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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過去數個世紀，隨世界各地的社會及經濟發展，自然生態環境正持續受到嚴峻的考驗。

生境地破壞、氣候轉變、環境污染、過度開發及外來物種等問題在各地引發各種的問題，亦

令物種滅絕的速率在過去數十年間持續上[2]，嚴重影響各地的生態平衡。 

其中外來物種所引發的問題在近年來日益在世界受到關注，隨著交通科技的發展及國際

間經濟的緊密合作，各種生物及相關貨品在有意或無意的情況下引入其他國家的情況正不斷

加劇。令外來物種成為近年來物種滅絕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而其引起的經濟損失亦每年達

數十億美元[2]。世界自然保育聯盟亦特別為外來物種成立專家小組，研發指引以減低外來物

種引發的生態危機[2]。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發達的國際交通網絡亦不少外來物種在有意或無意間引入本

港。在世界自然保育聯盟列出的 100種最壞外來物種名錄上，有不少物種亦在本港有所記錄，

如銀合歡、紅火蟻、薇金菊及福壽螺等[2]。是次研習我們小組特別選擇福壽螺作為的研究對

象，進一步了解這外來物種的生態特性，希望為其防治工作提供有用的基線資料。 

福壽螺原產南美洲中部，其後被引入世界各地作為食用物種及寵物飼養[1]
 
[6]。早於 1975

年福壽螺因其外形與東風螺相似，在東風螺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商人引入福壽螺代替東風螺。

[5]，但因味道及口感不合本地人的口味而被胡亂放生野外。台灣早已有研究指被放生的福壽

螺大量繁殖，然後大規模的在農田侵食農作物，導至農作物失收，且情況頗為嚴重。[5]
  

而香港也早於二十多年前，曾因相似的原因引入福壽螺這種外來物種，且有本地研究指

出福壽螺已於香港各生態系統擴散，嚴重影響本地生態平衡。 

在專題研習中，我們到過上水塱原觀察兩個水深和清澈度不一的水池並採集標本，其後

更得到香港濕地公園的允許，到園內進行考察及採集標本。我們依據環境的差異、福壽螺及

其卵之分佈狀況等推敲螺與環境的關係，再一步以香港氣候解釋牠們在每個季節的活躍度。 

我們透過實驗測試福壽螺在不同溫度、不同酸鹼度、不同水含氧度等環境因素下的活躍

程度和抵受能力。另外我們還找出牠們的嗜光程度和最適合福壽螺幼卵孵化之溫度。實驗中

的結果、討論、結論都將會為推論的最重要部分。除了一些試驗福壽螺適應力和繁殖力的實

驗外，我們亦參考本地農物所提供對付福壽螺的方法–研究牠們對石灰水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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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初產下的卵 

 

圖 2 在顯微鏡下的幼螺 (40x) 

 

圖 5 交配中的福壽螺 

福壽螺福壽螺福壽螺福壽螺及其卵的及其卵的及其卵的及其卵的觀察觀察觀察觀察 

外形外形外形外形：：：： 

卵：  剛產下的卵為粉紅色，外層附有透明粘液，每一卵塊由很多顆卵重疊

成葡萄串狀。由實驗二得知卵孵化前 3-4 天會變成灰色。 

         

幼螺： 透過實驗二孵化出來的幼卵來觀察，剛孵化的幼螺的殼既

薄又透明又易碎， 體內呈紅色或淡紅色 。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牙： 經過解剖後發現有牙齒狀的結構，這結構稱齒舌囊 

                    

圖 3 顯微鏡下的齒舌囊 (100x) 

 

吸氣管：在實驗的過程中發現福壽螺把管狀體伸出水面吸取空氣，這種結構又稱為水管。 

                    

 

 

 

 

 

                                     

圖 4 有一隻螺伸出水管吸取空氣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交配過程： 福壽螺交配時，雄螺會爬上雌螺的螺殼上，兩者會

緊緊地黏在一起，沈在水底或浮於水面當中。交配完之後會各自

分離。卵一般產在水面的雜草、樹幹、木條、牆壁乾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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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生境生境生境考察考察考察考察 

考察地點考察地點考察地點考察地點：：：： 

上水塱原、香港濕地公園 

 

