 

（三）飼養日期 5月 4日~5 月 5 日 

實驗植物：油菜花：小白菜＝1：6 

成長範圍：1.4 公分～1.6(疑似生病)；0.6 公分～0.7 公分（移作他用） 

攝食量：平均一隻幼蟲每天吃一朵油菜花和小白菜（如下圖） 



 
（四）飼養日期 5月 6日～5月 9日 

實驗植物：因幼蟲有異狀故改以全部油菜花飼養 

成長範圍：1.6 公分～2.1 公分 

攝食量：平均一隻幼蟲每天 5朵油菜花 

其他：腹側兩旁各出現五個黑點 

（五）飼養日期 5月 10 日～5月 12 日 

實驗植物：油菜花：小白菜＝1：6 

成長範圍：2.1 公分（無成長）  

攝食量：平均一隻幼蟲每天吃 5朵油菜花 

 

研究三、描述黃鉤粉蝶與紋白蝶的差異 

     1.成蟲的翅膀 

黃鉤：黃鉤得翅膀呈勾狀。 

紋白：紋白的翅膀呈圓狀。 

2.卵的形狀顏色 

黃鉤：呈砲彈型，頭部較尖，顏色從米色到橘色再到咖啡色。 

紋白：呈砲彈型，頭部較鈍，顏色從白色到黃色再到綠色。 

3.齡數 

黃鉤：有一到四齡。 

紋白：有一到五齡。 

4.蛹的形狀 



黃鉤：呈尖三角形。 

紋白：呈菱形。 

5.產卵處 

黃鉤：花器下方。 

紋白：花器下方.油菜花的莖上或是葉子的表面。 

6.結蛹處 

黃鉤：結蛹在樹枝的凹槽、側面、下方。 

紋白：結蛹在粗壯的莖上、樹枝側面、下方。 

7.幼蟲的斑紋 

黃鉤：一齡蟲的頭呈黑色，身體呈咖啡色帶有透明，背部有明顯的黑點，

從二齡蟲開始，身體背部的前端，有一條很短的黃線，身體呈綠色腹側有

一條寬白線，在白線的下方，有一條藍綠色的細線。 

紋白：一齡蟲的呈黃綠色，身體呈黃色，無明顯的斑紋，從二齡蟲開始，

身體呈綠色，上方有一條明顯的黃線，而側面則有斷斷續續的黃現。 

8.毛明不明顯 

黃鉤：一齡蟲背部有明顯的毛，而從二齡蟲開始，幼蟲的身體呈光滑，無

毛。 

紋白：一齡蟲無毛，而從二齡蟲開始，幼蟲的身體呈粗糙，背部有毛。 

9.成蟲的大小 

黃鉤：黃鉤的體型比較小。 

紋白：紋白的體型比較大。 

10.成蟲的翅膀顏色 

黃鉤：雄蝶前翅呈勾狀且帶有黃褐色，雌蝶的前翅呈勾狀且呈白色。 

紋白：雄蝶的翅膀呈白色、有黑色斑紋，則雌蝶的黑色圓點較大、較黑。 

 

研究四、南竿油菜花分佈及黃鉤粉蝶出沒區域地形分析 

       （一）油菜花是十字花科的草本植物，是最容易栽培的農作物之一，其

生長季節為每年的十二月底至次年三月。由於花粉中含有豐富的

花蜜，朵朵黃色的小花，常引來翩翩的彩蝶與蟲子飛舞於花間。 

觀察馬祖南竿地區油菜花的分布狀況大致如下： 

1.全島均有油菜花的分布，但仔細觀察可發現其分布區域以向陽

坡面為主。 

2.在地形上，山間平地、冬季休耕的農田及道路兩側空地為其主

要分布的區域。 

3.油菜花生長的規模受四周植物的影響甚深，尤其四周若是灌木

或植物叢聚，或向陽面遮蔽物過多的區域，均不易發現它的蹤

跡。 



 

（二）油菜花為馬祖地區黃鉤粉蝶的主要寄主植物，從油菜花的分布應

可找尋到豐富的黃鉤粉蝶族群，但實際的觀察發現卻有很大的出

入。 

觀察馬祖南竿地區黃鉤粉蝶分布的狀況大致如下： 

1.周圍有水源或較為潮濕的區域。 

2.地形上，面陽坡開闊，且周圍有灌木或植物高低相間、叢聚的

區域分布較多。如津仁步道、馬港四維步道旁。 

3.在休耕、廣佈油菜花的農田中未發現它的蹤影，推論與農田長

期翻動耕作、噴灑農藥等不利一年一世代的黃鉤粉蝶繁衍後代

有關，且春季開闊平坦的農地也是天敵（鳥類）活動的場所。 

 

