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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紋細蟌 (蜻蛉目:細蟌科) 的形態與生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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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瞭解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Rambur, 1842)) 基礎生物學，本研究

以實驗室飼養方式，完成生活史、體色型、行為觀察等初步描述，並比較野外族群的
體色型比率。結果顯示，在常溫飼育下，卵期 6.0 ± 2.5 天，卵期與稚蟲期合計 44.4 ±
10.5 天，雄蟲成蟲期 15.6 ± 6.9 天，雌蟲成蟲期 15.9 ± 7.0 天，完成 1 世代約 66.0 ±
19.9 天。在體色型方面，初羽化雄成蟲體色型僅 1 藍綠色型，初羽化雌成蟲則有 4
體色型，包括雌橘型：雌綠型：雄綠型：雄藍型等。在實驗室飼養或野外調查結果，
上述雌成蟲 4 體色型比例，經卡方符合性檢定 χ2 值各為 6.51 及 4.55，皆符合 9 : 3 : 3 :
1 (p> 0.05, df = 3)。換言之，雌成蟲以雌橘型最普遍，雌綠型與雄綠型次之，雄藍型
最少見。
關鍵詞：青紋細蟌、體色、形態、生活史。

前

言

應性較大，無論是天然或人工水域環境皆可成
其棲地，因此是台灣很常見的豆娘之一

屬於蜻蛉目均翅亞目細蟌科之青紋細蟌

(Chang,

2003;

Chung,

2006;

Huang,

(Ischnura senegalensis (Rambur, 1842)) 分

2013)。特別是青紋細蟌雌成蟲具有體色多型

布於亞洲至非洲之廣大區域，並且為台灣

性，其多型性維持與行為生態等，頗受學界關

1000 m 以 下 地 區 廣 泛 分 布 之 豆 娘 種 類

注 (Li and Hsiao, 2008; Takahashi and

(Lieftinck et al., 1984)。成蟲主要出現月份為

Watanabe, 2010; Takahashi et al., 2011,

3~12 月，棲地環境為池塘、水田或沼澤等溼

2012; Sawada et al., 2014)。本研究以實驗室

地 環 境 (Chang and Wang, 1997; Wang,

飼養方式，描述卵期、稚蟲期、成蟲期等各生

2000; Tsou, 2006)。由於青紋細蟌對於環境適

活期形態及發育等，並選定雲林縣口湖鄉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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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成龍溼地地理位置圖：(a) 雲林縣；(b) 口湖鄉；(c) 成龍溼地。
Fig. 1.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Chenlong wetland: (a) Yunlin County; (b) Kouhu Town; (c) Chenlong wetland.

溼地，調查野外族群之雌成蟲體色多型。

草澤，面積約 100 公頃。由於該地為草澤溼地
又處沿海地帶，並無較高大的木本植物。主要

材料與方法

草本植物為大花咸豐草 (Bidens chilensis)、
蘆葦

(Phragmites communis) 、 巴 拉 草

一、室內實驗

(Brachiaria mutica) 、 扁 穗 莎 草 (Cyperus

1. 試驗蟲源

compressus)、碎米莎草 (Cyperus iria) 等，

成 龍 溼 地 位 於 雲 林 縣 口 湖 鄉 (120°09’

其中又以莎草科植物最為優勢。本實驗自莎草

54”E、23°33’31”N) (圖一)，為雨水及漲潮時

科植物及開闊水域逢機採集青紋細蟌 30 隻，

由北港溪口經牛挑灣大排匯入而成的淡鹹水

攜回放入模擬生態箱 (100 × 60 × 120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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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模擬生態簡設置圖。
Fig. 2. Sketch of the simulated ecological cage.