上水塱原 

該處覆蓋著西洋菜田，所以形成了一個人工濕地，亦因為那裡田乃是私人地方，為了不

毀壞和干擾到別人的私人財產，選擇了農田旁邊的水池作考察點。因此，當天的考察沒有任

何限制，所以能夠花甚多時間考察各考察區的每一部分。這裡一共有兩個考察區。 

 

考察點一考察點一考察點一考察點一四周為農田，近池部份地方堆積了廢物。此池成三角形，池水混濁，見綠色，

相信是池底藻類植物的生長而致的(圖 7)。池面浮現米袋、水果網包裝、水樽等廢物。其中米

袋更成為不少蒼蠅聚居之地。池邊不規則地分佈着多個卵塊、水面邊見小量長 2 厘米-3 厘米

福壽螺幼螺、大螺不現於水面。 

 

 

 

 

 

 

 

圖 6 考察點一的生境 

考察點二考察點二考察點二考察點二位於農田的另一邊。其範圍屬河流的一部分，成長方形。一大樹樹幹橫跨兩岸，

粗根生長至池底和另一邊岸。池水明顯較考察區一清澈，而且不如考察區一的靜止(即水有流

動)。而池面大部分範圍被浮萍覆蓋。岸邊卵塊數目較多和密集，但甚難見到福壽螺。 

 

 

 

 

 

 

 

 

 

圖 7 考察點二的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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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考察點三) 

由於香港濕地公園曾招募義工清理福壽螺，所以得知那裡有螺患。因此特意去信濕地公

園申請到該處考察。由工作人員的帶領下到達園內一個蘆葦池，池邊被濃密蘆葦包圍，水深

及膝。於池面觀察不到福壽螺。由於考察時間已為閉館後及天氣情況惡劣，於時間緊迫下只

能收集少量樣本。 

 

圖 8 考察點三的生境 

考察點一和二同進行了以下量度： 

 量度 方法 

1. 考察區周界 以繩圍繞選取範圍，再以米尺量度繩的長度 

2. 池水深度 將米尺垂直插入水池，觸池底時觀察水面之刻度 

3. 福壽螺數量 以網收集整池的福壽螺 

4 卵與水面距離 將米尺放於池邊卵塊旁，零點拍近水面，然後紀錄卵塊之刻度 

5. 螺身長度 回實驗室後以尺量度所收集福壽螺之長度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考察點考察點考察點考察點一一一一 考察點考察點考察點考察點二二二二 考察點考察點考察點考察點三三三三 

周界 約 13 米 約 14 米 整個水池面積極大，因此未能準確量度周界 

水深 29 厘米 24.5 厘米 40 厘米 

福壽螺數量 100 隻 144 隻 
池中心水較深，因此只能收集岸邊之福壽螺。 

未能在此範圍紀錄全部福壽螺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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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卵與水面的距離表1 卵與水面的距離表1 卵與水面的距離表1 卵與水面的距離
051015202530
3540
0-5cm 6-10cm11-15cm16-20cm21-25cm26-30cm31-35cm36-40cm卵與水面的距離範圍

卵塊數目 考察點一考察點二
 

  註：考察點三池邊圍滿蘆葦，只有小量卵塊於蘆葦上，但由於未能進入蘆葦叢中而未能收

集及量度。 表2 福壽螺的平圴長度表2 福壽螺的平圴長度表2 福壽螺的平圴長度表2 福壽螺的平圴長度
012
345

考察點 一 考察點 二 考察點 三長度(厘米)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透過比較三個考察點的各數據，我們可以推論福壽螺的一些特性。 

首先，從觀察得知福壽螺需要陰暗、潮濕、離開水面一定高度的地方產卵。離水面產卵

可以避開捕獵者(如魚)的捕食，而陰暗的環境如植物的枝葉及莖部為卵塊也提供一個合適的

環境，因為它阻隔了陽光直接照射到卵塊和減低風雨對卵塊的破壞。再者，有研究指浸於水

達 6日或幼螺置於乾燥環境 3日以之卵塊存活率顯著下降[6]，所以產卵的位置需接近水面但

不能浸於水中。其中考察點一卵塊最密集的位置是岸邊植物的莖底(圖 9)；考察點二卵塊最密

集的位置是大樹浸在水的莖部(圖 10)。根據量度卵與水面距離的結果，顯示卵距離水面 10 厘

米-25 厘米是福壽螺排卵的主要高度，可能是最適合孵化卵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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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大部分的卵都集中於樹幹            圖 10卵在植物的莖底 

