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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社會的進步，「金絲貓」幾乎被人遺忘。在研究 1 中，我們先簡介「金絲貓」的由來、分類、

性別、壽命、進食、居住習性及打鬥，希望能進一步了解「金絲貓」的各習性，決定探究的問題。然

後我們通過野外考察，利用研究 1 的資料尋找「金絲貓」居住的生境。最後我們通過研究 2：「金絲貓」

在光、暗環境中生活是否牠們影響的打鬥為題，設計兩個組別先觀察牠們居住在「光」及「暗」的環

境下 7 天，然後記錄各組別「光」對「暗」打鬥的得勝率及其習性。然後將兩個組別的居住環境相反

處理，並放置 7 天適應其改變後重複記錄其打鬥的得勝率及其習性。最後我們發現，「金絲貓」其打

鬥得勝率及其習性與居住在光暗的環境有關。 

 

關鍵字：「金絲貓」、尋找、打鬥、陰暗、習性、跳蛛 

引言： 
   有一天，我們在學校的後花園打理植物時，見到有兩塊樹葉重疊在一起，我們好奇地打開其樹葉，

發現樹葉難以打開，而且發現一隻體型非常細小的「蜘蛛」。正當我們想細心觀察時，它快速跳離了

樹葉，最後我們也尋找不到它的踪影了，甚為失望。 

 

   我們尋找生物科老師請教，老師分享他在那無玩具的年代，他最親近大自然的玩意便是鬥「金絲

貓」、做「貓籠」，這也是當時七、八十時代中小同學爭相追逐的嗜好。但追問當中，生物科老師也不

明白「金絲貓」為何會互相打鬥及如何飼養。這引起我們對「金絲貓」的打鬥及其習性的興趣。 

簡介「金絲貓」： 
 古代文獻： 

   約１７００多年前，根據晉代崔豹撰寫的＜古今注＞卷中＜魚蟲＞已提及蠅虎（跳蛛一種）一詞，

記有「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蝗，一名蠅豹」(彭賢錦、謝莉萍、肖

小芹，1993) 。 

 

 鬥「金絲貓」由來 

   這起源於廣東東南方山野之一帶，於數百年前，由客家人及潮州人始創提倡。當時它並不是名為

「金絲貓」，只稱牠為豹虎，因為牠覓食的姿勢和在家中所見的壁虎相似。「金絲貓」較壁虎為純良，

易於控制，因此民間的兒童便喜歡捕捉牠作為玩樂之物。但是金絲貓的特性兇猛好戰，富有英雄主義，

打起架來非常激烈(詹肇泰，2007)，兒童們時常登山澗捕捉，望求獲得優良品種，以作精彩博鬥為樂。 

 

 俗名命名 

   豹虎（台灣稱蠅虎）(陳世煌，2001)  ，俗稱「金絲貓」(跳蛛科，「細齒方胸蛛」一物種)，其拉丁

學名為 SALTICIDAE ，英文俗稱是 Jumping Spiders（會跳的蜘蛛），與日常家居生活所見，浮游於牆

壁的壁虎同形同類同大小，兇猛好鬥，顏色鮮艷，棲身於山邊溪旁的樹叢中，尾部絲黏為巢，撲殺蚊

蠅、螞蟻等昆蟲為食，疾如豹猛如虎，故名之曰豹虎，又因其身上常有金色花紋，別名金絲貓(李天

賜、劉天均，1998)。而其他的俗名如「紅孩兒」、「黃飛鴻」、「大哪咜」(指「細齒方胸蛛」)和「金花

仔」、「李小龍」(指「巴莫方胸蛛」)。這些俗語都是別人命名的，但都是指同一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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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學： 

分類學 

界 動物界 Animalia 

門 節肢動物門 Arthropoda 

綱 蛛形綱 Arachnida 

目 蜘蛛目 Araneida 

科 跳蛛科 Salticidae 

屬 方胸蛛屬 Thiania 

   中文名稱：細齒方胸蛛 

雙名法： Thiania suboppressa(♀) 

