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號：２４ 

學校：聖文德書院 

組員： 

中六級丙班 江建發 

中六級丙班 黃漢彬 

中六級乙班 駱敏聰 

中六級丙班 黃智鴻 

中六級丙班 葉仲文 

 

 



 
在偶機之下，我們發現在學校所種植的部份植物上，出現大量

形態特別、色彩斑斕的不知名毛蟲。這些毛蟲數量龐大外，分

佈於數種植物之上，加上外形獨特，故引起同學興趣，對其成

長及習性嘗試作出觀察與研究。 

 
 

 

小白紋毒蛾幼蟲會對農作物造成嚴重的危害種，其食性廣泛，

繁殖能力高，且毛刺及具毒性。增加對其的了解除了有助保護

作物及花卉外，亦可避免在戶外活動時誤觸幼蟲引致中毒。 

 



 

名稱：小白紋毒蛾(Small tussock moth)、棉古毒蛾、灰帶毒蛾、

刺毛蟲、毒毛蟲等

學名：Orgyia postica 
分類：鱗翅目 Lepidoptera，毒蛾科 Lymantridae 
地理分佈：普遍分布於美洲、亞洲低中海拔地區 

特徵：幼蟲： 

身體顏色多，有黃、白、黑等，黃色為主色。頭部桔紅色。體

長約２.２至３.０ｃｍ，身上長有長短不一的毒毛，有的散生，

有的聚集長成毛束，背部有四叢明顯而整齊的黃色毛叢。 

 

 

←小白紋毒蛾幼蟲 

成蟲(雄性)： 
體長約１.２８至２.５ｃｍ，展翅約長２.４至３.４ｃｍ。身體黃褐

色，觸角呈梳子狀，翅上有黑色及深褐色條紋，斑紋具變異。 

 

↑小白紋毒蛾雄性成蟲（來源：陳志鵬生態紀錄網） 



成蟲(雌性)： 

體長約１.５ｃｍ，無翅，身體肥胖，呈淡黃色。 

 

↑小白紋毒蛾雌性成蟲（來源：陳志鵬生態紀錄網） 

 

營養方式及食性 

幼蟲食性廣泛，會所以多種果樹、蔬菜、花卉，如仙丹、向日

葵、柑橘等數百種植物的花、葉及果實作食糧。 

 

↑寄於金露花的幼蟲 
(來源：小白紋毒蛾(zlp)) 

 
↑啃食白玫瑰的幼蟲 
(來源,：albus 慢慢說 鱗翅目-小白紋毒

蛾(幼蟲)) 

 
對環境及人類的害處 
小白紋毒蛾是毒蛾科裡危害農作物最為嚴重的種類之一，食性廣且繁殖

能力高，一年繁殖８至９次，每次可產下１５０至５００顆卵，並終年常

見。此外，其身上毛刺及繭絲具毒性，可引致皮膚紅腫及痕癢。 
 
 



 

地點：黃大仙慈雲山聖文德書院 

 

↑紅圈標註為聖文德書院，鄰近山野，常見林區蟲鳥 

 
↑紅圈標註為樣本採集區 

 



校園內主要分佈位置：操場中部正梯後花槽及樹上 

 

發現幼蟲的植物物種：黃槐、雪卡花 

 

↓發現幼蟲的花槽及黃槐樹 

 

↓雪卡花上的幼蟲 

↓黃槐樹上的蟲蛹 

 



幼蟲樣本採集方法：將樣本與其所在的植物枝條一併採集 

幼蟲樣本採集次數及數量：分３次，共採集１８個樣本。 

幼蟲樣本採集日期與相關數據： 

日期(年/月/日) 溫度/攝氏度 濕度/百份比 採集數量/條

２０１０/３/１９ ２３.６  ８９% ７ 

２０１０/３/２０ ２４.０ ７８% ６ 

２０１０/３/２３ ２４.０ ８３％ ５ 

總數 １８ 

幼蟲樣本處理： 

樣本將存放於玻璃容器中，包括玻璃缸及燒杯中。 
 
 

↓存放樣本的玻璃缸 

 
 
 
 
 



 

幼蟲 

所收集的幼蟲樣本約長１.４至１.９ｃｍ， 

部份樣本間存在輕微的差異，最明顯的差異為其長度大小及身

體顏色。 

 

