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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探究兩棵樹上的黃猄蟻生態習性，我們選擇了兩棵樹上的黃猄

蟻。一棵在山腳另一棵則在山腰中。 

 

我們的實驗有兩部分：一個是在山腳和山腰上觀察黃猄蟻對於環境的變化的

影響，當中我們是利用儀器量度了溫度與相對濕度等等環境因素對黃猄蟻出現的

分佈及出現的影響。 

 

另外我們更研究了兩棵樹上的黃猄蟻作各種資料搜集。看看同種黃猄蟻但不

同生境之間的活動及關係。以及黃猄蟻的器官對其探測外界環境的影響和外界的

刺激對黃猄蟻的感應性。 

 

II.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我們平時常常在路邊或公園見到螞蟻，大多數人對牠們置之不理，很少人會

留意牠們的行為和習性。所以我們便著手研究這些被人忽視，但很常見的螞蟻。

為了進一步深入了解螞蟻，我們選擇了從山上尋找螞蟻，令研究更偏向自然環

境，亦減少了人為因素的影響。 

 

    而選擇黃猄蟻是因為牠們在香港十分常見，而且從書中瞭解到牠們體型較

大，性情兇悍，團體性強，所以就選擇深入了解黃猄蟻。 

 

III.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1. 探討黃猄蟻的習性、影響黃猄蟻出現的因素。 

2. 研究黃猄蟻對外界刺激的感應性。 

3. 研究黃猄蟻的侵略特性。 

4. 研究黃猄蟻對氣味探測的感應性。 

5. 研究黃猄蟻面對異種螞蟻時作出的反應。 

 

IV. 實驗儀器實驗儀器實驗儀器實驗儀器 

� 小樽 (用作盛載螞蟻及進行實驗 2A、2B、2C、2D、3 及 4) 

� 硬卡紙 (用作進行實驗 2A、2B、3A) 

� 攝子 (用作進行實驗 3A) 

� 剪刀 (用作進行實驗 3A) 

� 秒錶 (用作進行實驗 2A、2B、2C、3A、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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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考察地點考察地點考察地點考察地點 

    粉嶺火車站附近的蓬瀛仙館旁有指示進入蝴蝶山的入口，經行山徑步行約７、８分

鐘便到達我們首個發現黃猄蟻的地方，那處是路旁的石壆。 

 

    附近的環境也極為自然，不受人工建築所破壞。路旁的石壆上也偏佈了黃猄蟻。而

我們發現在石壆上面分別有兩棵樹也有蟻巢，而兩棵樹的距離亦很接近，而該兩棵樹下

的石壆位置有較集中的黃猄蟻數目，樹上亦有一個蟻巢(圖 1a.1c)。 

 

    而從這個區域再往上走大約 10 分鐘便到達第二個發現到黃猄蟻的地點。那處只得

一棵樹上有著數量頗多的黃猄蟻，而樹上亦有一個蟻巢(圖 1b.1d)。 

 

  

圖圖圖圖 1a.  樹樹樹樹 A   圖圖圖圖 1b.  樹樹樹樹 B 

    

圖圖圖圖 1c. 樹樹樹樹 A 上的蟻巢上的蟻巢上的蟻巢上的蟻巢   圖圖圖圖 1d.  樹樹樹樹 B 上的蟻巢上的蟻巢上的蟻巢上的蟻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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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野外考察野外考察野外考察野外考察 