中飼養 (圖二)，作為後續實驗蟲源。蟲源不足

地，生態箱底部右側種植成龍溼地移植來的扁

時，需自成龍溼地採回青紋細蟌成蟲補充。

穗莎草，左側則保留約 50 × 50 cm2 開闊空

2. 模擬生態箱設置

間。底土與植栽設置後，注入 10 cm 深的自來

野外觀察發現青紋細蟌單次飛行距離少

水，並連續曝氣 7 天除氯。為提供成蟲食料，

於 1 m，故設計 5 mm 厚之透明壓克力板所組

模擬生態箱每 3 天釋入以香蕉飼養的果蠅成蟲

3

成長寬高為 100 × 60 × 60 cm 的模擬生態

150 隻，每週並補充由成龍溼地所採獲的葉

箱，上半部以鐵棒架高 60 cm 並覆蓋網目 1

蟬、蚊蠅等小型昆蟲，豐富食餌類別。

mm 的白色紗網供給成蟲飛行空間 (圖二)，模

3. 卵期與成蟲產卵習性觀察

3

擬生態箱容積為 100 × 60 × 120 cm 的長方

由於扁穗莎草的莖葉較為柔軟，可作為青

體。在高度 1 cm 及 20 cm 處各鑽一個直徑 0.5

紋細蟌產卵的基質。因此，在模擬生態箱內供

cm 小洞，作為更換水及調節水量之用。模擬

試蟲源中，逢機選取雌成蟲產於扁穗莎草植株

生態箱鋪設底土 10 cm 高，底土採自成龍溼

內 之 蟲 卵 20 粒 ， 置 於 顯 微 鏡 (ZE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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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V8) 下觀察測量其長寬。其次，為