↑樣本間存在長度大小及身體顏色的差異↓ 

 



幼蟲鳥瞰圖↓

 

 
↑幼蟲頭部特寫  →   

←幼蟲的脫皮 
 

 
 
↓幼蟲側面圖（來源：http://gaga.jes.mlc.edu.tw/new23/9407/006.htm） 

   

小白紋毒蛾幼蟲移動速度相比其他毛蟲受頗高，受刺激後會快速離逃或

卷曲身體，讓毒毛露外，以達退敵之效。↑ 

 



結繭 

大多數幼蟲在採集的兩、三天後便結成繭。 

而結繭的幼蟲長度、大小亦存在一定程度上的差異。 

結繭的幼蟲長度約在１.５至１.９ｃｍ間，繭的長度約在２.０至 

２.３ｃｍ間。 

 結繭中的幼蟲↓ 

 

↓繭中遺留的蛻變時期尾部 

 

繭中遺留的蛻變時期外殼→ 

 
↑繭呈米色橢圓形，形成時間約十多

小時至一天 
成蟲破繭而出後，繭中會遺留蛻變時

期的外殼與尾部。 

 



雄性成蟲 

雄性成蟲樣本共５隻，體長約在１.３至１.５ｍ間， 

多由較短小的幼蟲長成。具飛行能力，翅上有懷疑具毒性的粉

末狀物質。 

 

 

 

雄性成蟲照片↑ 

(來源：香港自然生態論壇) 

 

←盛有雄性成蟲的燒杯 

↓雄性成蟲頭部特寫 

 

 

雄性成蟲照片↑ 

 

 



雌性成蟲 

雌性成蟲樣本共８隻，體長約在１.５至１.７ｃｍ間，體形一般較

雄性成蟲大，相信與其產卵功能有關。 

不具飛行能力，活動能力非常低。破繭而出後會留在繭上等待

雄性成蟲飛至，與其受精。 

 

↓↑受精後，雌性成蟲會將卵產於繭上，然後自然死去。 

 
 

小白紋毒蛾產卵片段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sXoyh3KK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sXoyh3KKo


卵的孵化 

每隻受精的雌性成蟲約產下了二百顆卵，卵為米色，與繭顏色

接近，中間有一孔，卵在孵化前會隨時間輕微變大。 

蟲卵↓ 

 

卵在產下約十天後孵化。

 

 

 

剛孵化的幼蟲↓→ 

 

 
快孵化的蟲卵↓ 

 

 

小白紋毒蛾蟲卵剛孵化後的片段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HALGuZw4n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HALGuZw4ng


 
實驗目的 
研究利用傳聞具驅蟲效果的天然物料(辣椒及蒜頭)可否對小白紋毒蛾的

幼蟲達至驅治之效。 
進行實驗的物料（各１５０毫升） 

新鮮辣椒水 已煮沸辣椒水 隔夜辣椒水 

新鮮蒜蓉水 已煮沸蒜蓉水 隔夜蒜蓉水 

實驗物料製作方式 

新鮮辣椒水：利用研砵及棒把5 條新鮮辣椒磨碎（圖１及２），然後將已

磨好的辣椒碎倒進燒杯並加入４５０毫升的水進行混合。 

己煮沸辣椒水：把已製成的１５０毫升新鮮辣椒水溶液置於沸水浴中 

３０分鐘（圖３）。 

隔夜辣椒水：把已製成的１５０毫升鮮辣辣椒水放置於室溫２４小時。 

 
圖１ 新鮮辣椒  

 

圖３ 把辣椒水煮沸辣 

 
圖２ 磨研辣椒 

 

圖４已完成的己煮沸辣椒水 

 

新鮮蒜蓉水：利用剪刀把蒜頭（圖５）剪成小塊，之後利用研砵及棒把



小塊磨碎（圖７及８），然後把已磨好的蒜蓉倒進燒杯並加入４５０毫

升的水進行混合。 

己煮沸蒜蓉水：把已製成的１５０毫升新鮮蒜頭水溶液置於沸水浴中 

３０分鐘。 

隔夜蒜蓉水：把已製成的１５０毫新鮮升蒜頭水放置於室溫２４小時。 

 