1. 品種鑑定品種鑑定品種鑑定品種鑑定 
 

學名: 黃猄蟻 Oecophylla smaragdina   英文名: Red Tree Ant     
 

分類： 界 - 動物界 門 - 節肢動物門   

  綱 - 昆蟲綱  目 - 膜翅目  科 - 蟻科 
 

2. 黃猄蟻的習性黃猄蟻的習性黃猄蟻的習性黃猄蟻的習性、、、、影響影響影響影響黃猄蟻出現的因素黃猄蟻出現的因素黃猄蟻出現的因素黃猄蟻出現的因素 
 

a. 觀察一  黃猄蟻的習性 
 

 黃猄蟻是社會型昆蟲[2]，牠們出現時是以成群出現，並不會單獨行動。而當有食

物時，便會出現一大群黃猄蟻圍著。除了看到牠們一起搬運食物外，有時候會看到牠們

搬運同伴的屍體，這是因為死去的黃猄蟻身體會釋出死亡費洛蒙，使到它的同伴需要把

它搬至巢外[6]。 

 而在細心觀察下，可以看到牠們成群地在搬運食物時，是沿著一條整齊的蟻路行

走，這是由於黃猄蟻在沿途上一直釋出標跡費洛蒙(Trail-marking pheromones)[2](指引同

伴前往目的地)。而黃猄蟻在蟻路上往來行走時，若遇到同伴時會用觸鬚互相觸碰，以進

行訊息的交流，通知同伴食物的所在地。 

 

b. 觀察二 影響黃猄蟻出現的因素 

 

數據數據數據數據＼＼＼＼觀察日期觀察日期觀察日期觀察日期 3/3/2011 6/3/2011 9/3/2011 13/3/2011 20/3/2011 

溫度溫度溫度溫度 15.2 18.5 10.1 17.4 23.5 

相對濕度相對濕度相對濕度相對濕度 52.4% 60.4% 72.9% 98.9% 85.6% 

黃猄蟻相對數目黃猄蟻相對數目黃猄蟻相對數目黃猄蟻相對數目 ++ ++++ + +++ ++++++ 

在不同的日子到蝴蝶山進行數據收集在不同的日子到蝴蝶山進行數據收集在不同的日子到蝴蝶山進行數據收集在不同的日子到蝴蝶山進行數據收集 

注:黃猄蟻相對數目是由固定面積內可見黃猄蟻作出比較後的數目 

「+」是固定面積內可見黃猄蟻數目的相對數目，「+」越多表示相對數目越多。 

 

  

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1. 相對濕度對黃猄蟻相對數目影響相對濕度對黃猄蟻相對數目影響相對濕度對黃猄蟻相對數目影響相對濕度對黃猄蟻相對數目影響

關係線圖關係線圖關係線圖關係線圖 

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2. 溫度對黃猄蟻相對數目影響關係線溫度對黃猄蟻相對數目影響關係線溫度對黃猄蟻相對數目影響關係線溫度對黃猄蟻相對數目影響關係線

圖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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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1 中可以得知，環境的相對濕度對於黃猄蟻出現的數目沒有任何的關係，所

