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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蠅，看我怎麼對付你！ 

摘要： 

為了瞭解 CD 片為什麼可以驅趕蒼蠅，我們針對吸引蒼蠅的物品，以及反射和折射光線

物品的驅蠅效果進行研究，結果發現鳳梨皮、腐魚、麥芽糖、甲基丁香油等四種物品之中，

以腐魚吸引蒼蠅的效果最好；CD 片、鏡子、鋁箔紙這三種會反射光線的物品中，以鏡子的驅

蠅效果較好；水袋、凹透鏡、三稜鏡這三種會折射光線的物品中，以凹透鏡的驅蠅效果最好；

而晃光的效果越強，蒼蠅的數量就越少，因此可以推論，晃動的光線確實可以對付蒼蠅。此

外不論是反射還是折射的物品，大都證實距離越近，驅蠅的效果越好；但只有以鏡子做為反

射物品時，可以發現鏡子的數量越多，驅蠅的效果會越好。 

 

壹、 研究動機 

        有一年的中秋節，我和媽媽去買月餅時，發現店家放月餅的地方上面掛著 CD 片，

我問媽媽：「為什麼月餅上面要掛 CD 片呢？」媽媽說：「可能是因為 CD 片反射的光線可

以驅趕蒼蠅。」我又問：「那為什麼掛了 CD 片，月餅上還有蒼蠅呢？」媽媽告訴我：「可

能是 CD 片在無晃動的狀態下，驅蠅的效果不算很好。」後來我發現四下課程會教光的

反射和折射，可能跟這個現象有關，想試試看不同物品產生晃光的驅蠅效果如何。 

 

貳、 研究目的 

一、鳳梨皮、腐魚、麥芽糖、甲基丁香油，哪一種吸引蒼蠅的效果比較好？ 

二、CD 片、鏡子、鋁箔紙，這三種會反射光線的物品，哪一個驅蠅效果比較好？ 

三、水袋、凹透鏡、三稜鏡，這三種會折射光線的物品，哪一個驅蠅效果比較好？ 

四、距離反射物品越近，驅蠅的效果會不會越好？ 

五、距離折射物品越近，驅蠅的效果會不會越好？ 

六、反射物品的數量變多，驅蠅的效果會不會變好？ 

七、折射物品的數量變多，驅蠅的效果會不會變好？ 

 

參、 研究設備器材 

一、 實驗一至實驗三：鳳梨皮、腐魚、麥芽糖、甲基丁香油、低邊培養皿 4 個、高邊培

養皿 4 個（做為蓋子使用）、天平、100 毫升小量杯、衛生紙、木條兩根(長 40 公分)、

木板一片(長 60 公分，寬 40 公分)、橡皮筋若干、長尾夾 3 個、CD 片 3 片、鏡子 3

面、鋁箔紙 3 張(長 15 公分，寬 10 公分)、夾鏈袋 3 個(裝水 400 毫升)、凹透鏡 3 支、

三稜鏡 3 個、照相機、計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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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四至實驗六：鐵架(長、寬各 46 公分，高 45 公分)、黑色雲彩紙、標籤紙、鳳梨

皮、腐魚、麥芽糖、甲基丁香油、低邊培養皿 12 組、天平、100 毫升小量杯、棉花、

黑色鞋帶 8 條、長尾夾 16 個、CD 片 16 片、鏡子 16 面、鋁箔紙 16 張(長 15 公分，

寬 10 公分)、白紙 8 張(長 15 公分，寬 10 公分)、橡皮筋 16 條、夾鏈袋 8 個(裝水 400

毫升)、凹透鏡 8 支、放大鏡 8 支、三稜鏡 8 個、照相機、計時器。 

鳳梨皮、腐魚、麥芽糖、甲基丁香油、 

高邊及低邊培養皿各 4 個 

 

木條兩根(長 40 公分)、       CD 片 3 片、鏡子 3 面、 

木板一片(長 60 公分，寬 40 公分)      鋁箔紙 3 張(長 15 公分，寬 10 公分) 

 

天平、小量杯、橡皮筋若干、      夾鏈袋 3 個(裝水 400 毫升)、 

長尾夾 3 個           凹透鏡 3 個、三稜鏡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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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實驗一： 

(一) 準備工作：將木條釘成 L 字形，固定於平面木板上，以利於吊掛實驗物品。 

 
 

鐵架、黑色雲彩紙、標籤紙、低邊培養皿加蓋        鳳梨皮、腐魚、麥芽糖、甲基丁香油、棉花 

 

黑色鞋帶、長尾夾、計時器、腐魚 3 組      CD 片(雙面)、鏡子(雙面)、鋁箔紙、白紙 

 

