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une 11, 2009 

直接詢問香港業者藝裝蟹的意見 

 

原文: http://www.wretch.cc/blog/coenobita/17029999 

 

直接詢問香港業者藝裝蟹的意見!? 

大家首先可以看看以下郵件的對話, 有關我興藝裝蟹的 Alex討論關於橙紅脫殼後變白(變淡)事宜:  

 

黑色字: Tony 

藍色字: 藝裝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詢問一些有關橙紅陸寄居蟹(草莓陸寄居蟹)的事情  

寄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3 月 5 日 2:39:01 

收件者： info@artcrabs.com 

Alex, Nelson 你好 , 

在此想詢問一些有關橙紅陸寄居蟹(草莓陸寄居蟹)的事情. 

在飼養橙紅陸寄居蟹的時候, 不少飼養者皆會遇到一個頗嚴重的問題 – 牠們在脫殼後, 體色往往會脫色, 白色色素增加, 有些個體甚至

幾乎完全變白. 

以下是一些真實個案: 

http://php.guestbook.com.tw/b4/viewtopic.php?t=713&mforum=coenobita 

因為你們有輸入橙紅陸寄居蟹, 可能會從入口商那邊取得一些有關此品種的飼養要點, 而且你們販賣這品種, 應該會對這品種有較好的

觀察記錄和飼養經驗. 

所以, 在此希望你們可以提供一些意見, 以改善橙紅陸寄居蟹脫色的問題. 

謝謝. 

Tony 

  

 

 

 

 

 

 

 

 

 

http://www.wretch.cc/blog/coenobita/17029999
http://php.guestbook.com.tw/b4/viewtopic.php?t=713&mforum=coenobit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 詢問一些有關橙紅陸寄居蟹(草莓陸寄居蟹)的事情  

寄件者： Artcrabs (info@artcrabs.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3 月 6 日 2:42:23 

回覆地址： info@artcrabs.com 

收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Dear Tony Coenboita 

  

首先多謝你的 email,看完你的文章後,以下是我一些對橙紅寄居蟹的一些經驗及睇法,希望對你研究有幫助: 

  

1.其實我們由最小(約青豆大)至最大(網球大)都有進口的,就個人所見,幾乎所有大小都有不同顏色,由近白,橙白,橙色,紅色,鮮紅都有,而

最小型的也有很多近白的,可以相信是他們原本品種不是以紅色為標準. 

  

2.蛻皮之後顏色變淡,相信很大程度跟食物有關,就我美國有 12年飼養經驗的朋友,本人以及很多顧客經驗所得,紅色色素(如紅蘿蔔,木瓜,

草莓)及高蛋白質(如三文魚或其他魚類)的食物會令他們的顏色愈來愈紅.亦有數位顧客的蟹於未蛻皮前顏色也有愈來愈紅的例子. 

  

3.在本人而言,不肯定是否愈紅的橙紅寄居蟹就代表愈健康,只可認同為漂亮,我們有很多大型蟹都是橙白色的,跟據體積推算最少也有

8-10 歲,他們也活得健健康康,所以我相信死亡與體色無關 

  

另外,我有些資料可給你參考,我們目前已進口的總共有四個品種,分別是橙紅,短腕,灰白,深紫,跟據我們飼養場及顧客的數據,死亡率如

下: 

  

橙紅  0.3% ~ 0.5% 

短腕  2% ~ 3% 

灰白  >0.1% 

深紫  5% ~ 10% 

  

可能飼養方法有別,我們橙紅及灰白的死亡率很低,但深紫就很高,以至我們都不敢再賣,看了你的網站說你有養深紫豐富經驗,可否約個

時間出來大家研究. 

  

P.S.對於我們來說,現在還未可以做到 100%最好,我們會盡量改善為寄居蟹提供最大程度舒適的飼養環境,如你或網友有任何問題或覺

得我們須要改善,請提出及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法,我們會仔細研究.謝謝! 

  

Best Regards 

Ale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 詢問一些有關橙紅陸寄居蟹(草莓陸寄居蟹)的事情  

寄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3 月 9 日 23:46:57 

收件者： info@artcrabs.com 

密件副本：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Alex你好, 

>謝謝你的回覆. 不過其實重點是想請問你有沒有自己的飼養經驗和脫殼後橙紅體色整隻變淡(變白). 因為在<討論區>內曾有蟹友說你

也有 2 年的飼養經驗, 不知你自己有沒有飼養橙紅陸寄居蟹, 在當中有沒有遇過橙紅脫殼後體色變淡或變鮮的經驗. 相信如果業者也有

其親身的經驗, 會對大家有更大的說服力. 