以推斷出環境的相對濕度對黃猄蟻是否出沒不會構成任何影響。 

 而從表 2 中可以看到:當溫度上升時，黃猄蟻的相對數目亦會上升，溫度與黃猄蟻

出現的數目是正比例的關係。根據這項數據，可以得知黃猄蟻會在溫度高的環境出沒。 

 透過觀察，除了看到溫度較高時有較多黃猄蟻出沒外，亦觀察到黃猄蟻的活動性

也較強，移動速度亦較在低溫時快。相信是因為黃猄蟻的表面積對容積比很大，所以有

較大表面積吸收熱能，使到酶活性增加，繼而使代謝率急速上升，令黃猄蟻在高溫時的

活動性能增加。 

 而我們曾在陽光普照的時候到達考察地點，因著樹蔭的關係，有些位置有著充足

的光照，而有些位置不能被陽光照射。我們發現有著充足光照位置的黃猄蟻移動得較

快，而不能被陽光照射到的位置的黃猄蟻移動得較緩慢。有趣的情境是黃猄蟻本來在充

足光照的位置移動得很快，但一到達有著樹蔭的位置便立刻減慢速度，這個速度的轉變

更一直持續。有充足陽光照射的位置溫度十分高，觸摸後更感到輕微的燙手，而有樹蔭

的位置溫度相對低，觸摸時感覺較冰涼。這樣更可驗證到在高溫時黃猄蟻的代謝率會上

升，所以活動性能會增加。 

 而有一次我們是在下雨天到達考察地點，但只能發現到一、兩隻黃猄蟻。相信雨

水對黃猄蟻的出現是一個不利因素。 
 

 結論： 1. 有利黃猄蟻出現的因素:高溫及光照充足的時候。 

2. 不利黃猄蟻出現的因素:低溫，光照不足的時候及雨水。 
 

3. 黃猄蟻的捕捉黃猄蟻的捕捉黃猄蟻的捕捉黃猄蟻的捕捉 
 

1. 為了使我們捕捉到的黃猄蟻都是來自同一族群，我們會用食物把黃猄蟻引誘出來 

2. 首先把一小塊的麵包放置在黃猄蟻經常出現即蟻巢的附近。（圖 2a） 

3. １０分鐘後，黃猄蟻便會聚集在麵包的附近（圖 2b） 

4. 此時我們小心翼翼地利用攝子把黃猄蟻夾到透明小樽中。為了避免黃猄蟻在透明

小樽內過於擠迫以及影響各個實驗的結果，每個小樽內都只放置了５隻黃猄蟻 

5.  其次每次外出考察都不會捕捉超過１５隻黃猄蟻，因為這樣會影響大自然的生態 

 

圖圖圖圖 2a. 放置在黃猄蟻經常出現即蟻巢的附近放置在黃猄蟻經常出現即蟻巢的附近放置在黃猄蟻經常出現即蟻巢的附近放置在黃猄蟻經常出現即蟻巢的附近的的的的麵包麵包麵包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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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b. 被麵包引誘到來的黃猄蟻被麵包引誘到來的黃猄蟻被麵包引誘到來的黃猄蟻被麵包引誘到來的黃猄蟻 

 

4. 黃猄蟻的外觀特徵和功用黃猄蟻的外觀特徵和功用黃猄蟻的外觀特徵和功用黃猄蟻的外觀特徵和功用 
 

a. 黃猄蟻工蟻的外觀特徵和功用 
 

� 黃猄蟻平均體長 8 毫米至 11 毫米，呈光澤的橙紅色。 

� 頭部上方的兩條觸角是用來探測周邊的事物，包括與同伴之間的溝通、尋找食

物、認路等等。 

� 頭部前方的是顎，由一對細小的鉗子組成。是黃猄蟻最強而有力的地方。會用

作搬運食物的工具和攻擊敵人的武器。 

� 肢體幼細而且長，在肢體的末端有小勾，這是樹蟻的明顯特徵，因為這樣

的結構就更加穩固地抓緊樹皮，有肋攀爬陡峭的樹木。 

� 腹部顯水滴狀，表面有橫狀條紋。內裡存放著內臟和分汾物。末端是分泌

蟻酸和費洛蒙的地方。 

 

  

圖圖圖圖 3a . 黃猄蟻結構標示黃猄蟻結構標示黃猄蟻結構標示黃猄蟻結構標示 圖圖圖圖 3b. 樹葉上的黃猄蟻樹葉上的黃猄蟻樹葉上的黃猄蟻樹葉上的黃猄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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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黃猄蟻蟻后外觀 
 

黃猄蟻蟻后平均體長 12 毫米至 15 毫米，頭部呈光澤的火紅色。與工蟻不同的

是。背部長有與體長長度相約的翅膀。 

 

  

圖圖圖圖 3c. 在樹在樹在樹在樹 B 旁邊垃圾筒下發現的蟻后旁邊垃圾筒下發現的蟻后旁邊垃圾筒下發現的蟻后旁邊垃圾筒下發現的蟻后  圖圖圖圖 3d. 蟻后照片蟻后照片蟻后照片蟻后照片 

 

c. 巢的外觀特徵 

 

黃猄蟻的巢大多數會建築在樹幹的「丫」部份，因為可以得到較大的承托。而巢身由樹

上的葉與枯葉組合成，圖 3e 是從地上的拾到的枯葉，枯葉的旁邊圍繞著白色物體，而

的白色部份是黃猄蟻幼蟲所吐出的白絲。作用是作為葉之間的粘著物。而且我們發現蟻

巢大多會在樹的西面建築，相信是因為有較多的日照。 

 

  

圖圖圖圖 3e. 枯葉旁邊的白色粘著物枯葉旁邊的白色粘著物枯葉旁邊的白色粘著物枯葉旁邊的白色粘著物 圖圖圖圖 3f. 路邊樹上的蟻巢路邊樹上的蟻巢路邊樹上的蟻巢路邊樹上的蟻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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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實驗內容實驗內容實驗內容實驗內容 