 
種 細齒方胸蛛 suboppressa 

發現年份 1907 年(♀) 俗稱 金絲貓/紅孩兒 

習性 常見於蕉樹；跳躍力強，喜歡

停留在葉縫靜待獵物。 

 

英文名稱

 

Fighting Spider 

 性別及壽命： 

   「紅孩兒」需在最後一次脫殼後，才可容易分辨其性別： 

 雌俗稱為「撲」，其腹部為闊及飽滿，而且嘴邊的螫肢較直。由幼體到死亡，壽命大約為 9

個月至 1 年多，尋找到「撲」的時間通常會在 9 月至 2 月尾(詹肇泰，2007)。 

 雄俗稱為「篤」，其腹部為尖及細小，而且嘴邊的螫肢較圓。壽命大約 7 至 9 個月，尋找到

「篤」的時間通常會在 8 月到 11 月尾(詹肇泰，2007)。 

 

 主要食物及水源： 

   「金絲貓」一般是很主動和活躍的捕獵者，牠們會經常走動，往不

同的野外地點，例如地上的枯葉、草叢、灌木叢等搜尋獵物(李天賜、

劉天均，1998)  。獵物的種類多樣化，一般是以昆蟲為主。牠們愛吃

活生生的小生物，獵物的體型通常是較自己細小。是次研究我們以幼

猛為牠們的食物。                                                    上圖顯示一幼猛 

 

   再者，「金絲貓」只需在早上飲用少量的露水就可維持生命。但需留意的是我們不可以以自來水餵

養，因為自來水有 Cl
_ 
離子，這氯離子會導致「金絲貓」死亡。是次研究我們以蒸餾水作為牠們水源。 

 

 居住習性及「貓籠」製作： 

   「金絲貓」不懂結網但擅長跳躍，生長於山澗邊的樹葉中，會以螞蟻，細小

的生物為主要食糧。牠們覓食時可離開巢外很遠的地方，從不迷路。牠們會以光

身葉，把葉底與葉面互相粘貼在一起作巢。柚葉、荔枝葉、黃皮葉

都是合適的樹葉。但牠們不會以有毛的樹葉作巢(李天賜、劉天均，

1998)  。另外，因為大多市區的公園已噴上殺蟲劑，所以市區較郊

區難尋找「金絲貓」的出現了。 

   打鬥「金絲貓」或捕捉時時，「貓籠」是不可缺少的。「貓籠」其

實是利用蘆兜葉表面光滑及呈凹狀的特性，把跳虎好好困住，加上

葉的長度可達數呎，可作為一平台讓「金絲貓」好好打鬥一番。 

                                                        蘆兜葉製作的「貓籠」及餵養蒸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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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鬥習性 

   雖然「金絲貓」與其他蜘蛛一樣都是離群獨居，各自捕獵。但是「金絲貓」有其特別的打鬥習性。

每當兩隻「金絲貓」相遇時，通常牠們(Lim, M.L. ad Li, D. 2006)在： 

 

打鬥前腹部會側向一方 打鬥前身體左右移動 打鬥時腹部上下攞動 

 

 

探究過程時間表： 
年 日期 地點 研究項目 

17/12(六) 香港中文大學 參加開幕及其訓練 2011 

20/12 (二) 生物實驗室 組員研究有興趣及可研究的題目 

3/1 (二) 生物實驗室 決定研究題目為「金絲貓」，並分工搜尋相關資料 

14/1(六) 五桂山 

(衛奕信徑第三段) 

第一次進行生態考察並尋找「金絲貓」，以及進行檢討。 

19/1(四) 生物實驗室 撰寫研究報告計劃書 

20/1( 五 ) 至

15/2 (三) 

旺角 購買 3 隻「金絲貓」研究其習性(研究 1)，於 8/2 校對並遞

交研究報告計劃書 

  
12/2(日) 炮台山 

(衛奕信徑 

第三段) 

第二次進行生態考察並尋找「金絲貓」，以及進行檢討。 

20/2(一)至 

16/3(五) 

生物實驗室 

開始進行研究 2   

17/3(六) 炮台山 

 (衛奕信徑第三段) 

第三次進行生態考察並尋找「金絲貓」，以及進行檢討。 

19/3 (一)至 

28/3(三) 