1. 其實我們由最小(約青豆大)至最大(網球大)都有進口的,就個人所見,幾乎所有大小都有不同顏色,由近白,橙白,橙色,紅色,鮮紅都有,而

最小型的也有很多近白的,可以相信是他們原本品種不是以紅色為標準. 

>其實這點我也知道 - 野外的個體未必是以紅色為標準, 大個體也會有白色色素, 而小型的橙紅往往白色成份居多. 問題是在人工飼養

下, 原本個體的體色, 會在脫殼後體色變淡這個問題. 在連結中的例子也會看到有些個體, 原本體色也有白色, 但問題是牠們是會再進一

步變白, 而不是因為原本有白色, 橙紅整隻體色變淡(變白)已是一個共知的問題 – 橙色部分會變淡, 原本白色部分也依舊白色,  所以我

們不能當作橙紅脫殼後體色整隻變淡(變白)是正常. 

如果在短暫的飼養期裏, 未經過脫殼這個階段, 根本就不能觀察到這個變色過程. 只以為"不是以紅色為標準", 而忽略了"變淡(變白)是有

問題"的事實. 

2. 蛻皮之後顏色變淡,相信很大程度跟食物有關,就我美國有 12年飼養經驗的朋友,本人以及很多顧客經驗所得,紅色色素(如紅蘿蔔,木瓜,

草莓)及高蛋白質(如三文魚或其他魚類)的食物會令他們的顏色愈來愈紅.亦有數位顧客的蟹於未蛻皮前顏色也有愈來愈紅的例子. 

 >謝謝你的意見, 與食物有關這點早已有說明過了. 想請問: 

1.以你本人的經驗, 有沒有飼養中的橙紅在餵飼紅色色素及高蛋白質的食物後, 脫殼後體色會越來越紅? 

2.那位有 12 年飼養經驗的朋友有沒有飼養橙紅陸寄居蟹? 有的話希望能提你那位朋友的一些飼養狀況, 環境, 方法以作參考? 

有沒有顧客在未脫殼前體色越來越紅的相片可提供? 

 3.希望有以上資料可以再進一步証明體色變淡與食物有關. 如有相片更好 

以我自己觀察及其他台灣、日本的蟹友的討論, 陸寄居蟹一般會在每次脫殼後體色才會有所變化, 如果你說有顧客的 

陸寄居蟹在未脫殼前體色有越來越紅, 真的希望能提供這珍貴例子的資料. 

3. 在本人而言,不肯定是否愈紅的橙紅寄居蟹就代表愈健康,只可認同為漂亮,我們有很多大型蟹都是橙白色的,跟據體積推算最少也有

8-10 歲,他們也活得健健康康,所以我相信死亡與體色無關 

>上面已說明, 問題不在於橙紅原本的體色, 不是說越來越紅才是健康. 而是在脫殼後體色變淡(變白), 而有可能影響牠們的健康. 

 



你說你們的大型橙紅, 也只是進口而來的, 即使體色是橙白色, 牠也只是在野外活了 8~10 年, 而不是在人工飼養下 8~10 年所演變出來

的. 再者, 你們也應該不會知道牠們在之前養殖場時體色有沒有已經變淡(變白)了. 

我是想請問開店至今, 有多少隻(較實質的數據)橙紅陸寄居蟹曾脫過殼, 而體色會越來越紅呢? 

這些資料應該對如何在人工飼養下, 把橙紅養得愈來愈漂亮十分重要. 

4. 另外,我有些資料可給你參考,我們目前已進口的總共有四個品種,分別是橙紅,短腕,灰白,深紫,跟據我們飼養場及顧客的數據,死亡率

如下: 

橙紅  0.3% ~ 0.5% 

短腕  2% ~ 3% 

灰白  >0.1% 

深紫  5% ~ 10% 

>謝謝你的數據提供. 不過貴店開了半年不夠, 我想這個”比率”可能不太能作準, 因為實際期間及人數都沒有提及, 我想如果有實質數

字, 會更令人信服. 