實實實實驗一驗一驗一驗一 測試測試測試測試黃猄蟻對外界刺激的感應性黃猄蟻對外界刺激的感應性黃猄蟻對外界刺激的感應性黃猄蟻對外界刺激的感應性 

� 目的： 測試當騷擾黃猄蟻時，黃猄蟻會作出什麼反應。 
 

� 步驟： 用手接近牠們和震動樹枝。 
 

� 觀察： 

 

圖圖圖圖 4a.  震動樹枝前震動樹枝前震動樹枝前震動樹枝前，，，，大部份蟻的腹部沒有高舉和打開大顎大部份蟻的腹部沒有高舉和打開大顎大部份蟻的腹部沒有高舉和打開大顎大部份蟻的腹部沒有高舉和打開大顎。。。。 
 

 

圖圖圖圖 4b.  震動樹枝後震動樹枝後震動樹枝後震動樹枝後，，，，大部份蟻也舉起腹部大部份蟻也舉起腹部大部份蟻也舉起腹部大部份蟻也舉起腹部、、、、打開大顎打開大顎打開大顎打開大顎。。。。 

 

樹 A 和樹 B 的黃猄蟻當遇到危險時(例如伸手過去、震動樹枝)，牠們就會腹

部高舉（圖 4a，4b 紅圈）大顎前開（圖 4a，4b 黃圈），表示對敵人提高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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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當伸手接近黃猄蟻或震動樹枝後，牠們不消半秒已經作在出舉起腹部

和前顎大開的動作，相信黃猄蟻是對周圍的環境變化極為敏感。 
  

� 限制： 一 因為費洛蒙是無色的物質，不能從觀察得知黃猄蟻如何放出警戒  

 費洛蒙。 
 

  二 其實我們的手在接近螞蟻時會影響空氣的流動，但我們不能從這 

 個實驗得知空氣的流動會否令黃猄蟻探測到我們手的接近。 
 

� 推論： 一 對於當我們的手接近牠們的時候，牠們舉起腹部並且快速向後移 

 動。 

推論 1 牠們是嗅到我們手的氣味或感受到空氣的流動， 

  所以得知有危險。 

推論 2 牠們是看到我們的手正在接近。但在網上翻 

      查資料，得知蟻的視力很弱，牠們必須利用 

  觸角聞氣味或觸摸物體來辨別方向[8]，所以 

  這項假設不成立。 

 二 對於震動樹枝時的情況在震動樹枝後黃猄蟻們只舉起腹部沒有作

 移動。 

推論 1 牠們沒有嗅到其他氣味接近，所以沒有四處竄逃。 
 

� 假設： 根據圖解昆蟲學[2]，蟻要放出標跡費洛蒙(Trail-marking pheromones 時

要把尾部放下，才能在尾部釋出標跡費洛蒙。那黃猄蟻舉起尾部時如

何放出警戒費洛蒙? 

一 因為震動樹枝時影響了大範圍地方，所以黃猄蟻們認為同伴已知 

 道危險所以不需放下警戒費洛蒙。 

二 警戒費洛蒙不同於標跡費洛蒙，不需放在地上已能發出功效。可 

 能是隨空氣傳播。 
 

 結論： 一 當黃猄蟻探測到危險時，會舉起腹部，準備攻擊，而且前顎會大 

 開。舉起腹部的行為稱為 gaster-flagging[9]。 

二 黃猄蟻靠是靠著氣味來探測敵人的接近，而不是以眼睛來看到我 

 們的手接近。因為牠們的觸鬚能辨出氣味來源的方向及距離[7]， 

 所以我們的手即使從後接近牠們也能探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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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實驗二實驗二實驗二 測試黃猄蟻的侵略特性測試黃猄蟻的侵略特性測試黃猄蟻的侵略特性測試黃猄蟻的侵略特性 

實驗 2A 一對一異群黃猄蟻 

 

� 目的： 測試兩隻來自不同群落的黃猄蟻會否互相攻擊對方。 
 

� 步驟： 1. 準備兩樽透明小樽，各含一隻黃猄蟻，一瓶一族群 

 2. 將兩樽小樽水平放在桌上，開口互相對著 

 3. 用一張硬卡紙隔開兩樽小樽的開口 

 4. 打開兩樽小樽的蓋子 

 5. 讓所有螞蟻移動到同一個樽 

 6. 用蓋子蓋住小樽 

 7. 觀察兩族群的反應 

 

