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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陸（別名千足蟲）為倍足綱動物。生活於腐敗植物上並以其為食，有的也為害植物，少數

為掠食性或食腐肉。而粗直形馬陸為香港常見品種，體長約 2 至 3 厘米，每一個體節有二對

腳是倍足綱的特色，本種全身呈黑色，但每個體節的側邊則有黃色斑紋。但不時在泥土中發

現牠，而會在有特定時間或情況下才能見到牠們出現。那究竟粗直形馬陸的生活環境如何適

應？本實驗將進行多項實驗，從而推斷出粗直形馬陸選擇的理想環境特質及其對牠的益處。

從實驗觀察所得，粗直形馬陸喜歡在較暗的環境、濕度較高的地方及一些有皺摺的地方，還

有的是，發現一些出人意表的結果。    

    

在一次圍繞學校的花圃過程中，發現了空曠的淺層泥土內有蚯蚓和一班黑色的類又與蜈蚣相

似的生物，在利用鑷子拾起這黑色奇怪生物的時候，當鑷子觸碰到蟲的身體，牠突然捲縮身

體成為餅狀，維持一段頗長的時間，我們並以為它已經死了，其後我們發現當捲縮的馬陸，

放在膠瓶內會回復至正常的狀態，這行為使到同學們注意。將這黑色的蟲給老師觀看，得知

該蟲的名是「馬陸」，不過對其的認識甚少，而且在網上關於牠的資料不多，故對牠有了進

一步探究的興趣，研究牠的習性。 

 

在觀察所得，這與蜈蚣身形相似的馬陸，其習性與特性與蜈蚣大大不同。另外，為何這些馬

陸都是群體出現，而不是單獨一條出現？還有，為何在空曠的情況只得少量的馬陸，而在較

狹窄的雪卡花底下反而大量出現？而且，在光強度較高的地方會出現較少的數量，而光強度

較低的地方會有較多的數量？更甚，所有的蟲都是在泥土中發現出來，這會否泥土與蟲身體

的顏色相似，提供了保護色作用？這幾個問題激發起我們對馬陸做了一系列的實驗，為對馬

陸這種生物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粗直形馬陸粗直形馬陸粗直形馬陸粗直形馬陸（（（（Asiomorpha coarctata）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界： 動物界 Animalia 

門： 節肢動物門 Arthropoda 

亞門：多足亞門 Myriapoda 

綱：倍足綱 Diplopoda 

目：條馬陸目 Polydesmida 

科：奇馬陸科 Paradoxosomatidae 

屬：直形馬陸屬 Asiomorpha 

種：粗直形馬陸 coarctata 

(De Saussure, 1860) 



圖圖圖圖１１１１：：：：粗直形馬陸粗直形馬陸粗直形馬陸粗直形馬陸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習性習性習性習性：：：：    

馬陸性喜陰濕，喜歡成群活 

動，生活於草坪土表、土塊、方塊

下面或石縫內，白天潛伏，晚間活

動。馬陸受到觸碰時，並不咬噬，

多將身體蜷曲，頭捲在裡面，外骨

骼在外側。呈“假死狀態” 靜止

不動，或順勢滾到別處，間隔一段

時間後，復原活動。 許多品種具側

腺，用分泌一種刺激性的毒液或毒

氣以防禦敵害。 

    

主要食物主要食物主要食物主要食物：：：：    

專吃落葉、腐殖質，有的為害植物的幼根及幼嫩的小苗和嫩莖、嫩葉，是部份農作物的

害蟲，少數為掠食性或食腐肉。雖然如此，土壤動物是生態系統物質循環中重要的食腐動物，

馬陸是土壤動物中的常見類群，主要以凋落物、朽木等植物殘體為食，成為生態系統物質分

解的最初加工者之一。 

 

特徵特徵特徵特徵：：：：    

  粗直形馬陸特徵為雙體節，體節為黑色，背腹呈扁平形，邊緣有向後尖突的黃色鋸齒。

頭節無足但有觸角、單眼及大、小腭各一對，頭節後三個體節每節有足一對外，其他體節每

節有足兩對馬陸行走時左右兩側足同時行動，前後足依次前進，密接成波浪式運動，很有節

奏。 不過，它雖然足很多，但行動卻很遲緩。 馬陸並不是一生下來就有這麼多足的。 出生的

幼蟲只有三對足節，蛻皮一次增至七節，有九對足；經過幾次變態發育後，體節逐漸增多，

足也就隨之增加。馬陸雖有「千足蟲」之稱，但大多品種足的數目都在數百以下，粗直形馬

陸為其中一種。 

 

    

    

    

