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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展構想說明書 
 

科展主題：換”屋”方程式—綠色細螯寄居蟹 Clibanarius virescens之生態與殼戰
研究 

一、研究動機 

經常到學校附近潮間帶玩耍的我們，常常看到寄居蟹揹著殼爬來爬去，模樣相當有
趣！上自然課時，老師跟我們介紹了寄居蟹，讓我們對於這個生物更加的好奇，覺
得”殼”既然對他們那麼重要，那會不會因為見到自己喜歡的殼而去與其他寄居蟹打
鬥？於是我們展開對寄居蟹一系列的調查，希望能透過研究，讓我們更認識這個有趣
生物。 

二、科展經費概算 

概算    

 

輔助項目 

經費概算 說明 

防滑雨鞋*6 2400(400*6) 潮間帶調查時穿著 

魚缸(1呎)*6 3600(600*6) 寄居蟹飼養與實驗魚缸 

魚缸(繁殖缸、隔離缸) 1200(400*3) 體外受精實驗 

不銹鋼多用途口杯

7cm/250ml 

600(120*5) 分離寄居蟹與殼 

手提式 100公尺皮尺 800 穿越線野外調查 

雜支(學生膳食) 1400 學生留校實驗餐點 

  合  計 10000  

 

三、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關於綠色細螯寄居蟹的生態調查：(1.在潮境潮間帶的分布狀況與 2.每個月的出

現狀況)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在潮間帶的分布狀況，以及每月的出現情形。 

◎材料方法：潮間帶穿越線調查。 

(一)綠色細螯寄居蟹生

物與生態相關研究 

(二)綠色細螯寄居蟹”

選殼”相關研究 

(三)綠色細螯寄居蟹”

殼戰”相關研究 

1.基本外觀；2.在潮間帶的

分布與每月出現狀況； 

3.繁殖季的調查； 4.抱卵行

為。 

1.殼形的改善及應用； 2.左

右旋試驗； 3.加重螺殼； 

4.人工殼與天然殼選殼； 5.

人工殼與天然殼殼戰。 

1.不同螺殼； 2.不同體型大

小； 3.不同殼內空間； 4.不

同數量； 5.裸蟹與有殼； 6.

不同種類間；7.商議性模式

換殼 

1.喜好的螺殼；2.螺殼

的重量； 

3.螺殼的完整性；4.螺

殼的大小。 

(四)利用 3D 列印技術，

更深入了解寄居蟹與殼

的關係 

換屋方程式 



 

 
◎每月進行穿越線調查 

   
◎綠色細螯數量最密集處           ◎進行綠色細螯與非綠色細熬分類清點 

(1)利用皮尺從高潮帶一顆明顯大石塊開始往低潮帶拉線，一直到退潮時裸露處，

共 45公尺，在 45m、35m、25m及 15m處分別採集 1m*1m範圍內的所有寄居蟹，清點

所有寄居蟹數量，並挑出綠色細螯寄居蟹，計算比例，並清點寄居的螺殼種類。 

(2) 每個月利用退潮時間，調查 1-2次。 

 (一) 關於綠色細螯寄居蟹的生態調查：(3.綠色細螯寄居蟹外觀與公母比例)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基本外觀及在潮間帶公母的比例 

◎材料方法：1.利用穿越線調查初步結果，在 25m 處的碎石與平台交接處的綠色細

螯數量最多，因此每月在這區域採集 2-4 個 50cm*50cm 方框，回研究室清點方框內

該種類數量、母蟹數量、公蟹數量以及分別在甚麼螺殼內。 

               
◎在最密集處以方框(50cm*50cm)採集樣本   ◎在殼內的綠色細螯寄居蟹(公) 



 

   
◎綠色細螯寄居蟹外觀(公)      ◎綠色細螯寄居蟹外觀(母) 