 

三次捕捉樣本都見得成熟福壽螺較喜愛生活於水深位置，但於實驗淺水盆環境也表現活

躍。此適應完全有賴兩獨特器官：鰓和水管。福壽螺在不同的情況下，靈活地輪流運用兩器

官，使其適應環境。 

再者，福壽螺適應力極強為其一大特點。除以上所提之交替呼吸器官外，還有其抵受污

染的能力。就算考察點一廢棄物更多，該地的螺比考察點二的大、數量亦更多。可見廢物污

染並非影響福壽螺生存之因素 

另外，相信福壽螺偏好止水過於流水。於考察點二，卵與福壽螺的數量成反比就正好解

釋此推論。就算卵塊多，孵化後可能被流水沖走或因不能抵受水流衝擊而死亡。 

相反，考察點一和考察點三完成靜止，福壽螺能安隱生存。 

從量度卵與水面距離的紀錄得知，卵主要距離水面 16 厘米至 25 厘米。從收集數據顯示，

此池大部分福壽螺的體型偏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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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福壽螺食性偏好實驗一：福壽螺食性偏好實驗一：福壽螺食性偏好實驗一：福壽螺食性偏好之之之之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透過放置福壽螺於不同的食物充裕環境內，研究福壽螺的食性偏好 

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 

培養皿 32個, 電子鎊, 食物(蘋果、菜葉、菜幹、蘿蔔、橙、豬肉、豬紅、梳打餅) 各 8克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1. 選 24 隻大小相約的福壽螺， 置於沒有食物的淺水池內一天 

2. 以電子天平量度培養皿的重量 

3. 量度 2克的切丁蘋果 

4. 加 10毫克水至樣本膠盆 

5. 紀錄培養皿(含蘋果和 10克水)之重量      

6. 以同樣方法預備另外 3個盛蘋果的培養皿(共四個) 

7. 以同樣方法為每種食物預備 4個培養皿                     

8. 分別將 24 隻福壽螺置於培養皿內 ，每組食物設一個欠福壽螺的培養皿作對照實驗 

9. 十小時後再次量度培養皿內含剩餘食物和水的重量，從而比較福壽螺食性偏好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表3 食物平均進食量表3 食物平均進食量表3 食物平均進食量表3 食物平均進食量
0.95 0.99 1.341.76

00.51
1.52

蘋果 菜葉碎 菜莖碎 蘿蔔丁平均進食量(克
)

 

註註註註：：：：橙、豬肉、豬紅、梳打餅培養皿內的福壽螺全部在實驗中途死亡，故結果未顯示在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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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實驗後培養皿內的水變得有黏性，懷疑是福壽螺的唾液和分泌物引致。水量的變化阻礙

顯示準確食物量轉變。另外，福壽螺進食後會在培養皿排便，因此根據實驗前後培養皿總重

量而計算的差別並未完全顯示食物量的轉變。為了減低誤差出現的機會，以幼針盡量除去糞

便(易於除走條狀物之餘亦不會改變水量)，最終仍能找出比較數據。 

此實驗應增加一個對照實驗，把一隻螺放在有 10毫升水但沒有食物的培養皿內，以消除

螺的分泌物和排泄物帶來的重量增加。 

另外，橙、豬肉、豬紅、梳打餅樣本膠盆內的福壽螺全部在實驗中途死亡，對於此弱點

可能有助發展無污染或生物可分解的殺螺方法。據台灣的一份畢業論文所說，福壽螺對動物

性蛋白質甚為喜愛[7]，與我們的實驗結果不符合，可能福壽螺因適應環境而改變對食物的喜

好。而橙有潛力發展為誘引劑來殺死福壽螺。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比較 4 種食物平均進食量，可見進食最多的為蘋果(0.176克/小時)。隨後的為蘿蔔(0.134

