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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 

中文名稱:金邊土鱉 

英文名稱:Oriental Cockroach 

學名: Opisthoplatia orientalis 

分類:真核生物域-動物界-節肢動物門-昆蟲綱-蜚蠊目-光蠊科-水蠊屬-東方亞種(1) 

金邊土鱉的翅膀可能已經退化，現在可看到的金邊土鱉均沒有翅膀。身體扁平，呈橢圓形，身體大多

呈棕色和有光澤。漸漸成長時，背部前端和兩側會呈現金黃色，所以名為金邊土鱉(5)。 

 

金邊土鱉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德國蟑螂和澳洲蟑螂很相似，所以有很多人也會對金邊土鱉有誤

解，把金邊土鱉當成害蟲般看待。但其實金邊土鱉和平日我們看到的蟑螂是極大的不同。 

 

光看外表，金邊土鱉最大的不同就是牠們都沒有翅膀，而日常的蟑螂都會有兩對翅膀。而背部金黃色

的邊也是金邊土鱉的特徵，大家都可從這兩點來分出金邊土鱉和日常的蟑螂。 

 

而蟑螂之所以被人稱為害蟲，主要因為我們日常看到的蟑螂身上都帶有大量的病原體，可以傳播疾病。

根據網上資料，直到現今都未曾發現到有疾病經金邊土鱉傳播，而金邊土鱉更具有藥用功效。在中醫

角度，牠可以幫助去除瘀血、治療瘀傷，對骨傷尤其功效顯著。可見金邊土鱉對人類甚有貢獻(5)。 

 

其實我們當第一眼見到金邊土鱉，便判斷牠是夜行性的，因為牠與一般的蟑螂一樣，擁有長觸鬚，腳

有倒刺，而且全身黑色……為了證明這個假說，我們也會於黑夜考察。而我們今次進行一連串有關金

邊土鱉的習性的實驗。 

 

包括金邊土鱉對不同的溫度、濕度、光亮度、食物的反應與選擇。還會嘗試進一步解開金邊土鱉某些

部位的功用，例如腳部、觸角等。務求能深入了解金邊土鱉的各樣特性。 

 

除了在實驗室進行的實驗外，我們當然會走到金邊土鱉平日的棲息地去了解了解，找出金邊土鱉選擇

棲息地的條件(如濕度及溫度)。以多角度去了解金邊土鱉。 

 

2.研究目的及動機 
在一次考察中，在青衣自然徑上偶然看到一群和蟑螂差不多的昆蟲，目光就被這外型有趣的昆蟲吸引。

在尋找了這昆蟲的資料後，便認識到牠們是金邊土鱉。繼而我們組就選了金邊土鱉作為今次專題研習

的題材。 

 

一直以來，人類為了發展經濟，都會不惜破壞大自然，以獲取一些原料作販賣用途，導致很多生物品

種相繼瀕臨絕種。就正如鹿角、犀牛角製造中藥，狐皮、狼皮製作衣服，還有以抹香鯨的分秘物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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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水…… 

 

大自然的確為我們帶來很多好處，但我們卻為了這些好處而忘了大自然正受到極大的破壞，引致不少

動物處於瀕危絕種。犀牛?大象?好像離我們很遠，其實在我們的身邊，也有一些生物被捕捉以作為其

他用途。就如金邊土鱉，人們會捕捉牠來造中藥。雖然牠們未被列入瀕危，但隨著人們過度的捕捉和

破壞牠們的棲息地。被列入瀕危，只可能是遲早的事。所以我們想藉此研習去告訴大家金邊土鱉的存

在，亦希望大家更了解牠們，並更關注和保護這些金邊土鱉和所有瀕臨絕種的動物。尊重生命。 

 

3.研究方法 

3.1 考察一 

第一次考察，是於白天(青衣自然徑)，我們不斷尋找金邊土鱉，結果都找不到，所以我們決定於晚上

於同一地點進行我們的另一次考察。 

考察一(晚上) 

地點: 青衣自然徑 

時間: 2 月 3 日(20:30-21:30) 

溫度: 19℃ 

濕度: 93% 

發現數量: 15 隻(2 隻已死亡) 

 
(圖 3.1.1 死去的金邊土鱉)                          (圖 3.1.2 活動中的金邊土鱉) 