2. 因寄居蟹公母的分辨極為不易，必須讓牠們出殼，再看牠們的生殖孔，因此如何

讓他們快速離殼又不至於傷害牠們是非常具挑戰性的，從文獻上得知一些研究寄居

蟹者是利用火燒殼來趕牠們出來，雖然可行，但燃燒是越來越熱，一不小心就會燒

死牠們(施習德，1991)；之後我們有想到慢慢剪開螺塔，再用細迴紋針從塔頂趕牠

們出來，成功率很高，但會使殼破洞，且速度慢，有時數量上百隻，不容易完成； 

最後我們發現利用熱水燙殼搭配 8 個孔洞的洗手台橡膠塞是較可行的，一個熱水鋼

杯搭配一個橡膠塞子可以一次進行 8 隻，因為有橡膠隔開，寄居蟹爬出來不會立即

被熱水燙死，利用三組一起進行，可以利用比較短的時間將所有要調查的寄居蟹趕

出殼。 

  
◎參考文獻，用火燒殼來驅趕       ◎剪開螺塔，用迴紋針趕出 

            
◎用實驗用塑膠皿割洞，再以熱水燙  ◎利用水槽橡膠塞一次多隻來分離殼 

公的生殖孔 
(第五對胸足) 母的生殖孔 

(第三對胸足) 

 



 

        
  ◎方框採集回來，立即進行分離殼辨識公母 ◎利用透明器皿觀察生殖孔，辨識公母 

 (二) 關於綠色細螯寄居蟹”殼”的研究：換殼的時機與機制--喜好的螺殼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較喜歡那些螺殼 

◎材料方法：1.挑選在野外綠色細螯寄居蟹曾寄居過的螺殼六種(鐘螺、珠螺、蠑

螺、寶螺、蜑螺、海蜷)，放置於觀察盒一側，再將無殼的寄居蟹放在另一側，讓

牠自由挑選，為避免臨時寄居，因此我們會全程錄影，並進行兩天時間讓牠有機會

再碰到其它殼。 

 ◎綠色細螯自由選殼實驗                    

 (二) 關於綠色細螯寄居蟹”殼”的研究：換殼的時機與機制—殼的完整性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對有破損的螺殼是否有可能更換 

◎材料方法：1.利用之前收集的破殼，與同大小同螺形的完好殼放在一起，放入無

殼寄居蟹進行實驗。2.讓寄居蟹住進完好的小殼，再與破的大殼放在一起實驗。 

3.住在破的大殼的寄居蟹，再放入同大小的完好殼進行實驗。 

(二) 關於綠色細螯寄居蟹”殼”的研究：換殼的時機與機制—殼的大小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對有不同大小的螺殼是否有刻意挑選 

◎材料方法：1.選擇不同大小的相同螺殼 5 個，放在觀察盒一邊，讓沒有殼的寄居

蟹自行選擇，實驗維持兩天，讓牠有機會碰到每個殼，記錄每次更換狀況。 

2.更換不同大小的綠色細螯寄居蟹，記錄牠們寄居螺殼狀況。 

   
◎選擇相同螺殼不同大小進行實驗  ◎在放觀察盒一端讓寄居蟹自行挑選，長時間

鐘螺    蠑螺   珠螺    寶螺    蜑螺    海蜷 



 

攝影 

(二) 關於綠色細螯寄居蟹”殼”的研究：殼戰的實驗—同種類寄居蟹(不同螺殼)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是否會因不同螺殼需求而發生殼戰 

◎材料方法：1.選擇兩個大小相似但種類不同的螺殼進行殼戰實驗(16 組)(有鐘

螺、珠螺、蜑螺、蠑螺、骨螺)，將範圍縮小在觀察盒 1/3範圍，並進行錄影一天進

行觀察記錄。 

2.也進行同種螺殼間的殼戰實驗(6 組)，做為對照組，看是否相同螺殼間也會有殼

戰發生。 

   
◎綠色細螯寄居蟹在不同螺殼內的殼戰配對  ◎ 挑選適當的殼戰配對 

(二) 關於綠色細螯寄居蟹”殼”的研究：殼戰的實驗—同種類寄居蟹(不同大小)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是否會因體型大小不同而發生殼戰 

