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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中的清糞高手校園中的清糞高手校園中的清糞高手校園中的清糞高手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的二種糞金龜分別是三瘤糞金龜與紅斑糞金龜，二種糞金龜是靠觸角嗅覺覓食，

其食物偏好在陰涼處的雜食性動物糞便，如人糞與狗糞，較不喜歡草食性動物的糞便。影響

糞金龜選擇食物的原因可能是糞便的氣味及成分。糞金龜在生殖築巢時需要有黏性的泥土，

若是細砂子則不利糞金龜築巢生殖。二種糞金龜皆容易以人糞飼養，且生殖力高，非常適合

做生態研究，更是大自然的清道夫。 

    

壹壹壹壹、、、、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國中時曾參與社團與學長姊一起研究過糞金龜，對這大自然的清道夫有極大的興趣，升

上高中基礎生物課本有提到某些物種會執行生態系清除者的任務，更讓我們想到糞金龜在生

態上的重要性而有繼續研究的動力。無論是在校園、公園或馬路旁，常常可發現狗大便，這

些狗大便是生活環境中令人厭惡的問題。在校園中只要有草地，糞金龜就會幫我們清除這些

糞便。由於糞金龜的模樣可愛，又在自然界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們決定研究校園

中的糞金龜之覓食偏好及築巢生殖。 

 

貳貳貳貳、、、、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一、校園內糞金龜的種類 

二、校園內糞金龜喜歡的棲地環境 

三、糞金龜對於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 

四、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 

五、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的影響 

六、不同的築巢環境對糞金龜生殖的影響 

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 

 

參參參參、、、、研究設備及器材研究設備及器材研究設備及器材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一一一、、、、設備及器材設備及器材設備及器材設備及器材：：：：竹筷子與鑷子（夾糞金龜）、皮尺（量草地長度）、底片盒（裝糞金龜）、游

標尺、透明塑膠飼養箱、夾鏈袋（裝糞便）、電子秤（秤糞便重量）、解剖顯微鏡、去

味大師、明星花露水、保鮮膜、沙子、泥土、相機、自製紙箱(長 55 公分、寬 47 公分、

高 25 公分，一端用長 32 公分、高 25 公分的兩紙板格成三小格紙版與紙板間的距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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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公分。) 

 

                    

自製紙箱俯視圖                 自製紙箱側面圖 

 

二二二二、、、、糞金龜的食物糞金龜的食物糞金龜的食物糞金龜的食物：：：：人糞、狗糞、牛糞 

    

肆肆肆肆、、、、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一一一、、、、校園內糞金龜的種類校園內糞金龜的種類校園內糞金龜的種類校園內糞金龜的種類    

在校園內尋找狗糞，並且翻動狗糞，將狗糞中的二種糞金龜用鑷子挑出裝入底片盒，再

以每個糞便為中心，往下將 15×15×15 公分的土壤挖到網孔為 2 mm的金屬篩網上，再將泥土

中的糞金龜篩出，裝入底片盒帶回實驗室。在實驗室中利用解剖顯微鏡觀察外型特徵，並對

照圖鑑將糞金龜分類，並且利用游標尺測量糞金龜的體長。最後將二種糞金龜分別飼養於裝

土八分滿的飼養箱中並供給人糞食用。 

    

二二二二、、、、校園內糞金龜所喜好之棲地環境校園內糞金龜所喜好之棲地環境校園內糞金龜所喜好之棲地環境校園內糞金龜所喜好之棲地環境    

校園附近常會有野狗活動，所以，採集的範圍以校門旁的兩片草地為主校門旁靠圍牆的

兩塊草地，沿著圍牆邊外側種植一排大王椰子，內側種植一排大葉桃花心木，因此靠圍牆的

草地有樹蔭遮蔽比較陰涼，所以將草地分為「有樹蔭區」與「無樹蔭區」。「有樹蔭區」為離

圍牆 6公尺處的草地，校門兩旁圍牆長 175 公尺，所以本研究的「有樹蔭區」總面積為 1050

平方公尺；本研究的「無樹蔭區」的長 65 公尺、寬 18公尺，總面積為 1170 平方公尺。每隔

2－3天，在「有樹蔭區」或「無樹蔭區」尋找新鮮的狗糞，將狗糞翻開觀察是否有糞金龜在

糞便中，若有糞金龜再將糞金龜用竹筷子或鑷子挑出，依其特徵分類。當天實驗完成將糞金

龜在校門口統一釋放，讓糞金龜重回自然環境。將所紀錄的 10 次數據分析糞金龜對兩種棲地

環境之喜好。 



 3 

 