 

(圖 3.1.3 躲藏於石縫的金邊土鱉)                  (圖 3.1.4 採集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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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金邊土鱉的生境) 

 

結論:金邊土鱉於夜晚活動，應該是屬夜行性的，生境的植被稀疏，多碎石。 

     而且當日金邊土鱉行動緩慢，可能是與低溫有關。 

3.2 實驗前準備 

我們即將進行有關金邊土鱉對不同環境的反應的實驗，所以我們事前製作了一些被劃分了數個區域的

實驗臨時居所以作實驗。 

 

(圖 3.2.1 實驗臨時居所製作中)           (圖 3.2.2 實驗臨時居所製成品) 

以後的實驗我們會把金邊土鱉先放於紙杯內，待 5 分鐘後，讓金邊土鱉習慣該環境後才打開杯中的閘

口，讓金邊土鱉自由移動不同的環境。 

3.3 實驗一 

目的:測試金邊土鱉對溫度的反應 

儀器:冰、太陽燈、實驗臨時居所、溫度計、計時器 

步驟:1.於實驗臨時居所內劃分三個區域(相對低溫 15.7℃/室溫 23.6℃/相對高溫 30℃) 

2.相對低溫的區域會放置冰、相對高溫的區域外會被太陽燈照著以提升溫度 

3.各區放置溫度計 

4.放入 6 隻金邊土鱉 

5.每半小時觀察金邊土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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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1 小時後金邊土鱉在不同溫度區域的數目 

區域: 相對高溫(30.0℃) 室溫(23.6℃) 相對低溫(15.7℃) 

半小時後: 2隻 2隻 2 隻 

一小時後: 2隻 3隻 1 隻 

 
 (圖 3.3.1 所有金邊土鱉都靠向相對高溫的區域)          (圖 3.3.2 不同溫度區域的溫度) 

分析:過了一小時後，2 隻金邊土鱉移動到相對高溫區域(30℃)，雖然另外 4 隻不處於相對高溫區域，

但 4 隻都靠向相對高溫區域，所以金邊土鱉是嗜相對高溫的環境。另外，我們觀察到 1 隻金邊

土鱉蜷縮在相對低溫(15.7℃)的區域，這也顯示了金邊土鱉於低溫之下會變得不活躍。 

討論: 金邊土鱉是冷血動物，而牠們體內的酶在相對高溫下會比較活躍，所以金邊土鱉嗜暖和的環                                                                                                                                                                               

境。 

實驗中，隨著時間過去，各區域的溫度會互相影響，所以必需留意每區的溫度變化，如區與區達

致熱平衡狀態，實驗結果便不準確。 

3.4 實驗二 

目的:測試金邊土鱉對光度的反應 

儀器: 實驗臨時居所、保鮮紙、計時器、太陽燈 

步驟:1.於實驗臨時居所內劃分兩個區域(黑暗/光亮) 

     2.一區用黑色紙作頂部，另一區用透明保鮮紙作頂部，並用太陽燈照著           

(圖 3.4.1 正在進行實驗二) 

     3.放入 6 隻金邊土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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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每 30 分鐘觀察金邊土鱉的位置 

 