我相信很多顧客即使有養死, 也不會報告出來? 私底下問一些曾購買橙紅陸的蟹友意見, 在購買時也沒有特別留低聯絡電話. 所以我想

還有很多數字是貴店沒有取得的. 

另外, 請問那飼養場是在印尼嗎? 飼養場的數據又是馮甚麼計算出來的? 跟據牠們抓到飼養場後至被運送出口那段日子嗎? 不會是輸出

時的死亡率來吧. 

希望你們的寶貴資料能夠使大家了解更多橙紅陸寄居蟹這品種. 

  

 5. 可能飼養方法有別,我們橙紅及灰白的死亡率很低,但深紫就很高,以至我們都不敢再賣,看了你的網站說你有養深紫豐富經驗,可否約

個時間出來大家研究. 

>既然飼養方法可能有別, 我也想請問一下你們飼養橙紅方法, 不知有沒有較詳細的資料? 不知你飼養橙紅的飼養缸有沒有使用海水? 

至於深紫陸, 個人也沒有豐富的飼養經驗, 只飼養了 1 年多, 觀察到牠們對海水的要求度頗高, 飼養深紫陸應該是放海水盆. 我看你們的

介紹, 沒有說過要用海水盆. 

6. P.S.對於我們來說,現在還未可以做到 100%最好,我們會盡量改善為寄居蟹提供最大程度舒適的飼養環境,如你或網友有任何問題或

覺得我們須要改善,請提出及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法,我們會仔細研究.謝謝! 

>那我別不客氣地說出我和一些蟹友的意見. 

 

1.個人, 甚至很多蟹友也覺得不應該使用彩繪螺殼, 基於各位蟹友也曾觀察到牠們有啃食螺殼的習慣, 所以彩繪螺殼的油可能會對牠們

造成影響. 另外, 這樣把牠們的螺殼油上不同的圖案, 好像把牠們當作玩具般, 還叫大家可以自行繪畫, 實不太尊重生命. 

  

2.看你們所推出的飼養套裝, 飼養缸的大小對飼養小個體可能還可以, 但對於飼養較大型的個體, 希望你們會提醒顧客要用較大的飼養

缸. 

  

3.從你們在網頁上的資料, 和在電視上的宣傳, 都會提及“很容易飼養”. 但卻發現有很多顧客仍然會有死蟹的情況出現. 那為甚麼還是強

調“很容易飼養”, 而令顧客產生錯覺, 覺得真的不需要花時間打理和照顧, 牠們便可以活下來. 希望不要對顧客說“很容易飼養”,以免大家

都是以玩票性質來飼養. 雖然陸寄居蟹在野外是可以生活長達 20 年以上, 但在人工飼養下, 實在很難可以飼養到這個年期, 希望貴店別

以”長壽”所為招來, 使大家誤會. 

  



4.有關以上橙紅體色脫殼後會變淡(變白)一事, 既然知道很大程度會與食物有關, 希望你們會把這事情告訴給顧客, 好讓牠們了解, 在餵

飼上要多加注意. 

  

希望你們的寶貴資料能夠使大家了解更多橙紅陸寄居蟹這品種. 

Ton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 詢問一些有關橙紅陸寄居蟹(草莓陸寄居蟹)的事情  

寄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3 月 14 日 18:50:15 

收件者： info@artcrabs.com 

副本： alexchunchun@hotmail.com 

密件副本：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Alex你好, 

請問你有收到以下回覆嗎? 

網主 Ton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 詢問一些有關橙紅陸寄居蟹(草莓陸寄居蟹)的事情  

寄件者： Artcrabs (info@artcrabs.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3 月 14 日 22:40:54 

回覆地址： info@artcrabs.com 

收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Dear Tony Coenboita 

  

已經收到你之前的 email,但我將你的問題給我朋友了解,正在等回覆. 

  

Best Regards 

Ale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寄件者： Artcrabs (info@artcrabs.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3 月 25 日 23:55:08 

回覆地址： info@artcrabs.com 

收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Dear Tony Coenboita 

  

我已收到朋友的回覆,佢認為大致上都是食物問題,但最近有位有多年經驗的顧客提出,讓牠們完整地食回蛻皮後的殼有助回復顏色,不過

由於他飼養橙紅的數量不多因而未必能作準,所以現於我們網上呼籲顧客提供資料,希望有更多資料作研究.請耐心等候. 

  

 

另外我們都覺得加入海水能使牠們更健康,現已於套裝內及提醒舊顧客加入海水盆. 