    

    

    

    

    

    



    

地點：黃大仙慈雲山聖文德書院

 

↑圖２：紅圈標註為聖文德書院。 

 

↑圖３：紅圈標註為樣本採集區。 



校園內馬陸主要分佈位置：操場中部正梯後雪卡花底部 

↓圖４：發現馬陸的花圃 

 
↓圖５：雪卡花底部的馬陸 （當馬陸捲動至餅狀時的情況）

 

 

    

    



馬陸取樣方法馬陸取樣方法馬陸取樣方法馬陸取樣方法：：：：以鑷子把馬陸及以園藝泥鏟把花圃的泥土一同採集 

馬陸樣本採集日期與相關數據： 

樣本採集次數 日期(年/月/日) 最高氣溫（℃） 最低氣溫（℃） 相對濕度（%） 採習數目（隻） 

１ 2011/03/17 18.1 14.5 44 - 71 6 

２ 2011/03/22 25.1 15.0 66 - 94 44 

 

馬馬馬馬陸樣本處理陸樣本處理陸樣本處理陸樣本處理：：：：    樣本與花圃的泥土一同存放於塑膠缸，定時加入適量的水，以保持泥土濕

潤 

↓圖６：存放樣本的塑膠缸                         ↓圖７：塑膠缸及剛採集的馬陸 

 

 

 

粗直形馬陸外形特徵與觀察粗直形馬陸外形特徵與觀察粗直形馬陸外形特徵與觀察粗直形馬陸外形特徵與觀察::::    

我們發現出馬陸走動時，觀察到馬陸的行路方式，牠以波形方式行動，大多以觸角作為辨認

地方以作引路之用，一旦馬陸一對觸角不能夠接觸到物件，馬陸便會停止前進，直到觸角能

夠再次接觸到其他或完有物件時，便會前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qyV_sUKN0g&feature=player_profilepage 

http://www.youtube.com/user/Mantsang12?feature=mhum#p/a/u/1/uNipNYsOHZ8 

由以上 2 段短片馬陸的行動方式，牠以波形方式行動。 

 



 

↑圖８：粗直形馬陸的顯微鏡下放大的生殖器官（２０倍） 

以上圖８為所示的兩條淺黃色節肢狀構造，並不是每隻馬陸身上可發現的，從資料得知為這

是雄性馬陸的生殖器官，由第七節的一對附所演化而成。可由此判斷馬陸是雄性還是雌性。 

 

 

實驗對象：在校園花圃中採集的的５０條粗直形馬陸 

實驗原理：利用馬陸在不同環境因素中的行為及分佈，來測定其居住的環境。 

實驗假設：  

1. 整個實驗期間裝置的溫度及相對濕度不變（對照變項） 

2. 馬陸除各相應的獨立變項外沒有其他因素影響其活動的範圍 

預防措施： 

1. 同一實驗於同一天完成減低因溫度及相對濕度對實驗的影響。 

2. 實驗一至五以三種不同放置馬陸的方法減低其在實驗期間隨機活動的統計學上的誤差。 

 

� 實驗一：測試馬陸對光暗的反應 

實驗目的：測試馬陸對光暗的反應 

實驗日期及時間: 3 月 23 日 12:00-18:00 

實驗材料：粗直形馬陸 20 條、膠盆 1 個、保鮮紙、硬卡紙、膠紙、枱燈、紙盒 1 個 

實驗步驟： 



1. 利用膠紙將硬卡紙垂直貼在膠盆中，於膠盆底部保留 2cm，以便馬陸活動。

←圖９：測試光反應實驗裝置直視圖

圖１０：測試光反應實驗裝置俯視圖 

2. 20 條馬陸放在有光的一邊，利用膠杯蓋住，避免馬陸在實驗未開始前四處活動。 

3. 將紙盒蓋的左邊剪一個與枱燈相約的洞。 

4. 將膠杯移走，利用保鮮紙將膠盆蓋住。 

5. 將膠盆放進紙盒內，並利用紙盒蓋蓋住。 

6. 將枱燈照向紙盒有洞的位置。 

↓圖１１：實驗一實驗裝置直視圖(1)       ↓圖１２ ：實驗一裝置直視圖(2) 

 