結果: 1 小時後金邊土鱉在不同光度區域的數目 

時間: 0 分鐘 30分鐘後 60分鐘後 

光亮區域: 2 隻 1隻 1隻 

陰暗區域: 4 隻 5隻 5隻 

分析:一開始，4 隻金邊土鱉已往陰暗區域移動；於 30 分鐘內，其中 1 隻於光亮區域的金邊土鱉也走

到陰暗區域，可見金邊土鱉是極為怕光，嗜好黑暗的環境。此實驗後，我們知道金邊土鱉是嗜

黑暗的環境，所以之後的實驗我們也會提供黑暗的環境給金邊土鱉。 

討論: 金邊土鱉的身體呈黑色，黑暗的環境會較接近牠們的顏色，另外金邊土鱉是被獵者，牠們在黑

暗的環境活動會難以被獵食者發現，所以黑暗的環境能為金邊土鱉提供保護作用，增加金邊土

鱉的生存機會。 

我們於實驗一得知金邊土鱉嗜相對高溫的環境，但是次實驗我們使用了太陽燈來提高光度，同時

也提高了光亮區域的溫度；可是金邊土鱉也沒有因高溫而移往光亮區域，證明了比起相對高溫的

環境，金邊土鱉更嗜陰暗的環境。此外，是次實驗中的 1 隻金邊土鱉長期逗留於光亮區域，是因

為每隻金邊土鱉的習性、身體狀況都會有偏差(如感光能力)，而這一隻金邊土鱉便是一個例子。 

3.5 實驗三 

目的:測試金邊土鱉是群居/獨居 

儀器: 實驗臨時居所、計時器 

步驟: 1.每隔 1 分鐘便放一隻金邊土鱉到實驗臨時居所中如圖 3.5.1                     

2.放了 6 隻後，每隔 5 分鐘便觀察金邊土鱉的位置(每次觀察完後會蓋上蓋以保持陰暗環境) 

 

 

 

                                        (圖 3.5.1 放入金邊土鱉) 

結果: 

        

 

 

 

 

 

 

 

          (圖 3.5.2 零分鐘時的金邊土鱉分佈)                  (圖 3.5.3 五分鐘後金邊土鱉的分佈) 

  

0 分鐘 5 分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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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5.4 三十分鐘後的金邊土鱉分佈)                (圖 3.5.5 一小時後金邊土鱉的分佈) 

實驗三的延展: 

此外我們把 2 隻採集在城門郊野公園的金邊土鱉分別加入裝有在青衣自然徑採集的金邊土 

鱉的實驗臨時居所內，重複實驗三的步驟，結果也與上述相同。 

分析:過了一小時後，金邊土鱉聚集於一起，而且採集自不同地方的金邊土鱉也聚集在一起，可見金

邊土鱉是群居的。 

討論: 金邊土鱉聚集一起，會令獵食者覺得金邊土鱉的體形很大，從而阻嚇獵食者，還能令捕食者難

以全部捕食，增加金邊土鱉的生存機會。 

而實驗當中，起初金邊土鱉的位置分散而四處走動，是因金邊土鱉未能適應新的環境或受驚，

所以我們不採用較前的實驗結果。 

3.6 實驗四 

目的:測試金邊土鱉喜愛的食物種類 

儀器: 實驗臨時居所、電子磅、芝士、火腿、蘋果、麵包 

步驟:1.量度食物的質量 

2.把食物放於置有 8 隻金邊土鱉的實驗臨時居所 

3.過了一日後，再次量度食物質量 

結果:一日後不同食物的質量改變 

 

 

 

 

 

 

        

                        (圖 3.6.1 一日後實驗食物的質量減少的百分比) 

30 分鐘後 一小時後 



 8 

食物種類 實驗前質量(g) 實驗後質量(g) 質量減少百分比(%) 

芝士 1.04 0.67 35.6 

火腿 0.94 0.38 59.6 

蘋果 1.56 0 100 

麵包 1.86 1.22 34.4 

分析:一日過後，蘋果的質量減少最多，有 100%，所以金邊土鱉最喜愛食含水量多及糖類為主的食物；

而火腿的質量也減少較多，所以金邊土鱉也會食肉類；而芝士及麵包的質量都有減少，所以歸

論出金邊土鱉是雜食性的。 

討論: 根據圖 3.12.5(解剖金邊土鱉口部)，金邊土鱉的口器是不能飲水的，牠們要食物中攝取水份，所

以金邊土鱉喜愛食含水較多的食物。 

實驗當中有部份食物含有水份，水份的蒸發可能會影響實驗結果，造成誤差。我們於此實驗加多

了 2 隻金邊土鱉，加快食物的消耗，以更快得出顯著的實驗結果。 

3.7 實驗五 

目的:測試金邊土鱉對濕度的反應 

儀器: 實驗臨時居所、紙巾、計時器、濕度計、乾燥劑 

步驟:1.於實驗臨時居所內劃分三個區域(較潮濕/室內濕度/較乾燥) 

2.於較潮濕的區域放入沾有水的紙巾，於較乾燥的區域放入乾燥劑 

3.放入 6 隻金邊土鱉 

4.每半小時觀察金邊土鱉的位置 

(圖 3.7.1 實驗五的實驗裝置) 