 

 

 

 

 

 

    

三三三三、、、、糞金龜對於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糞金龜對於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糞金龜對於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糞金龜對於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    

（一）室外實驗 

先將研究地點的草地上之狗糞清除，在「有樹蔭區」的草地放置人糞（同學提供）、狗糞

（同學提供）和牛糞（附近牧場要的）各 100 克，每種糞便間隔 30公分，每次重新實驗將每

種糞便放置在不同的位置。24 小時後將糞便中的糞金龜用竹筷子或鑷子挑出，依其特徵分類。

當天實驗完成將糞金龜在校門口統一釋放，讓糞金龜重回自然環境。記錄每種糞便中的糞金

龜數量及種類，重複實驗 10 次。將所紀錄的數據分析糞金龜對不同糞便之喜好。 

（二）室內實驗 

先將二種糞金龜各 30 隻分別放入二個小塑膠盒中準備實驗，再準備三種動物之新鮮糞

便：人糞、狗糞及牛糞各 100公克，分別放入自製的紙箱一端的三小格中。再將先前準備有

30 隻糞金龜的小盒子打開，放入自製紙箱的另一端，並用保鮮膜將紙箱上部封住，讓糞金龜

去選擇食物。30分鐘後將保鮮膜打開，並快速將糞金龜抓起來再計算數量。每次皆將不同糞

便放入不同位置的格子中，二種糞金龜皆重複實驗 6次，觀察記錄並統計分析二種糞金龜對

於三種動物糞便之喜好。 

    

四四四四、、、、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    

三位同學吃不同的食物，一位同學連續二天都吃蔬菜水果，第二位同學連續二天都吃肉

類，第三位同學則是連續二天什麼都吃（雜食），二天後收集三位同學之糞便。將三種糞便各

100公克，分別放入自製的紙箱一端的三小格中。再將先前準備有 30 隻糞金龜的小盒子打開，

放入自製紙箱的另一端，並用保鮮膜將紙箱上部封住，讓糞金龜去選擇食物。30分鐘後將保

鮮膜打開，並快速將糞金龜抓起來再計算數量。每次皆將不同糞便放入不同位置的格子中，

二種糞金龜皆重複實驗 6次，觀察記錄並統計分析二種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 

    

100m 

6m 

75m 

校門校門校門校門 

18m 

65m 

有有有有 樹樹樹樹 蔭蔭蔭蔭 區區區區 有有有有 樹樹樹樹 蔭蔭蔭蔭 區區區區 

無無無無 樹樹樹樹 蔭蔭蔭蔭 區區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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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的影響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的影響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的影響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的影響    

準備一個人糞重 300公克，平均分成三等份，每份 100公克，其中一份糞便噴上去味大

師，第二份糞便噴上明星花露水，第三份糞便噴上清水，分別放入自製的紙箱一端的三小格

中。再將先前準備有 30 隻糞金龜的小盒子打開，放入自製紙箱的另一端，並用保鮮膜將紙箱

上部封住，讓糞金龜去選擇食物。30分鐘後將保鮮膜打開，並快速將糞金龜抓起來再計算數

量。每次皆重噴糞便並將糞便放入不同位置的格子中，二種糞金龜皆重複實驗 6次，觀察記

錄並統計分析糞便氣味對二種糞金龜食物選擇的影響。 

    

六六六六、、、、不同的築巢環境對糞金龜生殖的影響不同的築巢環境對糞金龜生殖的影響不同的築巢環境對糞金龜生殖的影響不同的築巢環境對糞金龜生殖的影響    

準備三個塑膠飼養箱，其中一個飼養箱中放入八分滿的泥土（校園中的泥土，利用 150

網目篩孔為 0.1mm的篩網篩過的粉狀泥土），第二個飼養箱放入八分滿的砂子（跳遠場上的

砂，利用 18 網目篩孔為 1.0mm的篩網篩過的細砂子），第三個飼養箱放入混合的泥土與砂子

八分滿。再各放入五對的糞金龜及 200公克的人糞並蓋上透氣的蓋子，一個星期後，挖開挑

出糞金龜所做的育兒糞團。二種糞金龜皆重複以上實驗 6次，觀察記錄並統計分析不同的築

巢環境對二種糞金龜生殖的影響。 

    