7. 每相隔 15 分鐘記錄馬陸的分佈，共記錄 4 次重覆步驟 2 至 7，將 20 馬陸放在無光的

一邊及各放置 10 條馬陸於光及無光的一邊。



� 實驗二 ：測試馬陸對皺摺的反應 

實驗目的： 測試馬陸對皺摺的反應 

實驗日期及時間: 3 月 24 日 12:00-18:00 

實驗材料：粗直形馬陸 20 條、膠盆 1 個、保鮮紙、硬卡紙、膠紙、幼紙條、紙盒 1 個。 

實驗步驟： 

1. 利用實驗一的膠盒於其中一邊放幼紙條。 

2. 將 20 條馬陸放在有幼紙條的一邊，利用膠杯蓋住，避免馬陸在實驗未開始前四處活動。 

3. 將膠杯移走，利用保鮮紙將膠盆蓋住。 

4. 將膠盆放進紙盒內，並利用紙盒蓋蓋住。

 

↑圖１３：皺摺實驗裝置直視圖   

5. 每相隔 15 分鐘記錄馬陸的分佈，共記錄 4 次。 

6. 將 20 馬陸放在沒紙條的一邊及各放置 10 條馬陸於有紙條及沒紙條，重覆步驟 2 至 5。 

 

� 實驗三：測試馬陸對濕度的反應 

實驗目的： 測試馬陸對濕度的反應 

實驗日期及時間: 3 月 25 日 12:00-18:00 

實驗材料： 

粗直形馬陸 20 條、膠盆 1 個、保鮮紙、硬卡紙、膠紙、紙巾、紙盒 1 個、0.5ml 蒸餾水。 

實驗步驟： 

1. 利用實驗一的膠盒於其中一邊置以 0.5ml 蒸餾水浸濕的紙巾，另一邊則置乾紙巾 

2. 以膠紙把紙巾貼於膠盆底部 

 
↑圖１４ ：濕度實驗裝置直視圖        ↑圖１５：濕度實驗裝置俯視圖   

3. 重覆實驗二的步驟 2 至 6，以圖 10 實驗裝置取代圖 9 實驗裝置。 



� 實驗四：測試馬陸對黑白色的反應 

實驗目的： 測試馬陸對黑白色的反應 

實驗日期及時間: 3 月 28 日 12:00-18:00 

實驗材料： 

馬陸 20 條、膠盆 1 個、保鮮紙、硬卡紙、膠紙、黑色紙、白色紙、紙盒 1 個 

實驗步驟： 

1. 利用實驗一的膠盒於其中一邊放黑色紙及白色紙。 

2. 以膠紙把黑、白色紙貼於膠盆底部

 

↑圖１６ ：保護色實驗裝置直視圖         ↑圖１７ ：保護色實驗裝置俯視圖(1) 

 

↑圖１８：保護色實驗裝置俯視圖(2) 

3. 重覆實驗二的步驟 2 至 3 及 5 至 6，以圖 12 實驗裝置取代圖 9 實驗裝置，實驗過

程中確保光照充足。 

 

� 實驗五：測試馬陸對不同色光的反應 

實驗目的： 測試馬陸對不同色光的反應 

實驗日期及時間: 3 月 31 日 12:00-18:00 

實驗原理：在實驗一中得知，馬陸喜愛陰暗環境。在這結果引發出馬陸對哪種顏色的

光最為敏感及抗拒，而紅光及藍光分別為可見光能量較低及較高的光波，因此是次實

驗以紅色及藍色玻璃紙來過濾燈光使光源成為單一色光。 

實驗材料：粗直形馬陸 20 條、膠盆 1 個、保鮮紙、硬卡紙、膠紙、枱燈、紙盒 1 個、

紅色及藍色玻璃紙 

實驗步驟：  



重覆實驗一的步驟 2 至 7，以膠紙把紅色及藍色玻璃紙貼於紙盒上光源的洞。

  

    ↑圖１９ ：藍色色光實驗裝置直視圖 

  

↑圖２０ ：紅色色光實驗裝置直視圖 

 

� 實驗六：測試馬陸生活在泥土的深度位置 

實驗目的：觀察馬陸生活在泥土的深度位置 

實驗日期及時間: 3 月 26 日 18:00 至 3 月 29 日 18:00 

實驗原理： 

在採集馬陸時的考察觀察到，馬陸喜愛居住在泥土表面。在這

實驗以淺薄的泥土測試馬陸生活在泥土的深度位置 

實驗材料：粗直形馬陸 20 條、膠盒蓋 1 個、膠紙、花圃中的

泥土、玻璃 1 塊 

實驗步驟： 

1. 把花圃中收集的泥土置於膠盒蓋 15 厘米的深度。 

2. 把 20 條馬陸置於泥土表面。 

3. 蓋上玻璃，以膠紙封了膠盒蓋與玻璃的左、右及下方，

上方作透氣之用。 

把裝置垂直置放於黑暗環境中。     圖２１：居住環

境實驗裝置直視圖↑    

4. 每相隔 24 小時馬陸的分佈，共記錄 3 次。 



 