生物實驗室 撰寫研究報告 

2012 

29/3(四) 生物實驗室 校對及遞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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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1: 「金絲貓」的生活習性 
研究 1A： 居住葉子的種類 

實驗目的：探討不同葉子的種類是否影響「金絲貓」的居住 

自變項：  不同種類的樹葉 

應變項：  葉子有沒有被絲固定在透明膠盒底部 

控制變項：使用相同大小的透明膠盒 

(主要)     實驗前「金絲貓」有足夠的食物和水源 

假設：    使用「金絲貓」歲數、身體狀態和身形相同 

(主要)     用蒸餾水及抹手紙能除去所有樹葉上的殺蟲劑      樹葉 a       樹葉 b        樹葉 c 

 

實驗材料：3 種不同種類的樹葉(如下)、抹手紙、透明膠盒、錐子、桌燈、時間插頭 

 

實驗步驟： 

1. 先用蒸餾水將以下的樹葉浸沒 3 小時，然後抹手紙抹乾樹葉，以清除樹葉表面上的殺蟲劑。 

2. 根據下表將樹葉標籤： 

樹葉 外型的形容 

a 葉子平順且表面光滑 

b 葉子呈凹狀且表面光滑 

c 葉子呈凹狀且表面有毛狀物質 

3. 準備 3 個透明膠盒，並將其蓋用錐子鑽 10 個小孔以保持空氣流通。 

4. 將以上的樹葉 a、b、c 及一隻「金絲貓」分別放入透明膠盒及蓋上有小孔的蓋子。 

5. 利用時間插頭按下開關時間(06：00-18：00)，裝上桌燈模擬光日照時間照射各透明膠盒。 

6. 放置兩天後，把透明膠盒倒置，觀察及記錄葉子是否被「金絲貓」用絲固定在透明膠盒底部情況。 

 

觀察結果:  

樹葉 外型的形容 固定情況(/X) 

a 葉子平順且表面光滑 X 

b 葉子呈凹狀且表面光滑  

c 葉子呈凹狀且表面有毛 X 

       表 1：不同樹葉與「金絲貓」用絲固定的情況 

 

描述及解釋實驗結果： 

   只有樹葉 b 被「金絲貓」用絲固定在透明膠盒底部。我們更發現，只有樹葉 b 及 c 中的「金絲貓」

藏身於葉子凹狀部分與透明膠盒間的空隙，這是因為「金絲貓」不喜歡在光線充足的環境生活(Lim, M.L. 

ad Li, D. 2006)。 

 

結論： 

   「金絲貓」喜歡藏身在凹狀的葉子裡，並且會把表面光滑的樹葉用絲固定(詹肇泰，2007)，但「金

絲貓」不會用絲固定表面有毛的樹葉。以上的習性正與以蘆兜葉製作「貓籠」的特性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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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1B：進食 

 

實驗目的：探究體型大於「金絲貓」的幼蜢是否影響「金絲貓」的捕食 

自變項：  不同體型的幼蜢 

應變項：  幼蜢是否被吸乾及腹部汁液是否減少 

控制變項：使用相同大小的透明膠盒 

(主要)     使用相同種類及大小的葉子呈凹狀且表面光滑(研究 1A 的結論) 

假設：    使用「金絲貓」的歲數、身體狀態和身形相同 

          幼蜢不是自然死亡 

 

實驗材料：幼蜢、透明膠盒、錐子、蒸餾水 

實驗步驟:  

1. 我們先粗略鑒定不同體型的幼蜢，分別是體型大於「金絲貓」的 

    幼蜢、體型小於「金絲貓」的幼蜢及將體型大於「金絲貓」的幼 

    蜢肢解為細份。 

2. 在各「金絲貓」透明膠盒內放入呈凹狀且表面光滑的葉子及其「金    

    絲貓」。 

3. 然後將幼蜢分別放在盛有三天沒進食的「金絲貓」的透明膠盒內。 

4. 滴一滴同等分量的蒸餾水在各「金絲貓」籠中的葉面上，以提供足 

    夠的水給「金絲貓」。                                         將大型幼蜢肢解並放在葉上 

5. 待三天後，觀察及記錄幼蜢是否被吸乾。 

                                                             