◎材料方法：1.將寄居蟹趕出螺殼，挑選兩隻大小不同的寄居蟹，讓牠們分別住進

大小接近且空間都充裕的同種螺殼，配對完進行殼戰實驗，錄影一天觀察。 

(二) 關於綠色細螯寄居蟹”殼”的研究：殼戰的實驗—同種類寄居蟹(不同空間)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是否會因殼內空間大小而發生殼戰 

◎材料方法：1.將寄居蟹趕出螺殼後，挑選大小相近的兩隻，讓牠們分別進到大小

不同的同種螺殼，使一隻空間擁擠，另一隻空間適中或充裕，配對殼戰實驗，錄影

觀察一天。 

(二) 關於綠色細螯寄居蟹”殼”的研究：殼戰的實驗—同種類寄居蟹(三隻的情況)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是否會因數量較多而發生殼戰 

◎材料方法：1.挑選大小相近的寄居蟹三隻(在相同螺殼)放在同一觀察盒進行實

驗，錄影觀察一天，看是否會有殼戰發生。 

2.也挑選不同螺殼三隻來進行實驗。 

(二) 關於綠色細螯寄居蟹”殼”的研究：殼戰的實驗—不同種類寄居蟹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與其它種類間是否會發生殼戰 

◎材料方法：1.採集與綠色細螯寄居蟹棲息區域相近的其它種類寄居蟹，包含光掌

硬殼寄居蟹、潛行細螯寄居蟹、矮小細螯寄居蟹及猶豫寄居蟹等，與綠色細螯進行

殼戰配對。 

(二) 關於綠色細螯寄居蟹”殼”的研究：殼戰的實驗—商議模式換殼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是否會在”雙方獲利”情況下協商換殼 

◎材料方法：1.讓一隻較大的寄居蟹住進小殼(空間擁擠)，另一隻較小的住進大殼

(負擔過重)，放入同一觀察盒，錄影觀察。 

2.讓一隻綠色細螯住進不常居住的寶螺螺殼，另一隻寬胸細螯寄居蟹(多半住在寶

螺或芋螺)住進珠螺，放入同一觀察盒，錄影觀察。 

鐘螺殼
殼 

珠螺殼
殼 

大小相近的寄居蟹 



 

(二) 關於綠色細螯寄居蟹”殼”的研究：3D列印殼的應用—重量的因素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對不同重量人工殼的接受狀況 

◎材料方法：1.量測天然殼重量，利用釣魚的鉛條(15cm、20cm、30cm)纏繞 3D人工

殼，改變重量，使人工殼與天然殼重量相近，接著在觀察盒中放入一加重人工殼、

另一未加重人工殼，讓寄居蟹進行選擇。共進行 9組樣本 

  
◎人工殼加重與不加重     ◎一次三組進行人工殼加重與不加重的選殼實驗 

(二) 關於綠色細螯寄居蟹”殼”的研究：3D列印殼的應用—左右旋是否有關係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對左右旋螺殼適應問題 

◎材料方法：1.潮間帶的螺殼大部分是右旋，綠色細螯寄居蟹也是右旋的型態，但

未確定是否真有影響，利用 3D列印的技術，製造出左旋的螺殼，放入一加重左旋人

工殼與一加重右旋人工殼到觀察盒內，再放一隻無殼綠色細螯寄居蟹進行選殼。 

 ◎嘗試設計不同型態殼形 

(二) 關於綠色細螯寄居蟹”殼”的研究：3D列印殼的應用—寄居蟹在殼內的行為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在殼內的不為人知的行為(如何探索殼內、殼戰) 