實驗一實驗一實驗一實驗一    

實驗二實驗二實驗二實驗二



實驗三實驗三實驗三實驗三

實驗四實驗四實驗四實驗四 



實驗五實驗五實驗五實驗五

 

實驗六實驗六實驗六實驗六    

 



 

 

實驗一實驗一實驗一實驗一：：：：光暗測試光暗測試光暗測試光暗測試    

根據實驗結果，觀察到大部分馬陸都選擇陰暗的一方，由此推斷馬陸一般選擇 

於較暗的環境下生活(如雜草下或泥土下等等能避免陽光直射的地方)。這是可能 

由於猛烈陽光可能會令馬陸失水量增加，從而容易缺水而死。此外，可能光強度影 

響該區域的溫度，由此暗區域的溫度較低，可能馬陸較喜愛於較低溫度的地方 

生活。另一推斷則是馬陸自身認為在較暗的地方能作自我保護，不易比任何敵 

發現，從而增加其生存機會，然後繁衍。 

實驗誤差：枱燈的燈光令光的一邊溫度上升，馬陸可能因較高溫而遠開燈光的位置。 

 

實驗二實驗二實驗二實驗二：：：：皺摺測試皺摺測試皺摺測試皺摺測試    

根據實驗結果，得知馬陸選擇了皺摺的一方。這推斷馬陸可能較喜愛於比較 

狹窄的地方生活。這是可能其皺摺部分的光強度較小，而由光暗實驗得知馬陸 

較喜愛於暗的環境，故馬陸選擇了較暗的皺摺紙張中。另一推斷為馬陸可能 

憑觸角辨認張紙張質地，從而吸引馬陸選擇。此外，可能由於皺摺的凹凸不平 

面容易令馬陸記下其地形，故可以作為一個家使馬陸能隨時辨認出並回家， 

因此馬陸便選擇皺摺地方成家立室。 

實驗誤差：紙條為纖維素，馬陸可能以其作食物因而停留在紙條的位置。 

    

實驗三實驗三實驗三實驗三：：：：濕度測試濕度測試濕度測試濕度測試    

根據實驗結果，馬陸大多選擇濕度較高的地方。 

（因為沒有其他較高的濕度作比較，我們不可以測定出那一個濕度對於馬陸過高） 

我們相信馬陸為了尋找和完本較為相似的生境，牠們會移動到濕度較高的地方。 

另外，我們發現了部份馬陸的死屍在短時間內會乾，令到身體硬化並且易碎。因此， 

推斷出馬陸是為了避免因身體乾化引致死亡。對於馬陸來說，濕度較高的地方，可 

以較容易得到水分以確保身體不會乾化，或沒有足夠的水分進行代謝作用等，所以傾向 

移動到濕度較高的一方。 

在捕捉馬陸的時侯，下雨的日子較容易在泥土平表捕捉到馬陸，由此，推斷馬陸濕度過高

的情況下，泥土中的氧含量相對下降，引致馬陸鑽上泥土表面。 

實驗誤差：實驗過程中濕紙巾的水分不斷蒸發慢慢地令整個裝置的濕度接近。 

 

實驗四實驗四實驗四實驗四：：：：色光色光色光色光（（（（紅藍光紅藍光紅藍光紅藍光））））測試測試測試測試    
       

 在紅光的環境中，每十五分鐘都只是記錄得數條的馬陸，反之在黑暗的環境下卻記錄

有較多的馬陸，而藍光的環境下，都與紅光的情況相似，大部份的馬陸都會在黑暗的

區域內，只有小部份會留在藍色的環境內，但留在藍光的數量會比紅光的數量多。由



此可推斷，馬陸較害怕在有光的環境下出現或活動，而喜愛在黑暗 的環境活動，不

論是哪種的色光，所以色光的影響對馬陸並不大。此外，我們亦認為馬陸在紅光下會

比藍光下出現較多數量的情況是，因為紅光的光波穿透玻璃紙的能力會較藍光強，馬

陸會比較多去迴避光的環境，所以使其在紅光環境數量少於藍光的數量。 

實驗誤差：紅光與藍光穿透玻璃紙後的光強度不同。枱燈的燈光令光的一邊溫度上

升，馬陸可能因較高溫而遠開燈光的位置。 

 