相機 (Nikon D70s + Nikkor AF-S 55-200

瞭解青紋細蟌產卵習性，另設產卵觀察用飼養

mm) 拍攝存檔，總計紀錄 283 隻成蟲體色發

3

箱 (50 × 50 × 100 cm )。此飼養箱鋪上約 5

育變化。

cm 高土壤 (也是取自成龍溼地)，水約 15 cm
深，取約 30 cm 長之莎草莖幹部插入土中，供

二、野外調查

雌成蟲產卵用。將當日交尾中的個體，成對飼

1. 雌蟲體色型調查

養於上述自製飼養箱內，俟雌成蟲產卵後，每

2006 年 11 月至 12 月間，於成龍溼地草

日記錄所產卵數與卵粒排列方式。本試驗總計

澤處設置環繞溼地之固定調查穿越線一條，穿

進行 50 對成蟲試驗。另任取卵粒觀察孵化所

越線長度 80 m，每月進行 2 次調查，總計 4

需天數並計算其孵化率，其中 1338 粒蟲卵置

次調查。調查方式是在晴朗天氣早上 10 點至

o

於恆溫生長箱 (25 ± 1 C; 12L : 12D)，663 粒

12 點，以桿長 2 m、直徑 50 cm 的捕蟲網，

卵則置於室溫。

每 2 m 掃網 5 次的方式繞行成龍溼地一圈。自

4. 稚蟲期飼養觀察

掃網捕捉到的雌蟲個體先區分其色型，並於標

蟲卵孵化後仍以觀察用飼養箱 (50 × 50

記後就地釋回，此避免再捕捉之重複計數。

3

× 100 cm ) 飼養，並任取 20 隻末齡稚蟲，進
行形態描述與測量。將末齡稚蟲置於顯微鏡

結

果

(ZEISS Discovery V8) 下觀察描述，並以相
機拍攝 (Nikon D70s + Nikkor AF-S 55-200

一、室內觀察各發育期

mm) 存 檔 。 體 型 測 量 以 數 位 式 游 標 卡 尺

1. 卵形態、卵期、孵化率與產卵習性

(Mitutoyo caliper) 測量頭部前緣至腹部第十

卵圓柱狀，呈淺黃色半透明，受精孔所在

節末端之體長，以及兩複眼間距之頭寬。由於

的前極呈尖銳狀，顏色呈較深的橘黃色。卵長

在預備試驗中，單隻飼養稚蟲並無法成功飼

1.09~1.18 mm，平均 1.10 ± 0.02 mm (mean

育，因而改採集體飼養方式。即蒐集同一日所

± S.D., n = 20)；卵寬 0.16~0.22 mm，平均

產卵粒 226 粒置於稚蟲飼養箱 (50 × 50 ×

0.19 ± 0.02 mm。於室溫下處理 663 粒蟲卵有

3

100 cm )，每週供給取自成龍溼地的水 3 L，

437 粒卵孵化成功，孵化率 66%。卵期 3~7

內含有浮游生物、孑孓等小型水生動物以供取

天，平均 6.0 ± 2.5 天 (n = 437)。於 25 ± 1oC

食。紀錄卵期至羽化所需天數及羽化成功率。

下處理 1338 粒蟲卵有 776 粒卵孵化成功，卵

飼養期間同時拍攝稚蟲活動與羽化等行為。

孵化率 58%。卵期 5~22 天，平均 13.0 ± 5.3

5. 成蟲飼養觀察與體色發育

天 (n = 776)。

成蟲體型測量係由上述稚蟲飼養羽化成

雌、雄成蟲配對飼養以 50 對交尾後，有

蟲，各自逢機選取雌雄成蟲 20 隻，測量體長、

44 隻雌成蟲產卵，6 隻交尾後並未產下任何卵

腹長、後翅長，其中體長為頭部前緣至腹部第

粒。有產卵的雌成蟲平均產下 335 粒卵，卵粒

十節末端距離。體色發育變化觀察是將上述初

在草莖上呈數行階梯式排列，多沿著莖、葉的

羽化成蟲 (teneral adult) 加以標記，並以初

葉脈紋理產下 (圖三)。

羽化所呈現的體色，區分不同的色型。之後置
入模擬生態箱中飼養，每日觀察存活情形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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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草莖內的青紋細蟌卵。
Fig. 3. Eggs of Ischnura senegalensis in the stem of
the plant.

2. 稚蟲形態與稚蟲期習性
末齡稚蟲體長 14.11~15.02 mm，平均
14.66 ± 0.45 mm (n= 20) ( 圖 四 ) 。 頭 寬

圖四 青紋細蟌稚蟲。
Fig. 4. Nymph of Ischnura senegalensis.

3.05~3.22 mm，平均 3.14 ± 0.05 mm。於室
溫下，226 粒卵有 62 隻飼養至羽化，飼養成
功 率 27.4%。 由 卵 期 經 稚 蟲 期 至 羽 化 總 需
21~67 天，平均 44.4 ± 10.5 天 (n = 62)。

雌 成 蟲 體 長 30.85~32.04 mm ， 平 均
31.26 ± 0.52 mm (n = 20)；腹長 23.96~25.08

羽化觀察發現羽化位置約離水面約 15

mm ， 平 均 24.45 ± 0.42 mm ； 後 翅 長

cm 處，少數個體會在僅離水面 2~5 cm 或高

16.52~17.98 mm，平均 17.28 ± 0.58 mm，

於 25 cm 處，以三對足緊緊抓住草莖方式羽

體型大小與雄成蟲類似。依據初羽化成蟲合胸

化。羽化時，頭、胸、腹部脫離稚蟲體殼僅約

顏色判別，雌成蟲體色型是包括：雌橘型

需 5 分鐘，但將腹部及翅翼完全展開約需 30

(female-orange)、雌綠型 (female-green)、

分鐘。羽化後需經過數小時才能振翅飛行。

雄綠型 (male-green)、雄藍型 (male blue)

3. 成蟲形態與成蟲期習性

等四型 (圖五 b~e)。初羽化之雌橘型之合胸為

雄 成 蟲 體 長 31.05~32.12 mm ， 平 均

橘色，側面無條紋，背面有一黑帶。老熟時，

31.57 ± 0.45 mm (n = 20)；腹長 23.75~25.18

橘色部位轉成淺褐色，合胸並出現淺褐色條

mm ， 平 均 24.48 ± 0.62 mm ； 後 翅 長

紋。初羽化之雌綠型合胸為綠色，側面有黃綠

16.65~18.02 mm，平均 17.32 ± 0.67 mm。

色條紋。老熟時，色澤與雌橘型老熟時同為淺

雄成蟲複眼上半部黑色，下半部淺綠色。合胸

褐色。初羽化與老熟之雄綠型體色與雄成蟲相

底色綠色，老熟後呈青藍色。合胸前側方具一

同，合胸呈綠色，老熟時轉為青藍色。初羽化

條黑帶，其背方亦有一黑帶。腹部背板底色為

之雄藍型合胸為青藍色，側面具黑帶，背面亦

黑色，側板為黃綠色，第 8 及 9 腹節具水青色

有一條黑帶。老熟時，合胸部位亦轉為淺藍

斑紋 (圖五 a)。

色。人工飼養羽化之 283 隻雌成蟲，雌橘型：

青紋細蟌形態與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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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青紋細蟌成蟲體色：(a) 雄成蟲 (綠型)；(b) 雌橘型；(c) 雌綠型；(d) 雄綠型；(e) 雄藍型。
Fig. 5. Body colors of adult Ischnura senegalensis: (a) Male; (b) Orange female; (c) Green female; (d) Green
turquoise female; (e) Blue turquoise female.