  

至於彩繪貝殼,到現在為止未有有力証據指出牠們有啃食螺殼的習慣,不過現階段我們會減少彩蟹及彩殼的數量,如發現真有此情況,我們

會停止出產. 

  

ps 想請問你知道那裡可以買到陸寄居蟹的標本? 

  

Best Regards 

Ale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跟者藝裝蟹新增了這樣的資料: 

 

  



           

寄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3 月 26 日 15:20:41 

收件者： info@artcrabs.com 

密件副本：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Alex你好, 

  

我已收到朋友的回覆,佢認為大致上都是食物問題,但最近有位有多年經驗的顧客提出,讓牠們完整地食回蛻皮後的殼有助回復顏色,不過

由於他飼養橙紅的數量不多因而未必能作準,所以現於我們網上呼籲顧客提供資料,希望有更多資料作研究.請耐心等候. 

>謝謝你的幫助. 不過你自己不是也有飼養橙紅嗎?  不知牠們有否脫過殼? 

另外我們都覺得加入海水能使牠們更健康,現已於套裝內及提醒舊顧客加入海水盆. 

至於彩繪貝殼,到現在為止未有有力証據指出牠們有啃食螺殼的習慣,不過現階段我們會減少彩蟹及彩殼的數量,如發現真有此情況,我們

會停止出產. 

  

ps 想請問你知道那裡可以買到陸寄居蟹的標本? 

>是托台灣朋友買的, 現在沒有了. 

  

網主 Ton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寄件者： Artcrabs (info@artcrabs.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3 月 26 日 22:19:58 

回覆地址： info@artcrabs.com 

收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Dear Tony Coenboita 

  

1.有,不過我沒有出現這情況(或者不太明顯所以未有察覺) 

2.如你的朋友下次有機會買,可否通知我,因我們想買來仔細研究,謝謝! 

  

Best Regards 

Ale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寄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4 月 18 日 12:33:24 

收件者： info@artcrabs.com 

Alex你好, 

不知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顧客對橙紅陸寄居蟹體色有任何意見. 另外你自己不是也有飼養橙紅嗎?  不知牠們有否脫過殼? 

網主 Ton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寄件者： Artcrabs (info@artcrabs.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4 月 20 日 22:45:21 

回覆地址： info@artcrabs.com 

收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Dear Tony Coenboita 

  

目前約收到十個回覆,其餘有大約三十多個回覆是未蛻皮的,我想要收集足夠數據,要過多 2-3個月時間,因現在是寄居蟹的蛻皮高峰期 

  

Best Regards 

Ale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 CRABS(紅陸寄居蟹體色變淡   

寄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6 月 10 日 0:40:03 

收件者： info@artcrabs.com 

副本： alexchunchun@hotmail.com 

密件副本：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Alex你好, 

不知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顧客對橙紅陸寄居蟹體色變淡的最新消息? 

 

如有消息, 希望其數據不是百份比, 而是實際數字. 因為百份比不準確, 100 份之 10 也是 10%, 1000 份之 100 也是 10%. 

  

另外希望你能回覆, 你自己不是也有飼養橙紅嗎?  不知牠們有否脫過殼? 體色有沒有回覆. 

網主 Ton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 CRABS(紅陸寄居蟹體色變淡   

寄件者： Artcrabs (info@artcrabs.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6 月 10 日 2:46:01 

回覆地址： info@artcrabs.com 

收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Dear Tony Coenboita 

1, 約收到 20 個 EMAIL,但大多未有相片(前後提供) 

  

2.請問網主能否提供實際數字? 

  

3..對於橙組脫殼,我已經講過幾次,我有 8 隻已飼養 3 年,顏色的問題希望你能詳細了解我的電郵,不要再不斷重覆問題. 

Best Regards 

Ale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 CRABS(紅陸寄居蟹體色變淡   

寄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6 月 10 日 13:11:56 

收件者： info@artcrabs.com 

副本： alexchunchun@hotmail.com 

密件副本：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Alex你好, 

  

1.謝謝 

2.我這邊有 5 位. (有些在討論區提出的) 

3.我收不到有關你飼養了 3 年橙的電郵, 所以才重覆提問, 請重發給我. 謝謝. 

只希望大家能一起收集意思, 以了解這問題. 

