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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面天樹蛙是屬於一種長時間生殖的蛙類（張, 1989）。以本實

驗地區－基隆為例，一年中除了較低溫的十二月及一月外，其餘

時間幾乎都可聽見他們的叫聲迴盪在路旁樹叢坡地及山林間，可

見其一年四季幾乎都可進行生殖活動。面天樹蛙的卵粒構造很簡

單，卵黃膜（vitelline membrane）外就只包圍有二層卵鞘，內層膠

狀物質膠質層（gelatinous layer）及外層外卵鞘（outer capsule）。

此卵粒結構與同樣是產陸生蛙卵的維多利亞索蟾(Crinia 

Victoriana)及同屬的艾氏樹蛙（Chirixalus eiffingeri）卵粒結

構類似，都具有兩層卵鞘，但維多利亞索蟾和艾氏樹蛙的最外層

卵鞘具有很強的黏性，可緊緊將卵粒黏聚成團或緊連在竹筒壁

上；而面天樹蛙的外卵鞘在卵粒剛產出時稍具黏性，可黏著落葉

或吸附土壤包在外面，後來黏性就減弱而具有彈性，卵粒間並不

會緊緊黏附，所以面天樹蛙的卵粒常被形容成像粉圓一樣。 

     經由前人的研究發現：有些陸生蛙卵的水分平衡容易影響到

胚胎的生長發育。例如：前言中所述的卵齒蟾(Eleutherodactylus 

coqui)胚胎（Taigen et al., 1984）；另外與面天樹蛙同屬的艾

氏樹蛙(Chirixalus eiffingeri)，其產卵位置基質水份的多寡會

明顯影響到胚胎的生長與發育（Kam et al., 1998）。但在進行本

實驗時發現，面天樹蛙的胚胎發育幾乎很穩定，不容易受到水分



20

散失的影響：在水分散失過程中，其胚胎仍隨時間正常發育，甚

至可能會發育稍快(見圖三及附錄六、七)，只有水分散失幾近原

重量80%~90%的程度(即失水達胚胎50%致死率，見圖五及圖九)，

發育才暫止。而仍存活的個體在獲得水分後，又會繼續發育。這

可能是面天樹蛙胚胎在無親代照顧，又需面對環境乾燥壓力下所

發展出來的適應方式。另外一種適應的方法是胚胎發育的速度(見

圖二) 。面天樹蛙胚胎受精後快速發育，在25℃，36小時便可發

育至Gosner 15~16期。根據前人研究，兩生類胚胎發育的速度受

卵粒體積、發育溫度及生殖模式影響(Bradford, 1990)。在25℃，

同樣是陸生卵且卵粒體積相近的卵齒蟾(Eleutherodactylus 

coqui)胚胎，約需60小時發育至Gosner 15~16期(Townsend and 

Stewart, 1986)；在 22℃，同樣是陸生卵，體積約面天樹蛙卵粒

一半的Rhacophorus arboreus胚胎，約需52小時發育至Gosner 

15~16 期(Bradford, 1990)；在 17℃，卵粒體積相近艾氏樹蛙

（Chirixalus eiffingeri）胚胎，最快要120小時發育至Gosner 

15~16 期（Kam et al., 1998）。由此可知面天樹蛙胚胎的早期發

育速度較相近體積的陸生蛙卵胚胎發育快速。可能因為早期的胚

胎發育非常容易受到環境波動影響造成畸形或死亡，因此快速的

發育應可提高胚胎的存活率，降低環境對胚胎發育的影響。而面

天樹蛙晚期胚胎發育雖趨緩，但大約受精後五天，胚胎便有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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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能力，所以在實驗過程中，最快在受精後 4.5 天便有胚胎