觀察結果: 

幼蜢類型 幼蜢是否被吸乾(/X) 腹部汁液是否減少 

體型大於「金絲貓」的幼蜢 X X 

體型大於「金絲貓」的幼蜢原隻

肢解為各細部分 

  

體型細於「金絲貓」的幼蜢   

                   表 2：「金絲貓」對不同幼蜢類型的進食情況 

描述及解釋實驗結果： 

   根據我們觀察所得，「金絲貓」不會捕食體型大於牠的幼蜢。但對

於體型小於「金絲貓」及肢解後的幼蜢，「金絲貓」會向活幼蜢及肢體

吐絲，然後只吸啜該幼蜢腹部的汁液而非進食其身體部位，並且將捕

捉到的幼蜢及肢體帶回自己居所，吸啜汁液直至幼蜢的屍骸乾涸為

止。以上行為可能是因為「金絲貓」對體型較大的生物，會變得較膽

小(Wu, K.Y. 1998)。 

                                                            「金絲貓」將幼蜢肢體帶回居所 

結論： 

   如果幼蜢的體型大於「金絲貓」，「金絲貓」便不會捕食該幼蜢。但如果將體型大於「金絲貓」的

幼蜢原隻肢解為各細份，牠們如常吸食汁液幼蜢的屍骸乾涸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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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1C： 進入「貓籠」及打鬥行為模式 

實驗目的：尋找「金絲貓」需最少次數跳躍才進入「貓籠」 

自變項：  跳躍次數 

應變項：  成功進入「貓籠」 

控制變項：手指的距離 

(主要)      

假設：    使用「金絲貓」的歲數、身體狀態和身形相同 

 

實驗材料：「貓籠」、間尺 

實驗步驟:  

1. 先將「金絲貓」放在手指尾上，並打開「貓籠」，觀察是否成功進入「貓籠」。 

2. 如「金絲貓」不進入「貓籠」，讓牠再跳躍至另一手指，再觀察是否成功進入「貓籠」。 

3. 重覆以上步驟，直至「金絲貓」成功進入「貓籠」。 

4. 統計及記錄成功進入「貓籠」的跳躍次數。 

5. 使用其他兩組「金絲貓」，重覆以上步驟，找出要使牠們入籠所需最少跳躍次數。 

 

觀察結果: 

  跳躍次數 

  1 2 3 4 5 6 7 

a X X      

b X       

跳蛛 

c X X      

表 3：「金絲貓」跳躍次數與成功進入「貓籠」的關係 

 代表進入「貓籠」 

X 代表不進入「貓籠」 

 

  

 

 

 

 

 

 

 

 

 

 

 

 

 

1

3

4 

2

不肯入籠 

最少跳躍 4 次才入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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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及解釋實驗結果： 

   因為「金絲貓」的跳躍是爲了預備捕獵和逃避敵人，從而提高生存機會，所以「金絲貓」放在手

上後，「金絲貓」會主動地在手指間跳躍，直至跳躍特定次數後，「金絲貓」停止跳躍，靜站在手上，

並成功入「貓籠」。由此推測，「金絲貓」跳躍是因為牠在人的手上受驚而試圖用跳躍而逃離危險的地

方(詹肇泰，2007)  ，但當牠發現手上安全時，便停止跳躍並選擇跳進更陰暗的「貓籠」。 

 

結論： 

「金絲貓」需跳躍最少 4 次才成功進入「貓籠」。 

 

進一步研究： 

觀察入籠方式對打鬥習性的影響 

1. 在兩「金絲貓」沒有跳躍的情況下，先將其一「金絲貓」強迫進入「貓籠」，然後將另一「金絲 

    貓」也同樣強迫進入同一「貓籠」。 

2. 打開「貓籠」，觀察並記錄其出現的打鬥習性。 

3. 重覆以上實驗，但是次的兩「金絲貓」（在不強迫的情況下）需跳躍後才進入。 

 

觀察結果：； 

   打鬥後勝利的「金絲貓」會留在「貓籠」上，而輸掉的「金絲貓」會爬走或跳離勝利的「金絲貓」。 

 