   圖圖圖圖 5a. 兩隻來自不同樹的黃猄蟻兩隻來自不同樹的黃猄蟻兩隻來自不同樹的黃猄蟻兩隻來自不同樹的黃猄蟻 

 

� 結果： 雙方都會在小樽內的空間走動，更偶爾會用觸角觸碰對方。但三十分

鐘後這個行為仍然持續，並沒有發生打鬥。 
 

 結論： 顯示黃猄蟻的觸角即使探測到對方是來自異族群也未必會作出攻擊。 

 

實驗 2B 二對二異群黃猄蟻 

 

� 目的： 測試 2 隻來自同一群落與 2 隻來自另一群落的黃猄蟻會否互相攻         

擊對方。以及驗證實驗 2A 的結論是否正確。 
 

� 假設：     黃猄蟻是群居動物[2]，需有同伴一起時才會對來自不同樹的黃猄蟻作

出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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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1. 準備兩樽透明小樽，各含兩隻黃猄蟻，一瓶一族群 

2. 將兩樽小樽水平放在桌上，開口互相對著 

 3. 用一張硬卡紙隔開兩樽小樽的開口 

 4. 打開兩樽小樽的蓋子 

 5. 讓所有螞蟻移動到同一個樽 

 6. 用蓋子蓋住小樽 

7. 觀察兩族群的反應 
 

� 觀察： 我們以四人分別觀察 4 隻黃猄蟻，蟻 A1 和 A2 為兩隻來自樹 A 的螞

蟻，而蟻 B1 和 B2 則是來自樹 B 的螞蟻。 

 

準備混合兩種來自不同樹

的黃猄蟻。 

 

 

混合在一個小樽內。 

 

其中一隻蟻咬著來自另一

棵樹的蟻，並糾纏在一

起。 

 
三隻蟻也糾纏在一起並死

去，另外一隻沒有參與攻

擊，仍未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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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沒有參與攻擊的蟻

也突然死去 

 

 

� 結果： 牠們會把來自另一棵樹的蟻視為敵人，並互相攻擊，攻擊的方法是咬

著敵人的肢體，最後雙方（咬著蟻的和被咬著的）都會死亡。不久，

該空間內即使沒有參與攻擊的黃猄蟻也會死亡。 
 

� 推論： 一 在戰鬥過程中，黃猄蟻會先以觸角觸碰對方才開始作出攻擊。起 

 初 A1 先攻擊蟻 B1，然後 A2 才加入。而 B2 並沒有加入戰鬥。不 

 久，A1、A2、B1 捲曲在一起並且死亡。而 B2 雖然沒有加入戰鬥，

 但亦在不久之後死亡。 

推論 1 相信 A1 用了特定方式通知同伴一起作出攻擊。 

 二 相信蟻 A1 放出了警戒費洛蒙 (Alarm Pheromones)(聚集習性 昆蟲

 用作警戒同伴的化學物質)[2]，知同伴逃跑或集體攻擊)通知同伴一

 起作出攻擊。 

推論 2 透過黃猄蟻戰鬥的方式，相信黃猄蟻之所以咬著 

  對方是為了從口部釋出某種物質以殺死敵方。 

  推論 3 這些物質會一直存留，所以沒有參與攻擊的黃猄 

   蟻在那三隻糾纏一起的蟻死後一段時間才死去。 

三 在過程中看到樽內曾出現近乎無色的液體，並且 在實驗完結後，

 發現樽內殘留著刺鼻的氣味。經網上搜集資料，相信黃猄蟻所釋 

 放令敵人死亡的物質便是蟻酸[5]，並且得知黃猄蟻咬著敵方時會 

 從口部釋出蟻酸[7]。 

四  蟻 B2 在最後是身子屈曲才死去，所以它的死亦有可能是一項自殺

 行為。若此項屬實，相信是因為蟻是群居動物，它知道同伴死去 

 而作出自殺行為。 
 

� 限制： 我們不知道蟻 B2 是觸碰到蟻酸而死或是蟻酸在揮發後，B2 吸入揮發

的蟻酸而死。 
 

 結論： 一 證實了實驗二中的假設正確，即黃猄蟻需有同伴在鄰近時才會作 

 出攻擊。 

二 黃猄蟻在發現敵人後會用警戒費洛蒙通知同伴。 

三 黃猄蟻會咬著對方以釋出蟻酸來殺死敵人。 



 