孵化成蝌蚪，最慢胚胎在卵粒中可以持續將近 30 天以上(指水分

不缺時)。其孵化的時間並不是很固定，且會受到乾燥及水分獲得

的影響:成熟後的胚胎若一直培養在水中，會逐一在5~30天孵化。

但約有50%會在受精後10~15天孵化。可是胚胎若經過乾燥處理，

在致死前若重新獲得水分後，會有一下子孵化許多隻的現象。根

據Kuramoto等的研究也有類似情形(Kuramoto and Wang, 1987)，

並認為可能面天樹蛙的胚胎孵化會受到長期乾燥或長期泡在水中

的環境條件抑制，而只有在環境條件由乾燥轉為潮濕時才會促進

孵化。如此可說明了面天樹蛙的胚胎在陸地環境中，會選擇環境

由乾轉濕的情況下孵化(例如下大雨時水分淹過卵粒)以利於蝌蚪

的生存。 

另外，對於乾燥環境的忍受度方面，如前述，面天樹蛙的卵

粒可忍受失水達總重的80%以上。且面天樹蛙的晚期胚胎明顯的比

早期胚胎更能忍受環境的乾燥(見圖七及圖九) 。隨著胚胎發育，

胚胎及卵粒都有變大，但耐旱性卻增加。故同樣在R.H.80%的環境

下散失水分，第15期胚胎約20~24小時便已失水達胚胎50%致死

率，而第22期胚胎卻可忍受約30~34小時才失水達胚胎50%致死

率。晚期胚胎較早期胚胎能耐旱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早期胚胎構

造發育尚不完全，對水分的多寡較敏感；而晚期胚胎已幾近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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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水分的多寡對構造發育的影響便不大。這也可解釋前述面

天樹蛙胚胎發育較快的好處：較快發育完全，胚胎對環境乾燥的

耐受度越高，就可以忍受較差的環境較久，而不容易死亡。 

面天樹蛙產卵於陸地上，本以為其卵粒可能有防止水分蒸散

的功能，但由本實驗可發現：其卵粒結構似乎無法防止水分散失

(見圖五、六) ，其水分散失的速率與 Martin and Cooper(1972)

的研究相同--呈現高通透性。因此卵粒若暴露於空氣中，又未獲

得水份供給，初期的卵粒在8至24小時內便會乾死；而發育後期

的卵粒也撐不到數天－-若是潮濕的飽和蒸氣壓環境（R.H.100%）

下，大約只能活十天；R.H.90%時約可以活 4 天；R.H.80%時只能

活 2 天。可見其卵粒結構仍不能真正陸生。這點與維多利亞索蟾

(Crinia Victoriana)的卵粒研究相同(Martin and Cooper, 

1972)。但維多利亞索蟾的卵粒在R.H.58%的乾燥環境下仍可活約

40小時，推測可能因維多利亞索蟾的卵粒較大(直徑約6.2mm) ，

重量較重(平均單顆卵粒為0.13克) ，故可存活較久。 

面天樹蛙卵粒的外卵鞘阻擋水分散失的效果不好，但在同樣

環境下，有卵鞘的卵粒可以比沒有卵鞘的卵粒存活的較久。可能

卵鞘在此是扮演蓄水庫的功能。它可以將膠質層包住使其吸收大

量水分在胚胎外，當卵粒水分散失時，便可以先散失膠質層中的

水分，而不會影響胚胎的存活，等到膠質層的水分散失完了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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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卵黃膜內的水分。Martin(1972)研究維多利亞索蟾(Crinia 

Victoriana)的水分平衡時，發現也是如此情形。所以，若卵粒的

外卵鞘和膠質層越厚，卵粒的耐旱存活率就越高。若是如此，天

擇壓力應傾向於產出含厚卵鞘的卵，但其實不然，因為雌蛙產厚

卵鞘的卵會消耗較多的能量，那意味著可能會使總產卵數減少或

卵黃量降低，這些並不利於天擇。所以面天樹蛙的卵粒外卵鞘並

不會太厚。而且有趣的是，剛產下的卵粒膠質層和外卵鞘總厚度

大於卵黃膜直徑，但隨著胚胎發育，至 15期時二者已幾乎同樣厚

度；到了 26期胚胎時，卵黃膜直徑幾乎是膠質層和外卵鞘厚度的

兩倍(見圖一)。卵鞘會變薄，推測其可能是因隨著胚胎發育，卵粒

體積會增加，因而將卵鞘向外撐開之故。外卵鞘和膠質層不但變

薄，而且到後來外卵鞘還會有變白、纖維斷裂、破掉而使胚胎脫

出的現象發生。對於外卵鞘的破裂，Martin(1972)認為可能可以

使各卵粒的膠質層融合在一起，而降低與空氣接觸的表面積，進

而減少水分的散失。在本實驗中，乾燥的卵團也有發現到這種現

象。但是長期養在水中的卵粒，發育至第22期後，也常有這種現

象。 

外卵鞘除了可儲存多餘水分外，其可能具有維持胚胎內部壓

力及形狀的功能，尤其是對胚胎早期的發育特別重要。因為在實

驗過程中，初期胚胎(15 期前)幾乎在去除外卵鞘時，馬上變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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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而後期胚胎(15~26期)在去除外卵鞘後，雖然仍可以大量吸水