圖５ 蒜頭       圖６ 把蒜頭剪成小塊 

 

圖７ 磨研蒜塊     圖８ 已完成的新鮮蒜蓉水 

實驗原理 

在實驗中，我們將部份枝條沾上實驗物質，若小白紋毒蛾幼蟲不爬上枝

條、爬上不久又離開或爬上卻不吃枝條上的葉子，便顯示這些實驗物質

能夠對牠們產生驅治的作用。 

實驗物質若可產生驅治效果，相信與當中的某些成份有關。我們把辣椒

及蒜頭磨碎或加熱進行測試，使到擁有選透性能夠限制物質的進出的細

胞膜受破壞，透性增加，細胞膜內具驅治效果的物質可以因此均勻擴散

於溶液中，同時亦可觀察高溫會否對該些物質造成破壞。 

在實驗中亦設有對照實驗，以顯示在正常水溶液情況下（沒有刺實驗物

質），會否同樣對小白紋毒蛾幼蟲有影響。 

實驗裝置（圖９） 

一塊５ｃｍ ｘ ３９ｃｍ的紙皮 四個２５０毫升的燒杯（圖１０）



兩株形態相似的雪卡花枝條（圖１２）一根幼樹支（圖１１） 

五條小白紋毒蛾幼蟲 １５０毫升實驗物質溶液及水 

 

圖９ 實驗裝置        圖１０ ２５０毫升的燒杯 

 
 

 

圖１１ 一根幼樹支    圖１２ 兩株形態相似的雪卡花枝條 

 

 
 
實驗假設 
１.假設所有幼蟲對受質抗性及其口味相同 
２.假設實驗中的幼蟲全部處於饑餓狀態 



實驗步驟 
１. 把兩個有２５０毫升的燒杯分開３０ｃｍ，作為紙皮的支架，並把 
５ｃｍ ｘ ３９ｃｍ的紙皮平放左兩個燒杯之上，使紙皮與桌面有一定

高度，防止幼蟲離開紙皮。 
２.把１５０毫升的水及１５０毫升的實驗物質溶液各加進一個２５０毫升

的燒杯內，分別把２株株形態相似的雪卡花枝條各浸入盈有１５０毫升

水及盈有１５０毫升實驗物質溶液的燒杯中，使枝條表面沾上水或實驗

物質溶液。(圖１３及１４)  
４.把已浸好溶液的枝條固定在紙皮的兩邊，確保幼蟲可爬上枝條並攝食

葉片。 
５.用幼樹支把５條隔離存放，沒喂飼２４小時，假設已在饑餓狀態中的

小白紋毒蛾幼蟲放在紙皮上中間１９．５ｃｍ的標記點，使幼蟲在裝置中

間，與兩邊枝條距離相同，可自行由兩邊移動及攝食枝葉。 
６.３０分鐘間，觀察幼蟲在裝置的位置及葉片的完整狀況，推斷幼蟲有

否進食枝葉，並把數據記錄下來 
７.每種實驗物質（新鮮辣椒水、已煮沸辣椒水、隔夜辣椒水、新鮮蒜蓉

水、已煮沸蒜蓉水、隔夜蒜蓉水）重覆以上步驟進行實驗。 

 
圖１３              圖１４ 
把雪卡花枝條各浸入盈有１５０毫升實驗物質溶液的燒杯中                 

 