七七七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    

準備二個塑膠飼養箱，皆放入八分滿的泥土，再分別放入二種糞金龜五對及 200公克的

人糞並蓋上透氣的蓋子，一個星期後，挖開挑出糞金龜所做的育兒糞團，再將育兒糞團埋於

土中直到下一代成蟲羽化出來。重複實驗 6次，觀察、記錄並比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 

 

伍伍伍伍、、、、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一一一一、、、、校園內糞金龜的種類校園內糞金龜的種類校園內糞金龜的種類校園內糞金龜的種類    

在校園內採集到的兩種糞金龜（表一），分別為三瘤糞金龜與紅斑糞金龜。 

（（（（一一一一））））三瘤糞金龜三瘤糞金龜三瘤糞金龜三瘤糞金龜（OnthophagusOnthophagusOnthophagusOnthophagus tritubertritubertritubertrituber）：：：：    

體長 5.5-7.5mm；體呈黑色；胸部稍微有綠銅色光澤；翅鞘有大塊黃色斑紋；胸部前緣

有三個瘤狀突起；雄蟲兩眼間具一支短角，雌蟲的頭部則無角。 

（（（（二二二二））））紅斑糞金龜紅斑糞金龜紅斑糞金龜紅斑糞金龜（Onthophagus proletariusOnthophagus proletariusOnthophagus proletariusOnthophagus proletarius）：：：：    

體長 5-6mm；體呈黑色並具光澤；胸部稍微有紫銅色光澤；翅鞘前端和末端為橙紅色；

雄蟲兩眼間具三支角，中間的角較短小，左右兩支角較長，雌蟲的頭部則無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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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表一表一表一】】】】校園中採集的糞金龜數量及平均體長校園中採集的糞金龜數量及平均體長校園中採集的糞金龜數量及平均體長校園中採集的糞金龜數量及平均體長    

糞金龜種類糞金龜種類糞金龜種類糞金龜種類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平均體長平均體長平均體長平均體長    

雄雄雄雄    11111111    6.30mm6.30mm6.30mm6.30mm    
三瘤糞金龜三瘤糞金龜三瘤糞金龜三瘤糞金龜    

雌雌雌雌    14141414    6.47mm6.47mm6.47mm6.47mm    

雄雄雄雄    10101010    5.50mm5.50mm5.50mm5.50mm    
紅斑糞金龜紅斑糞金龜紅斑糞金龜紅斑糞金龜    

雌雌雌雌    9999    5.74mm5.74mm5.74mm5.74mm    

 

 
 

三瘤糞金龜三瘤糞金龜三瘤糞金龜三瘤糞金龜（（（（左左左左：：：：雄雄雄雄；；；；右右右右：：：：雌雌雌雌）））） 紅斑糞金龜紅斑糞金龜紅斑糞金龜紅斑糞金龜（（（（左左左左：：：：雄雄雄雄；；；；右右右右：：：：雌雌雌雌）））） 

                         

二二二二、、、、校園內糞金龜所喜好之棲地環境校園內糞金龜所喜好之棲地環境校園內糞金龜所喜好之棲地環境校園內糞金龜所喜好之棲地環境    

在研究期間，「有樹蔭區」共發現 33個新鮮狗糞，其中 17個狗糞有糞金龜（11個狗糞有

三瘤糞金龜，12個狗糞有紅斑糞金龜），共採集到 49 隻本研究所需之糞金龜（三瘤糞金龜 30

隻，紅斑糞金龜 19 隻）。「無樹蔭區」共發現 39 個狗糞，其中 7個狗糞有糞金龜（5個狗糞有

三瘤糞金龜，4個狗糞有紅斑糞金龜），共採集到 17隻本研究所需之糞金龜（三瘤糞金龜 9

隻，紅斑糞金龜 8 隻）。 

由實驗結果可知，「有樹蔭區」的狗糞中能找到三瘤糞金龜或紅斑糞金龜的狗糞數比例大

於「無樹蔭區」（圖一），且「有樹蔭區」所採集到的糞金龜數量也大於「無樹蔭區」（圖二）。

所以，本研究的兩種糞金龜皆喜好「有樹蔭區」。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有樹蔭區有樹蔭區有樹蔭區有樹蔭區」」」」與與與與「「「「無樹蔭區無樹蔭區無樹蔭區無樹蔭區」」」」有糞金龜的狗糞數比較有糞金龜的狗糞數比較有糞金龜的狗糞數比較有糞金龜的狗糞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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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圖二圖二圖二】「】「】「】「有樹蔭區有樹蔭區有樹蔭區有樹蔭區」」」」與與與與「「「「無樹蔭區無樹蔭區無樹蔭區無樹蔭區」」」」所採集到的兩種糞金龜數量比較所採集到的兩種糞金龜數量比較所採集到的兩種糞金龜數量比較所採集到的兩種糞金龜數量比較    