結論： 

  「金絲貓」需經跳躍才會進行打鬥，「金絲貓」沒經跳躍不會進行打鬥。「金絲貓」會因打鬥輸掉後

而爬走或跳離勝利的「金絲貓」(李天賜、劉天均，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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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 
考察 1：以下天氣、總日照及溫度是根據香港天文台資料提供(香港天文台，2012) 

日期及時間 14/1(六), 1:00-5:00PM 

地點 五桂山(衛奕信徑第三段) 

天氣 天陰 

總日照(小時) 0 

最高溫度(℃) 18.9 溫度 

(天文台) 最低溫度(℃) 16 

路線地圖（藍色）： 

 

集體相片： 

 

活動相片： 

 
 

註：是次考察有機會捕捉一跳蛛，但因錯誤鑑別為螞蟻而沒有捕捉。 

    加上天氣寒冷，尋找跳蛛的機會很微。 

 

 

 

 

考察 2：以下天氣、總日照及溫度是根據香港天文台資料提供(香港天文台，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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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時間 12/2(日), 1:00-5:00PM 

地點 炮台山(衛奕信徑第三段) 

天氣 天陰 

總日照(小時) 3 

最高溫度(℃) 19.7 溫度 

(天文台) 最低溫度(℃) 14.0 

路線地圖（紅色）： 

 

集體相片：  

活動相片： 

 

  

註：捕捉 8 隻體型較大「細齒方胸蛛」，其中 6 隻體型差不多可作研究使用，減少誤差。 

 

考察 3：以下天氣、總日照及溫度是根據香港天文台資料提供(香港天文台，2012) 

日期及時間 24/3(六), 1:00-5:00PM 

地點 炮台山(衛奕信徑第三段) 

天氣 天陰 

總日照(小時) 9.8 

最高溫度(℃) 21.6 溫度 

 最低溫度(℃) 14.1 

路線地圖（紅色）： 

 

活動相片：    艷蛛屬 Epocilla sp.1 

   

註：被尋找到的跳蛛體型較少，而且捕捉到新種的跳蛛，捕捉後帶回生物實驗室觀察其打鬥，牠們經 

    跳躍後不打鬥。由於我們的實驗已經完結，所以我們只捕捉一至兩隻跳蛛回生物實驗室作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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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 ：光、暗環境是否影響「金絲貓」的打鬥勝 

         負及其習性 
實驗目的： 光、暗環境是否影響跳虎的打鬥勝負及其習性 

自變項：   光及暗環境 

應變項：   打鬥勝負及其出現打鬥習性 I、II、III 的次數： 

           P.S.  跳珠打鬥習性(Lim, M.L. ad Li, D. 2006)： 

I 打鬥前腹部會側向一方 

II 打鬥前身體左右移動 

III 打鬥時腹部上下攞動 

控制變項：使用相同大小的透明膠盒 

(主要)     使用相同種類及大小的葉子呈凹狀且表面光滑 

          實驗前跳珠有足夠的食物和水源 

假設：    使用跳珠的歲數、身體狀態和身形相同 

          跳蛛所在的環境中，除光度因素外，其它的環境因素如温度需相同 

          上一場比賽的輸贏不會影響跳蛛的心理素質，從而影響打鬥勝負。 

          跳蛛在七天已經適應新的居住環境 

 

實驗材料：透明膠盒連蓋、黑膠袋、時間插頭、錐子、桌燈、水箱、溫度計、「貓籠」 

實驗步驟:  

1. 先將 6 盒透明膠盒標籤為 A-F，將同等分量的食物、水及葉子（相同種類、大小，呈凹狀且表面 

    光滑）放進透明膠盒裡。 

2. 用錐子在透明膠盒蓋上鑽 10 個小孔，然後蓋上透明膠盒上，並將透明膠盒標籤為 A-F。 

3. 隨機將 6 隻「金絲貓」放進已有標示的透明膠盒。然後隨機抽取 3 盒為組別「一」及組別「二」。 

4. 取出組別「一」的「金絲貓」透明膠盒放置在大膠籃裡，然後用黑膠袋全包阻隔外來光，並在黑 

    膠袋旁用錐子鑽多個小孔讓「金絲貓」有足夠空氣呼吸。如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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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外組別「二」的「金絲貓」透明膠盒放置在大膠籃裡，然後用黑膠袋把整個大膠籃包著以阻隔 