克/小時)、菜莖(0.099克/小時)、菜葉(0.095克/小時)。福壽螺喜歡進食蘋果，可是這並不代表

福壽螺抗拒另外食物。當中螺對於豬肉及豬血都呈活躍的反應，並大量進食，不過其後便死

亡了。觀察過程見得被置於各類食物的牠們都表現活躍，導致平均進食量差異的可能只是身

體機能有異。其實進行此實驗前也曾作過一簡化、短時間但試驗多類食物的實驗，發現福壽

螺對紅蟲、米飯也略有進食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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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實驗二：實驗二：實驗二：最適合最適合最適合最適合福壽螺孵化溫度福壽螺孵化溫度福壽螺孵化溫度福壽螺孵化溫度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 

根據台灣一份對福壽螺的研究，指出卵塊在 32℃下孵化的卵期為最短[6]。另外，在考察其

間，透過訪問當地農夫和香港濕地公園的職員，得知當天氣開始回暖，福壽螺便會變得活躍，

並且產下大量的卵塊。因此，進行了以下的實驗。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研究環境溫度影響孵化福壽螺卵的所需時間。 

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 

600ml燒杯 8個, 溫度計 8枝, 檯燈 6 台, 洗衣網 1個, 培養皿 8個, 錫紙 1卷, 卵塊 8 塊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1. 把洗衣網剪成 8個能覆蓋培養皿的小網 

2. 把那些小網固定地覆蓋於培養皿的上面 

3. 利用錫紙把燒杯包裹(圖 11) 

4. 把大少相若的卵塊放在培養皿的網上 

5. 在卵塊上噴水及盛滿水分於培養皿 

6. 將燒杯蓋在培養皿上 

7. 溫度計放進燒杯內 

8. 把 6盞檯燈圍著其中 4 隻燒杯 

9. 每日為卵塊噴水及加水於培養皿裡 

 

 

圖 12 已孵化之福壽螺卵塊 

 

 

圖 11利用錫紙把燒杯 

包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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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表4 平圴孵化日數表4 平圴孵化日數表4 平圴孵化日數表4 平圴孵化日數
01234
5678

16-22℃ 28-33℃
日數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實驗中的卵塊樣本是從考察區一及二中採集，並不知道確實的排卵的日子，而只能靠卵

塊的大小及色澤，選取最相似的 7 塊卵塊作為實驗品，並且假設這些實驗品是在同一日被排

出。換言之，卵塊在不同溫度下孵化的卵期未能透過此實驗驗證。不過，可以比較孵化的速

度。 

 另外，為了造成兩個溫度相差甚遠的環境來孵化，只能靠自然溫度及使用檯燈加熱，卵

塊不能在穩定的溫度下孵化。由於，實驗進行時的室溫都維持 16℃-21℃左右，而需要加熱的

實驗的溫度都維持於 28.5℃-32℃，兩者的溫度的變化不太大，而且兩個實驗的溫度都相差甚

遠。這樣都能達至實驗的最初設定。 

   綜合以上兩項限制，使本實驗出了小許誤差。實驗的第三日，處於較低溫度下孵化的卵

跟處於較高溫度下孵化的卵一同呈現灰色的外表，這表示兩組卵塊正準備孵出小螺。同時，

亦消除了因排卵日數不同而影響孵化的速度，因為此個過程仍受著溫度的影響，處於較高溫

的卵於第 5日孵化，而處於較低溫的卵則在第 7日才孵化，處於較高溫的卵孵化得較快。由

此證明，在暖和的天氣下，卵孵化的速度會加快。 

   若時間及資源允許，應先養殖大量福壽螺，好讓福壽螺大量繁殖，從此取其已知出生日

期的卵進行此實驗。或是增加實驗樣本數目，以減低誤差。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在和暖的天下是最適合福壽螺繁殖，因為孵化期會較快。由於香港位於亞熱帶地區，春、

夏的天氣不但溫暖，並且潮濕，因此香港的春天及夏天會是福壽螺交配及繁殖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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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最適合福壽螺生活之水實驗三：最適合福壽螺生活之水實驗三：最適合福壽螺生活之水實驗三：最適合福壽螺生活之水酸鹼度酸鹼度酸鹼度酸鹼度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研究最適合福壽螺生活之環境酸鹼度，並找出牠們在不適合的酸鹼度環境下生活的反