結果: 1 小時後金邊土鱉在不同濕區域的數目 

區域: 較潮濕(75%) 室內濕度(60%) 較乾燥(50%) 

半小時後: 3隻 2隻 1隻 

一小時後: 4隻 2隻 0隻 

分析:過了 30 分鐘，3 隻金邊土鱉移動於較潮濕的區域(75%)，而過了一小時後，4 隻金邊土鱉都移動

到較潮濕區域，所以金邊土鱉嗜潮濕的環境。 

討論: 金邊土鱉是不能飲水的，為了避免水份蒸發，牠們會躲藏於濕度高的地方。 

 於這實驗後期，區與區之間的濕度會逐漸互相影響，所以時間較後的實驗結果我們不會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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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實驗六 

目的:測試金邊土鱉的觸鬚是否用來感應障礙物 

儀器:剪刀、迷宮 

(圖 3.8.1 迷宮) 

步驟:1.把一隻金邊土鱉放進迷宮並觀察其行走模式 

     2.用剪刀剪掉同一隻金邊土鱉的觸鬚 

     3.再把被剪掉觸鬚的金邊土鱉放進迷宮再次觀察其行走模式 

 

結果:沒有被剪掉觸鬚的金邊土鱉的觸鬚不斷搖擺，並成功通過迷宮的障礙；而被剪掉觸鬚的金邊土

鱉碰撞了 3 個障礙後，停留在一個障礙前，不再行走。 

分析:沒有被剪掉觸鬚的金邊土鱉的觸鬚搖擺，目的是想觸鬚感應到前面的障礙，以方便金邊土鱉避

過障礙；而被剪掉觸鬚的金邊土鱉沒有觸鬚感應障礙，不斷碰撞障礙。所以金邊土鱉的觸鬚有

感應障礙的功用。 

討論:金邊土鱉與螽斯一樣擁有長觸鬚，用來於晚間感應前面的物件，以方便夜間活動。 

剪斷金邊土鱉的觸鬚是十分不人道，因此我們只是用了一隻金邊土鱉進行是次實驗，亦對這隻金

邊土鱉抱萬分歉意。 

3.9 考察二 

雖然我們知道金邊土鱉是夜行性，但我們想知道金邊土鱉於白天會躲藏於哪裡，所以再進行了

考察。經過實驗後，得知金邊土鱉是極為怕光的，我們嘗試於陰暗的地方繼續尋找金邊土鱉的

故事，同時會利用這次考察得出的數據與實驗數據作比較，肯定實驗中所得出的結論。 

考察二 

地點: 城門郊野公園 

時間: 2 月 7 日(9:30—13:45) 

溫度: 20℃ 

濕度: 97% 

發現數量: 8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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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9.1 躲藏於枯葉下的金邊土鱉)               (圖 3.9.2 躲藏於石下的金邊土鱉的幼體) 

 
                      (圖 3.9.3 測量金邊土鱉生境的溫度及濕度) 

在不同生境(溫度、濕度)金邊土鱉的數目 

發現地方: 一 二 三 四 

發現生境: 枯葉下 石礫下 混凝土石塊下 石礫下 

溫度(℃): 20.8 21.6 24.4 22.8 

濕度(%): 80 76 78 74 

數量: 1 2 2 3 

平均溫度:22.4℃ 

平均濕度:77% 

 

結論:金邊土鱉於日間會躲在陰暗的地方(如枯葉底、石塊底)，相比之下金邊土鱉較喜歡躲藏於石塊之

下，因為牠們身體扁平，方便躲於石縫，而牠們躲藏的地方也比較潮濕，而且溫度和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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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考察三 

  於考察一我們主要是尋找金邊土鱉的踪影，並沒有量度金邊土鱉生境的狀況，所以我們再作一次

晚間考察。 

考察三 

地點: 青衣自然徑 

時間: 3 月 23 日(20:30—21:30) 

溫度: 23℃ 

濕度: 92% 

發現數量: 18 隻 

 

(圖 3.10.1 測量晚間金邊土鱉出沒的環境)          (圖 3.10.2 發現大量金邊土鱉在石縫) 

 