    外來光，但餘下一側放置一個盛滿水的水箱，在水箱旁放置裝上時間插頭開關時間(06：00 至 18： 

    00)的桌燈模擬正常光日照 12 小時照射各透明膠盒。如圖下： 

 
6. 利用溫度計量度室溫及大膠籃裡在桌燈照射下的溫度，調較桌燈照射距離直至大膠籃裡的溫度與 

    室溫相同。 

7. 開始放置七天以待「金絲貓」適應環境，並每隔兩天餵養足夠食物和水份。 

8. 放置 8 天時，先讓組別「一」的「金絲貓」經最少 4 次跳躍後成功入「貓籠」，然後將組別「二」 

    的每一隻「金絲貓」經 4 次跳躍後成功入「貓籠」。 

9. 當組別「二」的「金絲貓」進入「貓籠」後，馬上開「貓籠」，觀察其打鬥習性 I、II、III 的出現 

    及勝利場數。 

10. 重覆步驟 8 同 9，直至所有「金絲貓」對戰完結後，再餵養其足夠食物和水份。 

11. 於實驗開始第十天及十二天重覆以上步驟 8 至 10。  

12. 直至第十五天，重覆實驗步驟 3 至 10，但是需將原本組別「一」及「二」分別互相對換環境。即 

    組別「一」放置光的環境，組別「二」放置暗的環境。 

13. 最後利用實驗數據，繪畫出 

「金絲貓」在光、暗環境處理下組別「一」及「二」首場次 1-3 至尾場次 4-6 

(1)勝利場數百分比及; 

(2)打鬥習性 I、II、III 的變化。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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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兩組「金絲貓」在光、暗環境處理下勝利場數百分比 

       

 

 

表 5：組別「一」及「二」的「金絲貓」在光、暗環境處理下各場數的打鬥習性 I 的變化 

 

 

 

 

光、暗處理交換及適應 7 天

暗 
光

光 

暗

光、暗處理交換及適應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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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組別「一」及「二」的「金絲貓」在光、暗環境處理下各場數的打鬥習性 II 的變化 

 

 

 

表 7：組別「一」及「二」的「金絲貓」在光、暗環境處理下各場數的打鬥習性 III 的變化 

 

 

 

 

 

 

光、暗處理交換及適應 7 天 

暗 

暗

光

暗

光

光 

暗

光、暗處理交換及適應 7 天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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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及解釋實驗結果： 
   從表 4 的實驗結果中可見，「金絲貓」在首次場 1-3 及尾次場 4-6 得勝率及打鬥習性 I、II、III 隨著

生活在陰暗環境中的時間增長而持續上升，而且縱使組別一的「金絲貓」在首次場 1-3 生活在陰暗環

境，但牠們當在尾次場 4-6 轉變在陰暗環境下生活，其得勝率及打鬥習性 I 和 III 大幅下降。由此可見，

我們可以作出推論：生活在陰暗環境下「金絲貓」的打鬥習性出現次數提高，從而幫助牠們戰勝對手。 

 

   由於「金絲貓」是夜行動物(Wu, K.Y. 1998)，牠們喜歡在陰暗的環境中生活(研究 1A---表 1)，而不

會選擇在太光的環境定居(Lim, M.L. ad Li, D. 2006)，因此陰暗的環境比光的環境更合適「金絲貓」生

活。 

 

   相反，光的環境並不適合「金絲貓」生活，牠們的眼睛可能會受到強光刺激而影響視覺功能(Lim, M.L. 

ad Li, D. 2006)，或因光的滋擾而影響牠們的日常生活習性(Lim, M.L. ad Li, D. 2006)。  

同樣，從表 4 的結果中可見，把兩組「金絲貓」的生活環境交換後，生活在黑暗環境的「金絲貓」的

得勝率較生活在有光環境的「金絲貓」多及隨著時間持續上升。由此可見，即使生活在有光環境的「金

絲貓」在打鬥時的表現較差，但牠們生活在黑暗環境一段時間後，牠們的習性可能回復至合適的狀態。

因此牠們與生活在有光環境的「金絲貓」打鬥時，表現較佳(表 4)，因此我們推論暗的環境能提升「金

絲貓」打鬥得勝率。 

 