14 

實驗 2C 研究黃猄蟻打鬥致死的原因 (1) 

 

� 目的： 為了驗證究竟實驗 2B 中沒有參與打鬥的黃猄蟻是由於蟻酸的揮發還

是接觸到蟻酸而引致死亡。 
 

� 步驟： 

用砂布包裹一隻來自樹 B(樹 A)的

黃猄蟻。 

 

把另一隻同是來自樹 B(樹 A)的黃

猄蟻放入空樽內。 

 

把兩隻來自樹 A(樹 B)的黃猄蟻放

入樽內。 

 

把砂布包裹著的樹 A(樹 B)黃猄蟻

放在樽內。再等待３０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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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1. 兩隻黃猄蟻分別從前後方咬著來自另一棵樹的黃猄蟻。 

2. 在打鬥進行一段時間後，三隻黃猄蟻一同死去，並捲成一團。 

3. 在過了 30 分鐘後，在最後打開蓋子的樽中的黃猄蟻仍然生存（圖

 6a）。而沒有打開蓋子的樽中的黃猄蟻則死去(圖 6b)。 
 

  

圖圖圖圖 6a. 打開紗布與蓋子後打開紗布與蓋子後打開紗布與蓋子後打開紗布與蓋子後，，，，從紗布從紗布從紗布從紗布 

放出來的黃猄蟻仍然生存放出來的黃猄蟻仍然生存放出來的黃猄蟻仍然生存放出來的黃猄蟻仍然生存。。。。 

圖圖圖圖 6b. 打開紗布但沒有打開蓋子打開紗布但沒有打開蓋子打開紗布但沒有打開蓋子打開紗布但沒有打開蓋子         

後後後後，，，，從紗布放出來的黃猄蟻從紗布放出來的黃猄蟻從紗布放出來的黃猄蟻從紗布放出來的黃猄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 

 

� 討論： 這個實驗與 2B 的實驗結果相似，都是三隻黃猄蟻糾纏後死去，在實驗

完結後發現樽內同樣殘留著刺鼻的氣味。而且黃猄蟻在對侍時舉起尾

部，與實驗一有關連。更能肯定黃猄蟻舉起尾部時是進入作戰作狀態。 

 

 結論： 證實了黃猄蟻需要接觸到蟻酸才會死去。這可驗證到實驗 2B 那隻沒有

參與打鬥的黃猄蟻的死不是由於蟻酸的揮發，而是因為接觸到蟻酸。

而且在打開蓋子後，蟻酸會揮發，所以圖 6a 的黃猄蟻因沒有接觸到蟻

酸仍然生存。 

 

實驗 2D 研究黃猄蟻打鬥致死的原因 (2) 
 

� 目的： 測試黃猄蟻在一個充滿著敵人氣味的環境下的反應。 

 

� 步驟： 1. 將 5 隻樹 A 和樹 B 的螞蟻分別放進兩個小樽內。 

2. 放置 3 天，確保每個小樽也充滿著該樹螞蟻的氣味。 

4. 然後將該兩樽的所有螞蟻移走。 

5. 在實地樹 A 捉起 5 隻黃猄蟻放置在樽 Z（即之前容納樹 B 螞 蟻的

 樽）。 

6. 再到樹 B 捉起 5 隻黃猄蟻放置在樽 Y（即之前容納樹 A 的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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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 

  