 

三三三三、、、、糞金龜對於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糞金龜對於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糞金龜對於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糞金龜對於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    

（一）室外實驗 

在研究期間，利用人糞、狗糞及牛糞三種糞便去誘集本研究所需之糞金龜，結果三瘤糞

金龜誘集數量為：人糞 13隻、狗糞 19 隻和牛糞 1隻；紅斑糞金龜誘集數量為：人糞 17隻、

狗糞 15隻和牛糞 2隻（圖三）。由實驗結果可知三瘤糞金龜與紅斑糞金龜最喜歡狗糞與人糞，

牛糞不是所喜好之糞便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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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圖三圖三圖三】】】】三種糞便吸引兩種糞金龜數量之比較三種糞便吸引兩種糞金龜數量之比較三種糞便吸引兩種糞金龜數量之比較三種糞便吸引兩種糞金龜數量之比較 

 

（二）室內實驗 

二種糞金龜對於三種動物糞便之喜好結果顯示皆有顯著差異（三瘤糞金龜：P＜0.001,＊

＊＊；紅班糞金龜：P＜0.001,＊＊＊）（圖四），二種糞金龜比較偏好狗糞及人糞，並不喜歡

牛糞。 

【【【【圖四圖四圖四圖四】】】】二種糞金龜對於三種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二種糞金龜對於三種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二種糞金龜對於三種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二種糞金龜對於三種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    

 

 

四四四四、、、、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    

二種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結果顯示皆有顯著差異（三瘤糞金龜：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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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班糞金龜：P＜0.005,＊＊）（圖五），二種糞金龜還是比較不喜歡吃蔬果的人糞，

但是與吃肉類及雜食的人糞差異並不大。 

【【【【圖五圖五圖五圖五】】】】二種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二種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二種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二種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    

 

    

五五五五、、、、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的影響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的影響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的影響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的影響    

糞便氣味對二種糞金龜食物選擇的影響結果顯示皆有顯著差異（三瘤糞金龜：P＜0.001,

＊＊＊；紅班糞金龜：P＜0.001,＊＊＊）（圖六），二種糞金龜較容易被噴上清水的人糞所吸

引，噴上去味大師的人糞次之，噴上明星花露水的人糞最少。 

【【【【圖六圖六圖六圖六】】】】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之影響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之影響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之影響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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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不同的築巢環境對糞金龜生殖的影響不同的築巢環境對糞金龜生殖的影響不同的築巢環境對糞金龜生殖的影響不同的築巢環境對糞金龜生殖的影響    

不同的築巢環境對二種糞金龜生殖的影響結果顯示皆有顯著差異（三瘤糞金龜：P＜0.001,

＊＊＊；紅班糞金龜：P＜0.001,＊＊＊）（圖七），二種糞金龜皆於泥土環境中築巢所製造的

育兒糞團最多，泥土與砂子混合的環境次之，砂子的環境最差。 

【【【【圖七圖七圖七圖七】】】】不同築巢環境對糞金龜生殖的影響不同築巢環境對糞金龜生殖的影響不同築巢環境對糞金龜生殖的影響不同築巢環境對糞金龜生殖的影響    

 

 

七七七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    

比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結果顯示（表二），三瘤糞金龜的育兒糞團數為 78 個，紅斑糞金

龜的育兒糞團數為 135個。卵經幼蟲及蛹成功羽化成成蟲的三瘤糞金龜數目為 55隻，紅斑糞

金龜的數量為 108 隻。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    

 育兒糞團數 子代成蟲數 生殖成功率 

三瘤糞金龜 78 55 71％ 

紅斑糞金龜 135 108 80％ 

 

陸陸陸陸、、、、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一一一一、、、、校園內糞金龜的種類校園內糞金龜的種類校園內糞金龜的種類校園內糞金龜的種類    