   從表 5、6 和 7 的結果中可見，生活在黑暗環境中的「金絲貓」與生活在光亮環境中的「金絲貓」

打鬥時，前者打鬥習性出現的次數較後者多，而前者打鬥習性出現的次數也隨著打鬥次數增加而上

升。由於陰暗的環境合適「金絲貓」生活(Wu, K.Y. 1998)，牠們遇到其他「金絲貓」時會提高警覺性

(Wu, K.Y. 1998)，防止其他「金絲貓」入侵牠們的巢穴，因此牠們會做出更多警覺性的動作，在打鬥

前彎尾，並在打鬥時做出更多攻擊動作，例如上下振動腹部，以加強力量和釋放更大能量，以提升得

勝的機會(Lim, M.L. ad Li, D. 2006)。 

實驗誤差： 
   由於在實驗使用的 6 隻樣本「金絲貓」是郊外捕捉，所以我們不肯定所有「金絲貓」都是否同一

歲數、身體狀態相同。我們只是主觀地觀察其 6 隻體型相同，並無客觀的方法量度以上考慮的因素是

否相同，對應變項的量度有所影響。 

 

   在這研究 2 的實驗中，我們是難於在學校實驗室設計一個光強度與溫度分開的環境。而且環境因

素變化不定，加上可能有一些控制變項或假設我們在設計實驗中沒有考慮，例如上一場比賽的輸贏會

不會受「金絲貓」的心理素質影響？或者在組別一及二互相交換光、暗環境處理時，各組別的「金絲

貓」只利用七天適應新的轉變是否足夠？所以最終作出的結論並不可信。 

 

   加上我們做實驗作出的結論可能只針對實驗中的 6 隻「金絲貓」，但我們不能引用此結論在同種或

其他種的跳蛛，我們作出的結論並未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打鬥習性 II 難於作出有效的結論。因為光暗環境未必會影響其打鬥習性，又或者在我們的實驗中

樣本「金絲貓」數目太少，這導致實驗結果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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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局限及改良實驗建議： 
   實驗樣本「金絲貓」數目(6 隻)太少，令到我們的結論於普遍性和必然性方面或有不足，最後實驗

結果未能普遍地反映「金絲貓」在光暗環境中表現的真實情況。所以我們需增加樣本「金絲貓」的數

目至 1000 隻或更多，或許應需嘗試其他的跳蛛物種，看看其結論是否可用於其他跳蛛上。但鑑於保

育問題，我們不太建議捕捉過量的「金絲貓」，或需在實驗完成後把牠們回歸大自然。 

 

   由於比賽考察時間在冬天進行，我們難於搜集「金絲貓」（尤其是雄性物種「篤」只可在 8 月至 11

月找到）。這導致在選擇探究問題時，局限了探究的方向。所以我們會在暑假期間作進一步的研究，

尋找其他可能的因素，例如溫度是否會影響其打鬥得勝率及其習性，提高對探究問題的了解及全面性。 

 

   此外，在研究中有許多意不到的事出現。例如是次研究期間，「金絲貓」在樹葉凹狀位置產下卵，

我們不知道懷孕生產會否對「金絲貓」的行為有影響。建議於夏秋季(Wu, K.Y. 1998)進行實驗，避免

因牠們懷孕生產造成誤差。 

 

   是次研究只是探究光因素對「金絲貓」打鬥得勝率及其習性影響。但是我們也可以再進一步探究

光強度、紫外線(Lim, M.L. ad Li, D. 2006)等對「金絲貓」打鬥得勝率及其習性影響。 

 

結論： 
   在假設和控制變項中所提出的條件成立的情況下，「金絲貓」生活在較陰暗的環境會提升牠們打鬥

得勝率及增加打鬥習性出現頻率，這對提升牠們在野外環境的求生能力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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