實驗五實驗五實驗五實驗五：：：：保護色測試保護色測試保護色測試保護色測試    

根據實驗結果，我們得知馬陸沒有傾向移動到某一方。因此我們作出四個推斷，推斷一，馬

陸的眼睛視力不足以分辨出顏色，連同有強烈對比色也分辨不到。推斷二：馬陸沒有傾向移

動到某一方，因為馬陸本身的生境與馬陸身體的顏色相近。在演化的過程中，與生境顏色不

相近的馬陸容易被捕食者發現並捕食因而有較少機會繁殖，並不能把該遺傳物質傳給下一

代，因而絕種。事實上，馬陸不會自己去選擇生境的顏色，而是生境的顏色與馬陸身體的顏

色相近，使馬陸得以生存並繁殖後代。推斷三：馬陸被不同因素吸引到不同顏色的生境，如

紙張的氣味，紙張的質地和不同顏色紙張上的溫度等。紙張顏色不同因此有不同染料，因而

造成不同氣味。紙張並非同一張紙可能有不同的紙質，馬陸行走時會傾向自己喜歡的一方。

不同顏色紙張所反射同吸收的輻射不同，以黑色和白色為例，黑色可以吸收所有可見光而白

色側可以反射所有可見光，所吸收的輻射以紅外線形式發出，因此黑色為溫度較高的一方但

溫度的差異不大，所以機會極微。推斷四：馬陸傾向群居，馬陸會選擇較多蟲的一方或容易

尋找配偶的一方。 

 

實驗六實驗六實驗六實驗六：：：：居住深度居住深度居住深度居住深度測試測試測試測試    

↓圖２２：圖中紅圈為馬陸居住的位置 

 我們所記錄的資料顯示，在 0-5

厘米的範圍內，馬陸的數目都是

最多，而在 5-10 厘米的範圍內，

馬陸的數目是次多．最後在 10-15

厘米的範圍內，馬陸的數目都只

最少並且每次都只有 1-2 條會分

佈在這個範圍內，在三次的實驗

內，三個範圍的數量都是大致相

約，0-5 厘米的是最多蟲分

佈,10-15 厘米是最少蟲分佈。 

所以，我們可以由推斷馬陸是比

較喜愛在泥土的淺層位置活動，

而比較厭惡在較深層的泥土內活

動，就如我們採集馬陸的時候一樣，在花圃的泥土的較淺層位置位 較易找出馬陸，

而較難在花圃的較深層泥土的位置找到馬陸。我們認為馬陸喜愛較淺層泥土活動的原



因是，在淺層的泥土內，泥土內的空氣與大氣交換速率較高，能有更多氧給馬陸進行

氣體交換，反之，在較深層的泥土，與大氣接觸的機會較少，難以有較多氧的提供。

另外較深層的泥土被上層的泥土壓著，使泥土中的空隙減少，令氣體流動的體積減

少，使造成一個較低氧的環境，令馬陸居住於表面的泥土。還有的是，馬陸是以腐植

質作為食物，以泥土的表面會有較多的落葉會形成腐植質，所以泥土的較淺層會有較

多的食物供給馬陸食用，而很少的腐植質會在泥土的較深層，這亦能解釋馬陸為何會

留在泥土的較淺層活動，是為了較易取得食物。此外，在泥土的較淺層活動亦有其他

更好的原因，當濕度高或下雨時，泥土的黏度上升，亦會令水包圍著泥土的表面，出

現水澇的現象，使泥土的空隙大為減少，使空氣體積亦大為減少，使泥土的含氧量下

降，所以在較淺層的泥土能有較大的氣體交換速率，還有馬陸更能盡快爬到泥土表

面，使有足夠的氧使用，而不會發生在較深層泥土的缺氧情況。 

有趣的是，每當我們記錄數量的時侯都總會時數條數條地一同出現，很少的情況會是

一條出現，我們推斷牠們是群居的生物，因為在其他實驗內，所有馬陸最終都會聚集

在同一的位置上，形成一坐小丘。我們認為馬陸要群居的原因時牠們沒有眼睛可觀察

食物的位置，所以當同伴發現食物時，便可以隨之通知同伴一起進食，以方便得到食

物。 

實驗誤差：有部份馬陸在近膠盒蓋的一邊難以觀察其位置，形成數據的不完整。 

 

馬陸的習性如資料中得知的相乎，喜陰濕、成群活動，生活在狹窄的空間、白天潛伏、

晚間活動。另外馬陸其實是個「瞎子」，依靠頭上的一對「盲公竹」（觸角）活動，而

且這個「瞎子」卻最怕光。更甚，透過這次實驗不但能辨馬陸及蜈蚣，更知道馬陸可

具側腺，用分泌一種刺激性的毒液或毒氣，當中包括致名的氰化物！ 

  不過，馬陸是大部份時間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更會為植物分解有機物

的隱世食腐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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