在不同生境(溫度、濕度)金邊土鱉的數目 

發現地方: 一 二 三 四 五 

發現生境: 水渠 岩石表面 岩石表面 石縫 枯葉上 

溫度(℃): 24.6 23.5 24.1 23.8 24.5 

濕度(%): 79 79 79 79 79 

數量: 4 3 3 6 2 

    平均溫度:24.1℃ 

    平均濕度:79% 

 

結論:當天氣溫比考察一的氣溫高，金邊土鱉出現數量也較多，而且牠們比考察一時移動得更快，由

此可推論金邊土鱉於較低的氣溫下會變得不活躍。此外，是次考察發現一群在石縫的金邊土鱉，

再一次證明金邊土鱉身體扁平，可以躲於石縫，更加證實了金邊土鱉是群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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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金邊土鱉的糞便檢測 

 

(圖 3.11.1 金邊土鱉的糞便) 

金邊土鱉的糞便呈粒狀，是因牠們的口器屬咀嚼式口器，不可以飲水，牠們為了保存身體的水份，所

以牠們只會排出尿酸。 

 

目的:測試金邊土鱉的糞便的成份及 pH 值 

儀器:金邊土鱉糞便、水、pH 試紙、尿蛋白試紙、尿糖試紙 

步驟:1.把糞便溶入水，形成糞溶液 

2.把糞溶液沾到 pH 試紙、尿蛋白試紙、尿糖試紙 

 

 

 

 

 

 

 

 

 

 

                                      (圖 3.11.2 糞便溶液測試結果) 

 

結果:糞便溶液的測試結果                                           

pH 試紙: 橙黃色(pH7) 

尿蛋白試紙: 粉紅色(沒有變化)(陰性反應) 

尿糖試紙: 黃色(沒有變化)(陰性反應) 

分析:pH 試紙呈橙黃色，顯示金邊土鱉的糞便的 pH 值為 7(呈中性);而尿蛋白試紙及尿糖試紙沾上糞

溶液後並沒有變化，所以金邊土鱉的糞便不含蛋白質及葡萄糖。 

討論:金邊土鱉的糞便雖然含有尿酸，但由於尿酸不太溶於水，所以糞溶液在 pH 測試中呈中性。 

金邊土鱉的糞便不含葡萄糖及蛋白質，是因為有用的食物分子在形成糞便前，已被金邊土鱉的

迴腸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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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解剖金邊土鱉 

為了讓我們更了解金邊土鱉，我們會解剖一隻已死去的金邊土鱉。 

 
(圖 3.12.1 金邊土鱉被雪藏多天，體內的水分都已流失)         (脂肪體) 

解剖過程中，發現了金邊土鱉的卵，我們會把卵、金邊土鱉的小腸及直腸攪碎於水中，並用 pH 試紙、

尿蛋白試紙、尿糖試紙測試其成份及 pH 值。 

 

(圖 3.12.2 金邊土鱉的卵鞘)                  (圖 3.12.3 金邊土鱉的小腸) 

結果: 金邊土鱉不同組織的測試結果 

測試部份

(提取液) 

pH 試紙 尿糖試紙 尿蛋白試紙 

卵鞘 橙黃色(pH7) 粉紅色(沒有變化)(陰性反應) 黃色綠色(陽性反應) 

小腸 橙黃色(pH7) 粉紅色紫色(陽性反應) 黃色綠色(陽性反應) 

直腸 橙黃色(pH7) 粉紅色(沒有變化)(陰性反應) 黃色(沒有變化)(陽性反應) 

分析:金邊土鱉的卵鞘提取液、小腸提取液、直腸提取液於 pH 測試中，pH 試紙都呈現橙黃色，表示

金邊土鱉的卵鞘、小腸、直腸的 pH 值是 7(呈中性)；而金邊土鱉的卵鞘提取液及直腸提取液於尿

糖測試中呈陰性反應，表示金邊土鱉的卵鞘及直腸不含葡萄糖，而金邊土鱉的小腸提取液於尿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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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中呈陽性反應，則金邊土鱉的小腸含有葡萄糖；最後金邊土鱉的卵鞘提取液及小腸提取液於

尿蛋白測試中呈陽性反應，表示金邊土鱉的卵鞘及小腸含有蛋白質，而金邊土鱉的直腸提取液於

尿蛋白測試中呈陰性反應，所以金邊土鱉的直腸不含蛋白質。 

 