應。 

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 

燒杯 4 隻，水， 米醋， 氯化氫， 氫氧化鈉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甲部分 

1. 挑選 4 隻大 8 隻小的福壽螺。1 隻大 2 隻小一組 

2. 分別以 200毫升水稀釋 4毫升米醋、4毫升氫氯酸和 4毫升氫氧化鈉 

3. 另盛 200毫升水於第 4 個燒杯 

4. 以 p H 試紙測試 4種稀釋液體的 p H值 

5. 分別將 4組福壽螺放於四個不同酸鹼度的環境 

6. 觀察福壽螺的外觀和行為變化 

乙部分 

以 p H計檢驗從生境一和二取得的池水，找出池水酸鹼度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甲部分 

 

 

 

 

 

 

 

 

稀釋液體 酸鹼度 福壽螺的外觀和行為變化 

氫氯酸 2 1. 外殼邊逐漸出現小氣泡，有沙沙聲。 

2. 軟體部分立刻縮至最入，殼蓋亦隨即閉塞殼口 

3. 從外看可見殼呈半透明狀 

米醋 5 1. 軟體部分立刻縮至最入，殼蓋亦隨即閉塞殼口 

2. 從外看可見殼呈半透明狀 

水 7 1. 外殼沒有異樣 

氫氧化鈉 13 1. 軟體部分立刻縮至最入，殼蓋亦隨即閉塞殼口 

2. 從外看可見殼呈半透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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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分 

生境 一 二 

池水酸鹼度 6.80 7.15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甲部分實驗所使用化學物屬強酸和強鹼，實驗後部分福壽螺因組織受損而死亡。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綜合甲部分和乙部分的結果，可知福壽螺只能存活於一定細小的 p H 範圍環境內(p H 

6-7)，就算只是微酸或微鹼的環境(如稀釋了的米醋)，福壽螺也不能抵受。 

除外，實驗顯示了福壽螺的防衛系統–殼蓋會在環境有變化的時候閉塞殼口，避免因有害物

質進入身體或不能適應特變而失去生命。可是，殼蓋未能抵擋極端環境：就如強酸，會損壞

由碳酸鈣製成的外殼。 

 

實驗四：福實驗四：福實驗四：福實驗四：福壽螺壽螺壽螺壽螺對對對對水含氧水含氧水含氧水含氧量量量量抵受抵受抵受抵受之之之之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取得兩個考察點的水的溶氧含量 

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 

溶氧計 1個，考察點一的水，考察點二的水 

表5 溶氧量表5 溶氧量表5 溶氧量表5 溶氧量

7.30%
63.10%

0.0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
考察點一 考寮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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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從上表得知，考察點一的水含氧量非常低，而且考察點一的水相當混濁，呈深綠色，池

水混濁得不見池底，甚至傳來陣陣的臭味，但所發現的螺和卵的數目不比考察點二的遜色。

另外，考察點一的小螺大多都浮在水面，而考察點二的則浸在水中。福壽螺有肺/鰓組織，這

些組織位於一條稱為水管的身體結構裡，福壽螺把水管伸出水面吸取空氣中的氧氣，這樣反

映出它們對缺氧的水的適應力很強。 

相反，考察點二含有相對充足的氧氣。這裡的水清澈見底，而且水是流動的，再加上有

浮萍在這裡生長，可見這裡水沒有受到任何污染。另外，在考察點二內的一棵樹上發現了疑

似氣泵的裝置，再加上地上有很多膠管插進河裡，所以推測這裡有氣泵裝置，而導致考察點

二含有較高溶氧的原因。 

福壽螺是一種非常頑強的生物，就算是要在缺氧的或是混濁的水域中生活，也不成問題。

另外，亦因為福壽螺的適應能強，再加上在香港缺乏天敵，所以牠們對香港的農田和生態環

境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實驗五：福壽螺嗜光程度實驗五：福壽螺嗜光程度實驗五：福壽螺嗜光程度實驗五：福壽螺嗜光程度之之之之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由於在考察的過程中，發現福壽螺經常聚集於較為陰暗的地方，例如： 福壽螺會聚集於

樹蔭下；另外，福壽螺亦會靠近長有植物的岸邊生活。因此，推斷福壽螺不喜愛在陽光底下

生活，並進行以下的實驗。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研究福壽螺嗜光程度 

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 

福壽螺 9 隻，膠盤 (35 厘米 X 30 厘米 X15 厘米) 1個， 檯燈 1 台，錫紙 1卷，保鮮紙 1卷， 

針 1枝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1. 利用錫紙把不透光膠盤面的一半封妥 

2. 把水灌進膠盤內直至水的高度是盤的高度的 1/4 

3. 把 9 隻福壽螺一字排於盆之正中(圖 13) 