雌綠型：雄綠型：雄藍型的數量分別為 169 :

= 84)。

2

49 : 57 : 8，經卡方符合性檢定 χ 值為 6.51，
符合 9 : 3 : 3 : 1 (p > 0.05, df = 3)。換言之，

二、野外調查

雌成蟲以雌橘型最普遍，雌綠型與雄綠型次

1. 雌成蟲體色型比例

之，雄藍型最少見。

2006 年 11 月至 12 月間，於野外調查標

羽化成蟲在人工飼養下，雄成蟲存活天

記雌成蟲 212 隻，按照體色型比例，雌橘型：

數 2~28 天，平均 15.6 ± 6.9 天 (n = 31)，雌

雌綠型：雄綠型：雄藍型的數量分別為 126 :

成蟲存活天數 1~32 天，平均 15.9 ± 7.0 天 (n

38 : 42 : 6，經卡方符合性檢定 χ2 值為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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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9 : 3 : 3 : 1 (p > 0.05, df = 3)。即野外調

性表現解釋 (Jahnson, 1964)，且屬於顯性之

查到的雌成蟲亦以雌橘型最多，雌綠型與雄綠

正常雌型通常為優勢色型 (Sanchez-Guillen

型次之，雄藍型罕見。

et al., 2011)。本研究無論室內飼養羽化或野外
標記，雌蟲體色型亦皆以同屬正常雌型之雌橘

討

論

型與雌綠型為多，推測青紋細蟌性成熟體色型
可能也有相同遺傳機制。其次，飼育過程中發

青紋細蟌卵期與稚蟲期棲息於水中，野外

現初羽化成蟲體色在羽化後就已經決定，因此

調查困難，實驗室養蟲可提供生活史等基本資

同為正常雌型之雌橘型與雌綠型，以及同為擬

料，作為野外調查結果之參考。本研究已完成

雄型之雄綠型與雄藍型，在初羽化期之體色遺

青紋細蟌由卵、稚蟲期至成蟲期飼養。雖然原

傳機制應與性成熟者不同。換言之，無論室內

先預定單隻幼期飼養，由於無法及時補充初期

飼養羽化或野外標記所呈現雌橘型、雌綠型、

幼蟲食餌，而改為粗放式的集體飼養。因初期

雄綠型、雄藍型之 9 : 3 : 3 : 1 比例，有可能受

幼蟲需攝食活餌，如水蚤 (water flea) 或豐年

到多基因座或多對偶基因等作用影響，仍待進

蝦 (Artemia salina) 等餌料生物，在人工飼

一步探究。

養前需飼養備好。其他如水溫、溶氧量等水質
條件與光週期等因子，亦需先行考量 (Tab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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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y and Life History of Ischnura senegalensis
(Odonata: Coenagrion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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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basic biology of Ischnura senegalensis (Rambur,
1842), including its life history under laboratory conditions, body color pattern,
behavior observations, and the ratio of female color types in the field. In the
laboratory rearing of Ischnura senegalensis, the egg stage was 6.0 ± 2.5 days,
egg and larval stage were 44.4 ± 10.5 days, male adult longevity was 15.6 ± 6.9
days, female adult longevity was 15.9 ± 7.0 days, and the life cycle was 66.0 ±
19.9 days, all at room temperature. The newly emerged male adults were all of
a blue turquoise to green turquoi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wly emerged
female adults showed four color types: orange, green, green turquoise and blue
turquoise. The above female color types were in an approx. ratio of 9 : 3 : 3 : 1
using the chi-square goodness-of-fit test for both the lab. raised (χ2 = 6.51, p >
0.05, df = 3) and field populations (χ2 = 4.55, p > 0.05, df = 3). In other words,
the orange female was the most abundant, followed by the green and green
turquoise females, while the blue turquoise female was uncommon.
Key words: Ischnura senegalensis, body color, morphology, life history

* Corresponding email: wfhsiao@mail.ncyu.edu.tw

青紋細蟌形態與生活史

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