  

網主 Ton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 CRABS(紅陸寄居蟹體色變淡   

寄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6 月 10 日 14:22:15 

收件者： info@artcrabs.com 

副本： alexchunchun@hotmail.com 

密件副本：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Alex你好, 

  

3..對於橙組脫殼,我已經講過幾次,我有 8 隻已飼養 3 年,顏色的問題希望你能詳細了解我的電郵,不要再不斷重覆問題. 

>謝謝. 收到你重寄的 email. 

原來已有3年飼養橙紅經驗, 那真的希望Alex能貼己的飼養經驗, 和你所飼養的環境各樣, 圖文並茂給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現在也有很多

人飼養橙紅陸寄居蟹, 也有不少人飼養死了, 希望你的經驗能幫到大家. 

  

網主 Ton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 CRABS(紅陸寄居蟹體色變淡   

寄件者： Artcrabs (info@artcrabs.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6 月 10 日 23:04:16 

回覆地址： info@artcrabs.com 

收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Dear Tony Coenboita 

  

http://www.artcrabs.com/gallery.php?lang=zh_TW 

  

Best Regards 

Alex 

http://www.artcrabs.com/gallery.php?lang=zh_T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 CRABS(紅陸寄居蟹體色變淡)  

寄件者： Artcrabs (info@artcrabs.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6 月 10 日 17:13:35 

回覆地址： info@artcrabs.com 

收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Dear Tony Coenboita 

  

這是我自己養了三年的橙紅 

  

Best Regards 

Ale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 CRABS(紅陸寄居蟹體色變淡)  

寄件者： Artcrabs (info@artcrabs.com) 

寄件日期： 2008 年 6 月 10 日 17:37:36 

回覆地址： info@artcrabs.com 

收件者： Tony Coenboita (tony_coenobita@hotmail.com) 

Dear Tony Coenboita 

  

  
有短片 http://hk.youtube.com/watch?v=xyAPA2izTtw 

  

Best Regards 

Alex 

 

 

 

 

 

 

 

 

 

http://hk.youtube.com/watch?v=xyAPA2izTtw


再追問有沒有飼養經驗之下, Alex的回覆是"對於橙紅脫殼,我已經講過幾次,我有 8隻已飼養 3年,顏色的問題希望你

能詳細了解我的電郵,不要再不斷重覆問題"  

 

我說沒有收過有關此回覆, 他再補寄了給我, 原來之前他所說的"有,不過我沒有出現這情況(或者不太明顯所以未有

察覺)"這句話, 便是回覆.  

 

原來藝裝蟹的 Alex有 3年飼養橙紅陸的經驗. 個人覺得有點奇怪是.  

1. "有,不過我沒有出現這情況(或者不太明顯所以未有察覺)", 這一句完全沒有提及過飼養了多年, 多隻, 那裏有說過

幾次. 所以我才追問下去.  

2. 最初問 Alex有關橙紅的事, 只說會向朋友詢問有關橙紅的事, 突然說原來有自己飼養, 為何不直接用自己 3年的

經驗來解答.  

3. 雖然給了飼養個體的照片和飼養缸, 但仍然解決不了橙紅體色脫殼後變淡這問題.  

 

問題來了, 如果跟據他的回覆"沒有出現這情況(或者不太明顯所以未有察覺)", 可知他在這 3年來, 他的橙紅沒有遇

過脫殼後體色變淡的情況吧. 這與他在電郵中所說的"飼養方法有別"有關?  

 

概然 Alex有 3年飼養橙紅的經驗, 為何大家一開始向他買橙紅時, 他沒有向大家分享他的經驗, 注意點, 或"傳授"一

些飼養重點, 讓大家的橙紅也不會退色?(事實上Alex也說已收到約20宗橙紅脫殼後體色變淡個案, 這討論區也有蟹

友提出過)  

 

這樣, 大家不妨也問一下他的意見(例如橙紅為何脫殼後體色變淡, 容易無故死亡等等), 然後再把其回覆貼上來, 讓

大家可多多交流和參考一下.  

 

這是希望真的找到解決方法, 而不是讓大家橙紅白白犠牲.  

 

最後雖然 Alex給了飼養個體的照片和飼養缸, 但如果不打點東西來說明其"實際飼養方法", 如何能解決根本問題!?  

Tony(@2013), 藝裝蟹由 2008 開業, 短短 1 年多便結業了,我仍然覺得這店是, “賺完錢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