入卵黃膜內，但常常很難維持卵黃膜的形狀。故推測除蓄水功能

外，外卵鞘最大的功能可能在維持卵粒形狀，減少外物侵害胚胎，

減少細菌、真菌直接感染胚胎，減少被攝食等方面。因為面天樹

蛙卵粒直接與陸上土壤環境接觸，具彈性的外卵鞘可減少胚胎受

環境異物及壓力傷害的機會。另外也有學者認為卵鞘的功能與溫

度及熱量的維持有關(Beattie, 1980) ，但那是對於水生蛙卵的

作用，對於陸生蛙卵是否也有同樣功能，則有待研究。 

膠質層中的透明膠質可以大量吸水保存，且吸水的能力很強

（見圖八）。如結果中所述，儘管卵粒散失至空氣中的水分再多，

只要基質有足夠的水，膠質層就可在短時間內將水吸回。此特性

對卵粒在現實環境中的水分平衡非常重要！因為就算環境乾燥使

卵粒水分蒸散，只要一下雨或周圍基質短暫獲得大量水分，短時

間內膠質層就可吸足足夠的水；甚至只要基質一直保持潮濕，就

算空氣乾燥，膠質層也可由基質中吸水供胚胎使用而不致死亡（見

圖十三）。膠質層應是由雌蛙的輸卵管在產卵時所分泌形成。但在

實驗過程中發現，其似乎也可以由胚胎分泌形成。上述晚期胚胎

外卵鞘破裂時，卵粒間的膠質層會融成一團，且膠質量似乎有增

加，各胚胎則仍包在卵黃膜內置於其中生存。至於胚胎是否或如

何分泌膠質，確切的機制還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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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實驗結果可發現，雖然無法防止水分散失，但面天樹蛙

的卵粒在面對陸地氣候乾燥水分稀少的情況下，仍有演化出其的

適應方式。例如：○1 胚胎對於失水的耐受度很高，可以忍受在極

少水的狀況下仍維持生存，等待水分的到來(見圖九)。Martin and 

Cooper(1972)研究的維多利亞索蟾(Crinia Victoriana)也是如

此，其胚胎失水達50%致死率的重量底限可至原重的7%(即可忍受

失去總重 93%的水分)。○2 面天蛙卵粒的吸水性很強。而只要有水

分供給，就算時間很短如：午後雷陣雨，只要有一點點積水或使

周圍環境潮濕，其卵粒也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吸飽足夠的水分，

以應付下一波的乾燥。○3 如前所述，面天樹蛙的胚胎發育很快，

受精後5天便可發育為蝌蚪(指已經可獨自生存於環境中的個體，

不再須卵鞘保護)，等待適當的時機孵化；○4 若是環境不好，其成

熟胚胎忍耐程度也比未成熟胚胎高，可在卵中存活較久，度過惡

劣環境。○5 另外，若卵粒聚集成以平面排列或立體堆疊，會降低

卵粒暴露在空氣中的表面積，也可以大量降低整體水分散失的速

率；而相連的卵粒間水分會互相流動，則可以提高整體卵粒的耐

旱程度。○6 卵粒放置的基質環境，若是潮濕含有多餘的水分，則

會被卵粒吸收以對抗水分的散失，維持胚胎的生命。 

由上列結論可知，若面天樹蛙卵粒要能在陸地上發育孵化，

則產卵時的微棲地環境是決定成功與否的首要關鍵，而雌蛙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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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時的行為也有助於卵粒對乾燥的抵抗。若親代能將卵產於潮

濕，又無大量通風或直接曝曬在太陽下的地方，胚胎可能可以維

持在第26期，而在卵團內存活數星期甚或數月之久，直到下一次

大雨的到來而孵化。而經由張（1990）對面天樹蛙生殖行為的研

究，我們可以知道產卵位置的選擇是由雌蛙決定的。而他的觀察

結果也支持上述的推論：雌蛙對於產卵位置的選擇，首要依據是

離水距離。在他的研究中，卵塊均分布在離其實驗池80公分之內

的陸地上，且大部分集中於離水40公分之內的區域。離水越近，

土壤基質的含水量就越高，且因滲透壓作用，基質會一直保持濕

潤，如此非常有利於卵粒水分的吸收。由本實驗可知(圖十三)，

就算因此卵粒是暴露在乾燥空氣中，也依然可以一直保持存活，

因為卵粒可以一直由底部基質吸回失去的水分，所以越靠近水邊

越好。但這是有大水池時的產卵選擇。我們可推測，在不同的環

境，面天樹蛙雌蛙的選擇條件應會有所不同。以本實驗採集地點

為例，基隆幾乎很少有水池(因為幾乎都是山坡地)，但常常下雨，

空氣溼度較高，但水份會維持土壤潮濕，卻難以長久積水。故雌

蛙在產卵時的選擇，便不是以離水距離為首要，而是偏好水分不

容易散失的環境，例如：不通風的窪地、沒有被太陽直接照到的

溼地、有許多覆蓋物(如：落葉、草叢)的區域，下雨容易積水的

地方…等等。產卵在這些地方，卵粒可以很容易降低水分散失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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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或由周圍環境獲得水分補充，所以基隆特別容易在坡地、草