4. 用保鮮紙把剩餘的另一半的膠盤面封妥 

 

圖 13 把福壽螺排於盆之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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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把檯燈擺放在膠盤的右面，即包有保鮮紙的一面 

6. 在錫紙及保鮮上刺穿多個小孔以提供足夠氧氣給福壽螺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實驗進行一天後，所有福壽螺都聚集於蓋上錫紙的一面，並且在那邊的盤邊產下卵塊。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在實驗中，採用檯燈作為光源，所以本實驗除了「光」一個影響因素外，還有熱力的影

響。為減低檯燈發出的熱力對實驗的影響，檯燈與膠盤的距離被拉至最遠，所以膠盤內只會

吸收到小許的熱力。因此，必假設這個實驗的影響因素只有「光」，而沒有「熱」的因素存在。

這個實驗的光源可採用室內的光管，這樣便不會產生熱力，影響整個實驗。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在大自然中，福壽螺生活於較陰暗的環境，可能是因為為了避免獵食者發現及防止因脫

水而死。牠們的外殼呈黑色和深啡色，所以當牠們處於陰暗的環境，不會容易被其他生物發

現。 

實驗六：最適合福壽螺生活溫度實驗六：最適合福壽螺生活溫度實驗六：最適合福壽螺生活溫度實驗六：最適合福壽螺生活溫度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此實驗目標在於找出最適合福壽螺生活之溫度。 

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 

水盆 2個, 溫度計 2枝, 檯燈 6 台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1. 將 8 隻體型大小相約的福壽螺放於沒有食物的淺水盆內一天，使福壽螺處於饑餓狀態 

2. 分別於大小相同的甲盆與乙盆內加入約 400毫升水。甲盆加熱至 35℃，以檯燈射旁維持

溫度。乙盆維持自來水溫度(約 16℃) 

3. 分別量度兩份 3克蘋果(各份切成 20粒大小相約的小粒，以便福壽螺進食及數算)  

4. 將 4 隻福壽螺及一份 3克蘋果放進甲盆；另外 4 隻福壽螺及 3克蘋果放進乙盆 

5. 每半小時觀察福壽螺反應。數算兩盆內餘下蘋果小粒數量及於四小時後再次量度蘋果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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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表6 食物重量的減少表6 食物重量的減少表6 食物重量的減少表6 食物重量的減少1.68
0.1800.51

1.52
甲盆 乙盆食物重量減少(

克) 重量
 

表7 食物粒數目的減少表7 食物粒數目的減少表7 食物粒數目的減少表7 食物粒數目的減少10 30246
81012

甲盆 乙盆食物粒數目 粒數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甲盆只能以檯燈維持溫度。雖然如此，檯燈有效維持某溫度範圍(32℃-35℃)，同樣能夠

顯示福壽螺於不同環境 (溫暖與偏冷)下的反應差異。 

對於食物，還有另外兩個限制：浸水後的蘋果含水量增多，影響實驗後的量度結果；每

粒蘋果可能只是部分被吃，最後的點算並不能完全代表食量的多寡。兩種計算方法互相補足，

大致仍能顯示不同溫度環境的活動差別。 

食物盡可切成形狀大小和重量相同的顆粒，這樣兩盆蘋果浸水後所增加的重量，便會大

致一樣，造成公平的比較。另外，蘋果的大小會影響螺進食的速度，所以切成形狀大小相同

顆粒，便能減少因形狀大小而影響進食速度的因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在每小時一次的觀察裏可見甲盆內的福壽螺明顯比乙盆內的活躍，如爬行的速度較快、

進食蘋果的次數較頻密、交配的次數較多，加上進食速度明顯快一倍，可見福壽螺身體機能

較善適應溫暖環境。同時，數據與活動頻率解釋香港春，夏兩季之溫暖氣候為增加福壽螺存

活、生長、繁殖機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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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七：實驗七：實驗七：實驗七：福壽螺對石灰福壽螺對石灰福壽螺對石灰福壽螺對石灰水水水水反應反應反應反應之之之之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在考察的過程中，訪問了一個農夫。他提及會利用石灰殺死田裡的福壽螺，因此便對 