圖圖圖圖 7a. 將樹將樹將樹將樹 A 的黃猄蟻放入留有樹的黃猄蟻放入留有樹的黃猄蟻放入留有樹的黃猄蟻放入留有樹 B 黃猄黃猄黃猄黃猄

蟻氣味的樽蟻氣味的樽蟻氣味的樽蟻氣味的樽Ｙ，Ｙ，Ｙ，Ｙ，亦亦亦亦 5 分鐘內全部死亡分鐘內全部死亡分鐘內全部死亡分鐘內全部死亡 

圖圖圖圖 7b. 將樹將樹將樹將樹ＢＢＢＢ的黃猄蟻放入留有樹的黃猄蟻放入留有樹的黃猄蟻放入留有樹的黃猄蟻放入留有樹 ＡＡＡＡ

黃猄蟻氣味的樽黃猄蟻氣味的樽黃猄蟻氣味的樽黃猄蟻氣味的樽Ｙ，Ｙ，Ｙ，Ｙ，5 分鐘內全部死亡分鐘內全部死亡分鐘內全部死亡分鐘內全部死亡 

 

� 結果： 5 分鐘內，樽 Y 和樽 Z 的黃猄蟻全部死亡，但當中不涉及互相攻擊。 

 

� 限制： 難以觀察到黃猄蟻是放出致死的液體進行自殺抑或因其他原因而死亡 
 

� 推論： 1: 黃猄蟻探測到周圍環境充滿敵人的氣味，猶如身處敵人的巢穴， 

 所以會自行了斷。 

 2: 樽內殘留著上一種群的黃猄蟻的蟻酸，所以黃猄蟻就被蟻酸殺 

 死。但因為曾將樹 A 的黃猄蟻放入留有樹 A 的黃猄蟻氣味的樽， 

 亦試過將樹 B 的黃猄蟻放入留有樹 B 的黃猄蟻氣味的樽，而牠們 

 並沒有死去，所以此假設不成立。 

 

 結論： 黃猄蟻探測到周圍環境充滿敵人的氣味，猶如身處敵人的巢穴，便會

死去。  

實驗三實驗三實驗三實驗三 測試黃猄蟻對氣味探測的感應性測試黃猄蟻對氣味探測的感應性測試黃猄蟻對氣味探測的感應性測試黃猄蟻對氣味探測的感應性 

� 目的： 1: 測試剪去觸鬚後黃猄蟻的活動能力。 

2: 黃猄蟻是否用觸鬚探測對方是敵人或同伴。 
 

實驗 3A 測試黃猄蟻觸角對氣味探測的重要性 
 

� 步驟： 1. 從樹 A 和樹 B 各取兩隻黃猄蟻(圖 8a) 

2. 將牠們剪去觸鬚(圖 8b) 

3. 再將牠們放置在小樽內 

4 用一張硬卡紙隔開兩樽小樽的開口 

5. 打開兩樽小樽的蓋子 

 6. 讓所有螞蟻移動到同一個樽 

 7. 用蓋子蓋住小樽 

8. 觀察牠們的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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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8a.  未剪去觸鬚的黃猄蟻未剪去觸鬚的黃猄蟻未剪去觸鬚的黃猄蟻未剪去觸鬚的黃猄蟻 圖圖圖圖 8b.  剪去觸鬚後的黃猄蟻剪去觸鬚後的黃猄蟻剪去觸鬚後的黃猄蟻剪去觸鬚後的黃猄蟻 

 

� 觀察： 

從樹 A 和樹 B 各取兩隻黃猄蟻，將牠

們剪去觸鬚，再將牠們放置在小樽

內，牠們仍沒有互相攻擊，並且行動

變得不活躍。 

 

３０分鐘後，所有黃猄蟻仍然生存，

也沒有互相攻擊。 

 

 

� 結果： 30 分鐘後，牠們仍沒有互相攻擊，並且行動變得不活躍。 

 

 結論： 一 黃猄蟻需作出探測後得知對方是另一群落才會作出攻擊，而不會 

盲目地向對方攻擊。 

二 蟻需要觸角才能探測方向。因為當蟻失去觸角後不能探測方向， 

所以不像未剪下觸角時能有著靈活的活動。 

 

實驗 3B 尋找影響黃猄蟻觸角對氣味探測的因素 
 

� 目的： 與實驗 2 作為對照實驗，測試刺鼻的氣味會否影響蟻的觸角作出探測。 

 

� 假設： 刺鼻的氣味能干擾黃猄蟻的探測，令黃猄蟻不能分辨對方是敵或是

友，所以不會展開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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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從樹 A 和樹 B 各取兩隻黃猄蟻放