◎材料方法：1. 在確定牠們願意住進人工殼後，我們特別選用較接近透明的 3D 列

印材料，製作較為透明的人工殼，透過攝影觀察，綠色細螯寄居蟹如何進到殼內，

在殼內會有甚麼行為表現。 

2.利用兩隻住在透明人工殼的殼戰，記錄牠們在檢查、攻擊時，殼內的行為表現。 

   
◎透明人工殼方便觀察殼內行為      ◎進入後會縮到殼的最裡面 

(三) 關於綠色細螯生物相關研究：綠色細螯的繁殖--繁殖季調查 

不加重 加重 

寄居蟹 

15cm
鉛條 

20cm
鉛條 

30cm
鉛條 

人工殼 

仿鐘螺 

人工殼 

仿珠螺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一年中的繁殖季節 

◎材料方法：1.利用每個月方框採集，除了分析公母比例之外，我們也記錄母蟹中

護卵的比例，方框樣本數多時，採集兩個方框，冬天方框內的樣本數較少，採集四

個方框進行平均。 

  
◎進行分離殼與辨識、分類         ◎熱水讓一隻護卵的母蟹正離開殼 

(三) 關於綠色細螯生物相關研究：綠色細螯的繁殖—護卵行為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護卵行為。 

◎材料方法：1.透過野外採集樣本中有護卵的個體，分離殼之後，單獨飼養，每日

觀察、記錄卵的顏色等變化，直到孵化。 

  
◎正在護卵的母綠色細螯寄居蟹         ◎陸續孵化出來的幼小寄居蟹 

(三) 關於綠色細螯生物相關研究：綠色細螯的繁殖—體外受精實驗 

◎目的：想了解綠色細螯寄居蟹的繁殖行為(體外受精)。 

◎材料方法：1.購買一般魚類繁殖箱飼養無殼母蟹(無殼方便觀察卵的出現)，外圍

魚缸則放置公的寄居蟹，並依野外狀況分三組進行，有兩組是較大型的公寄居蟹與

無殼無卵母寄居蟹，另一組則是選擇在退潮時與大量母蟹聚集在石塊下的小型公蟹

(公母大小相近)，想了解隔著紗網是否能讓牠們產生體外受精。 

  
◎母蟹公蟹分開飼養           ◎ 不同大小公蟹的實驗 

四、結果與討論 

一、外觀上無相似種類，公母相似，須透過生殖孔位置判別，而母蟹比例超過八成。 

有殼公
寄居蟹 

無殼無卵
母寄居蟹 

 

大型公
寄居蟹 

大型公
寄居蟹 

小型公
寄居蟹 

公的 

母的 

母護卵 



 

二、一整年都可以見到，退潮主要躲藏在石塊下，二三月開始會在靠海低潮帶聚集。 

三、母蟹會把卵黏在腹肢上抱卵，約一個月孵化。 
四、繁殖期三~九月，夏季時抱卵比例可以超過八成。 
五、可居住的殼種很多，小體型多以海蜷類為主，中大型的則以珠螺、鐘螺為主。 
六、選殼時會依：1.喜好的螺殼；2.螺殼的重量；3.螺殼的完整性；4.螺殼的大小。 
七、發生殼戰主要有幾個條件同時存在：1.處在容易碰到彼此的環境；2.本身殼內空
間不足或有破損；3.體型比對方大；4.對方的殼是自己喜歡的。 
八、殼戰發生會有固定模式：檢查、口對口、撞擊、出殼(被攻擊者)、再檢查、換
殼、檢查原殼、被攻擊者進剩下的殼。 
九、殼戰發生在一開始碰面便發生，結束後或一開始沒發生，接下來也不會再發生。 
十、在雙方都獲利情況下，殼戰機率高，且殼戰後的換殼機率也很高。 
十一、透過 3D人工殼的運用，可協助進行觀察寄居蟹在殼內行為，但遇到天然殼，
有蠻高機率會與天然殼發生殼戰。 

十二、3D列印技術已可做出接近天然殼型態，但還是無法取代天然殼，因此不宜將海
邊螺殼帶走 

五、本科展結果可如何應用於海洋保育 

學校座落於海邊，學生也都是海邊長大的小孩，我們每年都會引導有興趣的學
生進行潮間帶生物相關探索與研究，透過種種實驗，學生們除了清楚瞭解這個生物

外，也更能體會天然螺殼對寄居蟹的重要性，進而成為潮間帶寄居蟹的守護者，推
動”讓天然螺殼回歸潮間帶"，使這些寄居蟹能有更多的選擇。 

六、預定完成期程（提醒您：需在申請年度起一年內完成） 
107年 6月至 108年 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