叢等區域發現面天樹蛙的蹤跡。 

另外，張（1989）觀察到面天雌蛙在產卵時有築巢、拌卵及

掩巢的行為。他認為面天樹蛙的巢可能具有保持卵塊濕潤的功

能；而雌蛙拌卵的行為主要在使卵粒與附近潮溼的泥土混合以吸

收水分；而掩巢行為則可降低卵塊失水的速率。這些觀察及推論

說明面天雌蛙在產卵時的行為，已有幫助卵粒適應乾燥環境的功

能。產卵於潮濕基質上、使卵粒吸足水、將卵粒聚集成堆等行為，

皆可降低卵粒失水的速度，再加上卵粒本身的特質，使卵粒在受

精後幾天內不會因為乾燥而死亡，接著只要等待降雨便可孵化。

如此一來，除非遇到長久不下雨的旱季，否則面天樹蛙的卵粒便

不容易因水分不足而死亡。 

為何面天樹蛙不直接將卵產在水中？本實驗的採集地點中，

有一處面天樹蛙活動非常頻繁的生殖地點，雖然非常符合前述條

件，但在距離實驗地約 10~15 公尺便有兩個人工積水池，幾乎終

年有水，但在乾季時，如：七、八月，有時池邊泥土緩坡會露出，

卻幾乎不見有面天樹蛙去利用。觀察結果可能是因為此地是直接

曝曬在太陽下之故，若在乾季，水分太容易散失，不適合產卵；

若是下大雨，則馬上會被淹沒。且積水池中原已有許多其他種類

蝌蚪及昆蟲生存，未孵化的胚胎易有被攝食的危險。故推測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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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泥坡可做為產卵地點，但在有更好選擇下便不易有面天樹蛙在

此產卵。而實驗過程中發現：面天樹蛙胚胎發育期間對氧氣的需

求量可能非常大，在有水培養皿中若放太多卵粒，胚胎就會發育

不正常或死亡的現象。甚至在進行不同排列方式對水分散失影響

的實驗時發現，立體堆疊的卵粒堆中間沒有大量接觸空氣的卵粒

幾乎都 100%死亡，而中間層的卵粒則發育不正常，只有最外層的

卵粒發育良好。可見面天樹蛙的胚胎對缺氧的耐受度可能很低，

或是其卵鞘對氣體傳導的功能可能不是很好。所以面天樹蛙卵粒

可能不適合長期泡在水中。這可能是面天樹蛙為何不直接產卵於

水中，以及為何面天樹蛙的卵團並不緻密，卵粒沒有黏性容易散

開的原因。關於氧氣對面天樹蛙卵粒的發育影響，值得再另外研

究。 

面天樹蛙胚胎的耐旱性很高。成熟胚胎幾乎可以忍受散失原

重量的 90%的水分後，還有 50%的存活率。但是究竟為何在散失

水分過程中可以先散失卵鞘水分而不散失卵黃膜內水分？在研究

胚胎失水過程中，可明顯發現胚胎只要失水至一定程度以下，在

卵黃膜內便會出現白色固體狀物質，且失水越多累積越多，不論

是早期胚胎或晚期胚胎都有。而且在卵粒又獲得水分後，這些堆

積物並不會消失，但似乎也不影響胚胎的發育，推測其可能有維

持卵黃膜內滲透壓的功能。根據研究，有些陸生兩生類的胚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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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尿素來取代一般水生兩生類胚胎的氨代謝(Candelas et al., 

1961;Martin and Cooper, 1972) 。而這些物質是否是前人所認

為的含氮代謝物或是其他，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由前人的研究可發現，通常會影響陸生蛙卵水分調節的因

素，大約可分為下列幾項○1 親代照顧的有無、○2 卵鞘的構造、○3 卵

團的結構或卵泡的產生、○4 親代產卵位置、○5 含氮廢物的產生‧‧

等有關。而面天樹蛙在本土普遍分佈，是適應陸地生活非常成功

的一例。經由張（1989）的研究及本實驗結果可知，其在陸地繁

殖後代的過程中，雖然不像艾氏樹蛙一樣有親代照顧，但其卵粒

構造、胚胎特性及親代產卵的位置及行為等特徵，使其卵粒可成

功適應台灣(亞熱帶及溫帶氣候)的陸地環境而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