置在一個小樽內。 

並將牠們放置在有沾上醬油的紙

巾的小樽內。(我們所用的醬油是

充滿了刺鼻的氣味，而紙巾在沾

上醬油後仍然充滿著刺鼻的氣

味) 。  

 

� 觀察： 

30 分鐘後，所有黃猄蟻仍然生

存，其間亦沒有互相攻擊。 

 

 

� 結果： 30 分鐘後，牠們仍沒有互相攻擊，行動沒有異常。 

 

 結論： 黃猄蟻是藉著探測對方的氣味以作分辨同伴，而當遭到氣味的騷擾

時，就不能準確探測對方是否同伴或者敵人，並不會盲目作出攻擊。 

 

實驗四實驗四實驗四實驗四 研究黃猄蟻面對異種螞蟻時作出的反應研究黃猄蟻面對異種螞蟻時作出的反應研究黃猄蟻面對異種螞蟻時作出的反應研究黃猄蟻面對異種螞蟻時作出的反應 

 

� 目的： 測試黃猄蟻對其他種族螞蟻的反應。 
 

� 假設： 1: 黃猄蟻對其他種族的螞蟻不會攻擊。 

2: 黃猄蟻會對其他種族主動作出攻擊。 
 

� 步驟： 

將 4 隻黃猄蟻與 1 隻黑蟻放置在一

個小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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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 

實驗剛開始不久。一隻黃猄蟻迅速

咬著黑蟻，其他的黃猄蟻也相繼攻

擊黑蟻。 

 

所有黃猄蟻和黑蟻也死亡。 

 

 

� 實驗結果: 黃猄蟻咬著黑蟻的肢體，並捲成一團，然後咬著黑蟻的黃猄蟻和

黑蟻也相繼死亡。 
 

� 實驗討論： 在實驗最後所有黃猄蟻和黑蟻也死亡，發現樽內殘留著刺鼻的氣

味，相信黃猄蟻再次釋出蟻酸來殺死敵人。 
 

 結論  黃猄蟻當遇到其他種族的螞蟻時，會成群地主動攻擊。 

 

VIII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黃猄蟻的侵略性黃猄蟻的侵略性黃猄蟻的侵略性黃猄蟻的侵略性 
 

(1) 黃猄蟻需有同伴在鄰近時才會作出攻擊。(根據實驗 2B) 

(2) 黃猄蟻在發現敵人後會用警戒費洛蒙通知同伴。(根據實驗 2B) 

(3) 黃猄蟻會咬著對方並釋出蟻酸來殺死敵人。(根據實驗 2B，2C) 

(4) 黃猄蟻舉起尾部時是進入作戰作狀態，準備攻擊。(根據實驗 2B，2C) 

(5) 黃猄蟻當遇到其他種族的螞蟻時，會主動攻擊對方。(根據實驗 4) 
 

黃猄蟻的探測黃猄蟻的探測黃猄蟻的探測黃猄蟻的探測 
 

(1) 黃猄蟻需作出探測後得知對方是另一群落才會作出攻擊，而不會盲目地向對方攻 

 擊。(根據實驗 3A) 

(2) 蟻需要觸角才能探測方向。(根據實驗 3A) 

(3) 黃猄蟻是藉著探測對方的氣味以作分辨同伴，而當遭到氣味的騷擾時，就不 能準

 確探測對方是否同伴或者敵人，並不會盲目作出攻擊。(根據實驗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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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黃猄蟻靠氣味來探測敵人的接近，而不是以眼睛來看到我們的手接近。(根據 

 實驗 1) 
 

黃猄蟻的死亡黃猄蟻的死亡黃猄蟻的死亡黃猄蟻的死亡 
 

(1) 黃猄蟻需要接觸到蟻酸才會死去。(根據實驗 2C) 

(2) 黃猄蟻探測到周圍環境充滿敵人的氣味，猶如身處敵人的巢穴，便會死去。  

 (根據實驗 2D) 
 

影響黃猄蟻出現的因素影響黃猄蟻出現的因素影響黃猄蟻出現的因素影響黃猄蟻出現的因素 
 

(1) 有利因素: 高溫及光照充足的時候。 

(2) 不利因素: 低溫，光照不足的時候及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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