糞金龜是屬於金龜子科（ScarabaeidaeScarabaeidaeScarabaeidaeScarabaeidae）中的食糞性金龜群（CoprophagidesCoprophagidesCoprophagidesCoprophagides），主要是吃動

物的糞便。糞金龜的嗅覺能力非常發達，牠們只要一聞到糞便的味道，就會立刻飛向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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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內所採集到的三瘤糞金龜與紅斑糞金龜在外形上有很大的差異，三瘤糞金龜的翅鞘有

大塊黃色斑紋，紅斑糞金龜的翅鞘肩部和末端為橙紅色，所以，本研究的兩種糞金龜非常容

易辨識。二種糞金龜皆會在糞便下挖地道築巢，再將糞便搬進巢內儲存，可自己食用或製做

育兒糞團，雌糞金龜會將卵產於育兒糞團中。 

 

二二二二、、、、校園內糞金龜所喜好之棲地環境校園內糞金龜所喜好之棲地環境校園內糞金龜所喜好之棲地環境校園內糞金龜所喜好之棲地環境    

狗糞在無遮蔽的情況下，很容易因日曬而失去水分。狗糞在有遮蔽的情況下，比較能保

持水分，也比較能被糞金龜所利用。所以，在「有樹蔭區」中的狗糞能吸引較多的糞金龜，「無

樹蔭區」的狗糞能所吸引的糞金龜數較少。土壤也是影響糞金龜來築巢的因素，「有樹蔭區」

比較陰涼，土壤濕軟，糞金龜在挖地道築巢時比較容易，且巢穴中的糞便也不易乾掉。「無樹

蔭區」的土壤比較乾硬，糞金龜比較不容易挖地道，且巢穴中的糞便也比較容易乾掉。所以，

三瘤糞金龜與紅斑糞金龜比較喜好的棲地類型為「有樹蔭區」。 

 

三三三三、、、、糞金龜對於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糞金龜對於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糞金龜對於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糞金龜對於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    

不管是室外或室內實驗，二種糞金龜皆偏好人糞及狗糞，只有極少數會被牛糞所吸引。

因人糞與狗糞的味道較重，可能是糞便的氣味影響糞金龜的食物喜好。而牛糞中所含的纖維

質較多，可能也是影響糞金龜食物喜好的因素之一。另外，在一般平地的生活環境中，最常

見到的也是狗糞，糞金龜可能已經演化成對狗糞的氣味特別敏感。狗雖然是食肉目，應屬於

肉食性動物，但現在的狗經人類飼養過後已偏向雜食。因此，人糞及狗糞對糞金龜來說，應

屬於較類似的食物。所以，三瘤糞金龜與紅斑糞金龜比較喜偏好屬於雜食性動物（人、狗）

之糞便。 

    

四四四四、、、、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糞金龜對於吃不同食物的人糞之喜好    

二種糞金龜比較容易被吃肉類及雜食的人糞所吸引，吃蔬果的人糞則比較差一點，但是

差異並不大。可能是因為食物雖有差異，但還是經過人類的消化系統，在其氣味上的差異有

限，只會稍微影響到糞金龜的食物選擇。也有可能是因為此二種糞金龜的消化系統與人類相

似皆無法分解消化纖維質，所以不喜歡纖維質成分太高的糞便。 

    

五五五五、、、、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的影響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的影響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的影響糞便氣味對糞金龜食物選擇的影響    

二種糞金龜主要是靠觸角嗅覺覓食，噴上清水的人糞其氣味與原本差異不大，所以可以

吸引糞金龜來享用。噴上去味大師的人糞味道可能被去味大師所含的介面活性劑破壞，使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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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之氣味減弱，但仍可吸引不少的糞金龜。噴上明星花露水的人糞吸引較少的糞金龜，可能

是因為明星花露水的味道很重又刺鼻，所以覆蓋了原來糞便的味道，而影響的糞金龜的嗅覺

及食物選擇。 

    

六六六六、、、、不同的築巢環境對不同的築巢環境對不同的築巢環境對不同的築巢環境對糞金龜生殖的影響糞金龜生殖的影響糞金龜生殖的影響糞金龜生殖的影響    

二種糞金龜無論是在挖地道築巢及製造育兒糞室時，總不希望地道或育兒糞室常常塌

陷，此時有黏性的泥土就扮演著像水泥一樣的功能，使地道不塌陷，可順利將糞便填入育兒

糞室中做成育兒糞團。所以，在泥土環境中築巢所製造的育兒糞團最多，泥土與砂子混合的

環境次之，砂子的環境因無黏性故最差。 

    