各實驗組的實驗日期、溫度及相對濕度 

實驗組 實驗日期 溫度 相對濕度 

新鮮辣椒水 ２０１０年３月２３日 ２４攝氏度 ８４％ 

已煮沸辣椒水 ２０１０年３月２３日 ２４攝氏度 ８４％ 

新鮮蒜蓉水 ２０１０年３月２４日 ２７攝氏度 ７３％ 

已煮沸蒜蓉水 ２０１０年３月２４日 ２７攝氏度 ７３％ 

隔夜辣椒水    ２０１０年３月２５日 １７攝氏度 ６２％ 

隔夜蒜蓉水 ２０１０年３月２５日 １７攝氏度 ６２％ 

實驗結果描述 

新鮮辣椒水的實驗裝置有１條小白紋毒蛾幼蟲爬上枝條，但靜止不動，

沒有吃葉片，其餘的則在對照裝置吃葉。 

已煮沸的辣椒水的實驗裝置在開始時沒有蟲接近，但在開始後２７分

鐘，有兩條小白紋毒蛾幼蟲爬上枝條，並進食枝葉。 

隔夜辣椒水的實驗裝置在開始時亦沒有蟲接近，在開始後２４分鐘，有

２條幼蟲爬上實驗裝置，但沒有進食枝葉。 

新鮮蒜蓉水的實驗結果跟新鮮辣椒水的實驗結果相同，有１條小白紋毒

蛾幼蟲爬上枝條，但沒有吃葉片，其餘的則在對照裝置吃葉。 

已煮沸的蒜蓉水的實驗裝置結果與已煮沸的辣椒水的實驗裝置相同，有

兩條小白紋毒蛾幼蟲爬上枝條，並進食枝葉。 

隔夜蒜蓉水的實驗裝置在實驗間，一直無小白紋毒蛾幼蟲接近 

結果顯示新鮮辣椒水、隔夜辣椒水、新鮮蒜蓉水及隔夜蒜蓉水能夠驅治

小白紋毒蛾幼蟲，當中以隔夜蒜蓉水效果最好，它使幼蟲不接近枝條，

而新鮮辣椒水、新鮮蒜蓉水只可防治幼蟲攝食植物，驅治效果較低。 

其他實驗物料則不可有效驅趕小白紋毒蛾幼蟲。 

各裝置結果比較 

實驗裝置 幼蟲有否爬上枝條 爬上枝條後有否吃葉 實驗結果 

新鮮辣椒水 有１條 否 成功 

已煮沸辣椒水 有２條 有２條 失敗 

隔夜辣椒水 有２條 否 成功 

新鮮蒜蓉水 有１條 否 成功 

已煮沸蒜蓉水 有２條 有２條 失敗 

隔夜蒜蓉水 否 否 成功 

 



解釋結果 

結果顯示新鮮辣椒水、隔夜辣椒水、新鮮蒜蓉水及隔夜蒜蓉水能夠驅治

小白紋毒蛾幼蟲，當中以隔夜蒜蓉水效果最好，而已煮沸辣椒水及已煮

沸蒜蓉水則無效果。 

辣椒中含有辣椒素，是辣椒的一種活性成分，對草食動物具刺激性，因

此新鮮辣椒水及隔夜辣椒水具驅治小白紋毒蛾幼蟲的功效。 

由於辣椒素是活性成分，易受高溫破壞，因此已煮沸辣椒水及的辣椒素

在烹煮果程中受破壞，並無驅治小白紋毒蛾幼蟲之效。 

蒜頭細胞中的含有無味蒜氨酸。當蒜頭細胞被搓揉或破壞後，細胞質內

無味的蒜氨酸，被液泡中的蒜氨酸酶催化，形成具強烈臭味的蒜素。這

些強烈的味道使新鮮蒜蓉水可以有效地驅趕小白紋毒蛾幼蟲，使植物得

到保護，不被牠們破壞。 

隔夜蒜蓉水中的蒜氨酸有更多時間被蒜氨酸酶催化，因此功效比新鮮蒜

蓉水高。 

而沸水的高溫雖對蒜氨酸的影響不大，但由於高溫使蒜氨酸酶變性，大

大減低其催化效果，不能形成具強烈臭味的蒜素，使已煮沸蒜蓉水並無

驅治小白紋毒蛾幼蟲之效。 

實驗誤差 

１. 各組實驗中所用的小白紋毒蛾幼蟲並不相同，其獨特抗性及口味可

能存在誤差。 

２. 實驗進行的時間偏短，忽略幼蟲在３０分鐘後的動向。 

３. 實驗只進行了一次，沒有相同實驗組結果作出對比及參考。 

改善 

１. 用相的小白紋毒蛾幼蟲進行各組實驗。 

２. 延長實驗進行的時間至一小時或更多 

３. 重覆每組實驗三次或以上，並以相同實驗組結果作出對比及參考。 

 

希望報告可增加人們對小白紋毒蛾的了解，避免因誤觸而中

毒，以及為人們提供自然防治的參考資料，以有機及環保方式

保護作物及花卉，免受小白紋毒蛾幼蟲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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