 此方面展開研究，研究福壽螺對石灰的反應。 

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儀器及其他：：：： 

石灰粉 30克, 600ml燒杯 3個, 電子磅 1個, 玻璃棒 1枝, 濾紙 2張, 漏斗 2個, 福壽螺 9 隻 

步步步步驟驟驟驟：：：： 

1. 用燒杯盛載 400ml的水 

2. 使用電子磅量度適當份量的石灰粉 

3. 把石灰粉分別倒進兩個燒杯 

4. 利用玻璃棒攪拌燒杯裡的石灰水 

5. 讓燒杯的石灰水靜止數，使未能溶解石灰沉澱 

6. 利用濾紙及漏斗把沒有溶解的石灰過濾(重複此步二至三次) 

7. 把三隻福壽螺放進每一個燒杯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此實驗應該加多數個不同濃度的石灰水來進行，測試不同濃度對福壽螺的影響。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當石灰水遇到螺殼便會產生反應，而冒出的白煙便是反應物。另外，在實驗可以看到螺

蓋緊緊閉合。因此，在鹼性的環境中，螺殼不但被溶化，而且不能離開鹼性的環境，這樣最

終導致牠們死亡。 

   分量 

時間 
2%的石灰水 1%的石灰水 水 

0 分鐘 1. 外殼邊冒出大量的白

色的煙霧 

2. 身體緊緊閉合於殼內 

1. 外殼邊冒出小量的白

色的煙霧 

2. 身體緊緊閉合於殼內 

1. 身體緊合狀態 

10 分鐘 1. 外殼邊冒出大量的白

色的煙霧 

2. 身體緊緊閉合於殼內 

1. 身體緊緊閉合於殼內 

 

1. 開始伸出部分的身體 

20 分鐘 1. 身體緊緊閉合於殼內 1. 身體緊緊閉合於殼內 1. 在燒杯內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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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根據以上多個實驗，得知福壽壽螺在 32℃-35℃時表現最活躍，反應較敏銳，估計此溫

度為最適合體內酶運作。同樣，若氣溫維持 30℃-35℃之間，幼卵孵化速度亦會相對較快。 

另外，福壽螺堅固硬殼雖能免受雀鳥動物的襲擊，但卻抵抗不到酸的化學作用，硬殼會被酸

溶化。除了有外在的保護外，福壽螺還一個防禦機制，那就是面對異常的物質，軟體部分的

肌肉立即收縮，好讓殼蓋完全閉合殼口。  

福壽螺的適應能力很強，對於低溶氧量的環境有一定的適應能力，全因為牠們擁有水管，

可通向水面吸氣。此外，福壽螺喜歡較暗的環境進行日常活動如進食、依附對方、交配等。

福壽螺是雜食性的動物，對大部份的食物都不抗拒，當中以最喜的蔬果是蘋果。除此之外，

對於豬肉及豬血都非常喜愛，不過，大量進食後不久便死了。 

從農民口中得知石灰能具殺死螺的能力，再加實驗的證明，石灰的確是有效的殺螺劑，

不過這種方法殺螺會影響水的酸鹼度，對農作物的收成和環境有一定的影響。雖然參考的論

文和資料未曾提及此法，但仍有參考價值。 

起初，引發本組同學鑽研「福壽螺」一題的，是接二連三的農產品失收事件。從沒想過

這細小生命有著這麼精妙的身體結構，也從沒想過福壽螺有這麼的驚人的威力。細小通常被

吃，牠們卻又熬過來… 

在人類的世界裏，小生命往往不受重視……直至感受牠/它們的威脅，人才懂得醒覺。人，

在埋怨福壽螺對自己的傷害時，有否想過自己的錯誤呢?是誰把福壽螺帶來這個沒有天敵的地

方？是進胡亂拋棄福壽螺？與其透過實驗找出滅絕牠們的方法，不如讓人好好反省自私吧。

人或許有權取天然資源作起居飲食、作發展；同時亦有責任保護大自然和尊重其他生物。「螺

災」正正教訓人勿為動物遷居，在新環境沒有天敵，而且香港春、夏兩季天氣和暖，正是牠

們生長和大量繁殖的好機會。倒頭來，人類只會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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