（三）馬祖南竿地區油菜花與黃鉤粉蝶分布比較圖 

 

 

 

 

 

 



 

 

柒、綜合討論 

1. 由戶外觀察紀錄，4月 1日發現第一隻黃鉤粉蝶位置在勝利水庫，最後

一次看見黃鉤粉蝶（雌蝶）則是在 4月 21 日，搭配書中資料可知，黃鉤

一年一世代，出沒時間約為一個月，因而推測黃鉤今年在南竿地區出沒

時間為 3月底～4月底。 

2. 黃鉤粉蝶不會出沒及產卵在農田的油菜花上，極有可能是為要避開農藥

的攻擊及人為的迫害。 

3. 黃鉤粉蝶產卵位置均為花苞下，推測是為了幼重孵化後能方便攝食。（一

齡蟲口器太小只能吃較嫩的花瓣）。 

4. 雄蝶正面翅膀色彩較雌蝶鮮豔，有可能是為了吸引異性，雌蝶則有可能

因此可以避開天敵攻擊。 

5. 幼蟲體色和油菜花豆莢部分顏色極為相似；結蛹時，蛹的顏色也會改變

和枯木顏色相同。以上兩種情況應該為保護色作用。 

6. ㄧ齡蟲的身體呈咖啡色，但從二齡蟲開始，身體顏色都是綠色，我們推

測，因為一齡的幼蟲都是吃花瓣，所以以咖啡色作為保護色，而二齡蟲

開始，已經開始吃果莢或莖，所以以綠色作為保護色。 

7. 黃鉤粉蝶的蛹不產在油菜花上，卻產在其他的樹枝上，所以我們推測，

可能是因為油菜花是季節性植物，而黃鉤粉蝶又是一年一世代的蝴蝶，

所以將蛹產在樹枝上。 

8. 黃鉤粉蝶的幼蟲不吃油菜花的葉子，我們推測，因為葉子很硬很老，而

且幼蟲的口器很小，所以不吃油菜花的葉子。 

9. 在飼養過程中，我們發現一零蟲最容易死亡。 

(1)因為在小飼養盒中的一齡蟲，常常會因為爬太遠而吃不到花朵而死。 

(2)一齡蟲最容易生病而死，如果是四零蟲吃到有農藥的葉子，馬上給

她吃油菜花，四齡蟲還是會好。 

捌、結論 

1. 黃鉤粉蝶主要食物以較嫩的油菜花為主，其他十字花科植物則會選擇較

嫩的部分攝食，並非每一種十字花科植物都吃。 

2. 黃鉤結蛹時會在枯木上結蛹，並以蛹過冬，會選擇較隱蔽處，故較難發

現。 

3. 黃鉤粉蝶生命週期約為 3～4週，幼蟲大小會因為攝食量而有差異，並影

響蛹的大小。 

4. 每一年的成蝶大小會有差異，今年抓回來的雌蝶樣本比兩年前的雄蝶樣

本小了許多，但基本大小比為紋白小。 

5. 四、三齡蟲攝食量、排泄量比一、二齡蟲多，成長速度也較為快。最高

紀錄四齡蟲一天成長 0.4 公分。 



6. 台灣紋白蝶與黃鉤粉蝶差異有： 

(1)產卵處 

         我們發現，黃鉤粉蝶的產卵處，只有在油菜花的花器下方。但是，我

們發現，台灣紋白蝶的產卵處包括油菜花的花器下方、莖以及葉子。 

(2)幼蟲吃的食物種類  

     黃鉤粉蝶與台灣紋白蝶的幼蟲均吃十字花科植物。 

(3)結蛹處 

     黃鉤粉蝶並不結蛹在油菜花上，而是在牆壁以及樹枝，台灣粉蝶的結

蛹處包括牆壁、樹枝以及油菜花上。   

7. 發現主要寄生在油菜花上的生物有黃鉤粉蝶的幼蟲、紋白蝶的幼蟲、牙

蟲、小菜蛾的幼蟲、黃鉤粉蝶的卵。 

8. 我們觀察到，四齡蟲的長度比較短，結的蛹，長度也比較小一些。在我

們的替代植物實驗中，因為，蝴蝶的幼蟲不適應，導致吃的食物量並不

多，幼蟲的長度也不多，所以攝食量和成長大小成正比。 

 

玖、參考文獻 

1、馬祖彩蝶圖鑑【李俊延 著】 



【評  語】 031723 黃鉤樂、黃勾勒 

主題極具鄉土性，是為該地與其鄰近地區之物種，唯偏於觀察，在詴

驗處理上仍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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