七七七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比較    

二種糞金龜皆會在糞便下挖地道築巢並製做育兒糞室，再將糞便搬進育兒糞室中，做成

育兒糞團，雌糞金龜會將卵產於育兒糞團中。三瘤糞金龜每隻雌糞金龜每次約產 2－3顆卵，

紅斑糞金龜每隻雌糞金龜每次約產 4－6顆卵。除了冬天外，二種糞金龜皆可生殖，且二種糞

金龜的卵經幼蟲及蛹成功羽化成成蟲的生殖成功率皆超過 70％。所以兩種糞金龜是非常適合

飼養及研究其生殖生態的種類。 

 

柒柒柒柒、、、、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校園內的糞金龜種皆屬在糞便下挖地道築巢的糞金龜，分別為三瘤糞金龜與紅斑糞金龜，

其外形上有很大的差異，非常容易辨識。 

二、校園內二種糞金龜所喜好之棲地環境為比較陰涼、土壤濕軟的「有樹蔭區」，糞便在有遮

蔽的情況下，比較能保持水分供糞金龜所利用。 

三、二種糞金龜對於不同動物糞便之喜好選擇，不管是室外或室內實驗，二種糞金龜皆偏好

雜食性動物之糞便（人糞、狗糞）。 

四、二種糞金龜比較容易被吃肉類及雜食的人糞所吸引，吃蔬果的人糞則比較差一點，因糞

金龜不喜歡纖維質成分太高的糞便。 

五、二種糞金龜主要是靠觸角嗅覺覓食，若糞便噴上其他氣味的物質而覆蓋了原來糞便的味

道，則會影響的糞金龜的嗅覺及食物選擇。 

六、細砂子較不適合用來飼養二種糞金龜，用有黏性的泥土來飼養能增加糞金龜的生殖成功。 

七、二種糞金龜皆會在糞便下挖地道築巢並製做育兒糞室，再將糞便搬進育兒糞室中，做成

育兒糞團，雌糞金龜會將卵產於育兒糞團中。二種糞金龜的生殖成功率高，所以兩種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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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龜是非常適合飼養及研究。 

八、在日常生活中，地上的狗糞主要是由喜好雜食性動物糞便的三瘤糞金龜與紅斑糞金龜清

除，而且糞金龜需要有泥土的環境來生殖，若是地面都鋪上了水泥，那糞金龜便無法在

此生存，於是，地上的狗糞就必須靠人力來清除。現在都市的街道上或馬路旁，常常可

發現狗大便。如果是在大自然的環境中，糞金龜就會把它們清理乾淨。所以糞金龜是處

理動物排泄物的清道夫，在自然界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捌捌捌捌、、、、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及其他及其他及其他及其他    

張永仁張永仁張永仁張永仁。。。。昆蟲入門。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8。 

張永仁張永仁張永仁張永仁。。。。昆蟲圖鑑：台灣七百多種常見昆蟲生態圖鑑。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8。 

張永仁張永仁張永仁張永仁。。。。昆蟲圖鑑 2：台灣七百六十種昆蟲生態圖鑑。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1。 

陳克敏陳克敏陳克敏陳克敏。糞金龜的世界。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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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瘤糞金龜（左：♂；右：♀） 紅斑糞金龜（左：♂；右：♀） 

明星花露水（左）去味大師（右） 
自製紙箱 

放在小盒子的 30 隻糞金龜 

糞便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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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開飼養箱 挑出育兒糞團 

三瘤糞金龜的糞團與卵 

三瘤糞金龜的育兒糞團 

紅斑糞金龜的育兒糞團 

紅斑糞金龜的糞團與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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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瘤糞金龜的幼蟲 

三瘤糞金龜的幼蟲 

紅斑糞金龜的卵、幼蟲 

紅斑糞金龜的蛹 

三瘤糞金龜的蛹 剛羽化的三瘤糞金龜 



【評語】040707 

本研究之優點為以大自然清道夫角色，針對兩種糞金龜進行

生態研究，具環保性。部分結果輔以 P 值呈現是正確的手法。

但應說明所用統計方法。此外，於討論時可以更客觀的解釋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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