討論:金邊土鱉的卵鞘含大量蛋白質，主要是為了提供蛋白質來形成胎兒。而小腸提取液中所含的蛋 

白質可能是小腸內的消化酶，另外小腸內的葡萄糖可能是小腸所吸收的葡萄糖；而直腸提取液內

不含葡萄糖及蛋白質，是因為食糜到達直腸之前，當中的葡萄糖及蛋白質已被小腸吸收。 

 

 
(圖 3.12.4 卵鞘內的液體在紙上形成了永久半透明亮點，表示金邊土鱉的卵鞘也含有脂肪) 

 

(圖 3.12.5 金邊土鱉口器的大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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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6 腳尖有鉤，用作鉤緊物件爬行；金邊土鱉的腳長有毛，用作感受空氣的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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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總結 
金邊土鱉的習性: 

1. 嗜潮濕、暖、陰暗的環境(實驗一、二、五) 

2. 多出沒於石縫及石塊下(考察二) 

3. 夜行性(考察一、三) 

4. 群居(實驗三、考察三) 

5. 利用觸鬚感應障礙(實驗六) 

6. 卵鞘含大量蛋白質及脂質(解剖金邊土鱉) 

7. 小腸含葡萄糖及蛋白質(解剖金邊土鱉) 

8. 糞便含不含葡萄糖及蛋白質(金邊土鱉的糞便檢測) 

9. 直腸含不含葡萄糖及蛋白質(解剖金邊土鱉) 

10. 雜食性，喜愛糖類、含水較多的食物(實驗四) 

11. 於低溫下行動不活躍(考察一、實驗一) 

 

我們完成了這次研習後，對金邊土鱉有深遠的了解，由於研習的考察時間規限於2-3月，我們只能

於春季之下考究金邊土鱉，其實我們應該於夏季、秋季、冬季都進行考察，觀察金邊土鱉在不同

氣候下的生活模式，尋找更多牠們的故事。另外，我們每個實驗都只是進行了一次，其實我們應

重複多次實驗，減少實驗誤差。以上都是我們的不足。 

 

經過三次考察，我們發現金邊土鱉分佈十分普遍，在香港極多的路邊、山徑上都能發現牠們的蹤

影。即使是這麼的常見，但是很多人仍是不了解甚至不認識牠們。所以常常把牠們當成入侵我們

生活的「害蟲蟑螂」般殺害。 

 

但其實牠們對大自然、對人類也是非常有貢獻的，牠們在大自然之中飾演分解者的角色，牠們會

把腐果、動物屍體食掉並分解，把養分回歸到泥土之中。另一方面，人類脫落的皮屑，我們一般

會當作塵埃處理，掃走落堆填區，但其實這些皮屑是含有能量及養份(如蛋白質)的，把皮屑送往

堆填區只會造成能量及養份流失，而金邊土鱉及其他蟑螂可以避免這情況，牠們會食掉皮屑，吸

取皮屑的能量及養份。 

 

在人類眼中，牠們可能不太美觀，但這絕不是隨意殘殺牠們的藉口。而我們人類就應該學會欣賞

大自然各種事物的內在價值。特別是我們這一輩出生在石屎森林中，沒有太多機會親近大自然，

所以我們才更應把認識大自然這一環放入教育中，令我們的新一輩可更認識和愛惜大自然。人類

不斷對大自然做成破壞，早晚只會自食其果。不竟，人類也是大自然孕育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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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察影集 

 

 

 

 

大自然其實是很多姿多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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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持續這樣…… 

美麗的大自然可能很快便會消失 

金邊土鱉、串珠環蝶、黃牛…… 

牠們的故事 

會因此而被劃上句號。 

 

 



 19 

6.資料來源 
(1)香港昆蟲圖鑑---饒戈 

 

(2)美洲蟑螂外部型態與內部器官的初步觀察---蔡任圃 

 

(3)http://www.hkcccm.com/new/main.php?id1=155---金邊土鱉藥性 

 

(4)http://www.hkcccm.com/new/main.php?id1=154&id2=155---金邊土鱉藥性 

 

(5)http://hi.baidu.com/damaoshanxia---百度 金邊土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