夾鏈袋裝水、凹透鏡(錢幣變小)、 

放大鏡(錢幣變大)、三稜鏡、橡皮筋 

 

將木條和木板釘成吊掛實驗物品的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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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將鳳梨皮、腐魚、麥芽糖分別放入培養皿，各用天平量出 20 公克。另外量出

甲基丁香油 20 毫升，加進裝有衛生紙的培養皿裡。 

 

 

 

(三) 將所有器材帶到資源回收場，打開蓋子開始計時。 

 

 

 

(四) 每一分鐘記錄蒼蠅停留在實驗物品上的數量，共十分鐘。 

 

 

 

二、 實驗二： 

(一) 將吸引蒼蠅效果最理想的物品放在木板上。 

(二) 將橡皮筋與長尾夾連接，懸掛於木條上。 

(三) 用長尾夾依序夾住 CD 片、鏡子、鋁箔紙，使其與木板相距 13 公分，加以晃

動。 

測量出等量的鳳梨皮、腐魚、麥芽糖、甲基丁香油 

蓋上蓋子備用 

將準備好的培養皿帶到資源回收場， 

打開蓋子開始計時 

 

記錄每一分鐘蒼蠅停留在 

實驗物品上的數量，重覆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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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打開蓋子，開始計時，每分鐘記錄蒼蠅停留的數量，並維持晃光的狀態，重

覆十次。 

 

 

三、 實驗三： 

(一) 重覆實驗二的步驟一至三，將實驗物品改為水袋、凹透鏡、三稜鏡。 

(二) 打開蓋子，開始計時，每分鐘記錄蒼蠅停留的數量，並維持晃光的狀態，重

覆十次。 

 

 

 

用長尾夾依序夾住實驗物品各三件， 

使其與木板相距 13 公分 

每一分鐘記錄一次蒼蠅停留在實驗物品上的數量 

用長尾夾依序夾住實驗物品， 

並加以晃動以產生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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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驗四： 

(一) 改進原本實驗的缺點，改變擺放培養皿的方式、吊掛物的數量及實驗裝置，

以鐵架代替 L 形木架。 

     

 

(二) 量出 15 公克的鳳梨皮、腐魚和麥芽糖，分別放入培養皿裡。量出甲基丁香油

15 毫升，加入棉花，使其重量達 15 公克後，放進培養皿裡，以上四種物品各

準備 3 組。 

 

 

 

(三) 將所有器材帶到資源回收場，同一種物品的 3 組培養皿，依一字型放置於鐵

架下層的編號旁，打開蓋子開始計時。 

每一分鐘記錄一次蒼蠅停留在實驗物品上 

的數量，重覆十次，共十分鐘 

 

以鐵架代替 L 形木架         三個培養皿分別擺放在編號 1、2、3 的位置下面 

 

測量出 15 公克的鳳梨皮、 

腐魚、麥芽糖和甲基丁香油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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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每一分鐘記錄停留在不同編號實驗物品上的蒼蠅數量，重覆十次，四種物品

皆進行相同的實驗過程。 

     

 

五、 實驗五： 

(一) 探討一組 CD 片(雙面)的驅蠅效果，在鐵架上層靠近 1 號培養皿的邊線中間點

綁上黑色鞋帶，與長尾夾連接。 

     

 

 

(二) 用長尾夾夾住一組 CD 片，並固定其長度，使 CD 片與鐵架下層相距 10 公分，

將 3 組腐魚，依一字型放置於鐵架下層的編號旁。 

將同一種物品的 3 組培養皿 

依一字型放置於鐵架下層的編號位置 

 

記錄每一分鐘蒼蠅停留在麥芽糖上的數量，重覆十次      記錄每一分鐘蒼蠅停留在甲基丁香油上的數量，重覆十次 

 

在鐵架上層靠近培養皿編號位置 1 的      留下適當長度，與長尾夾連接 

邊線中間點綁上黑色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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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打開蓋子，加以晃動並開始計時，每一分鐘記錄蒼蠅停留的數量，並維持晃

光的狀態，重覆十次。 

 

(四) 於鐵架上層靠近 1 號和 3 號培養皿的兩條邊線之中間點綁上黑色鞋帶，連接

兩組 CD 片，再重複(二)、(三)步驟。 

 

 

 

(五) 於鐵架的四條邊線上，找出中間點並綁上黑色鞋帶，連接四組 CD 片，再重

複(二)、(三)步驟。 

 

 

 

 

(六) 在鐵架的四條邊線上，找出 1/3 及 2/3 的位置並綁上黑色鞋帶，連接八組 CD

片，再重複(二)、(三)步驟。 

用長尾夾夾住一組 CD 片， 

使 CD 片與鐵架下層相距 10 公分 

 

在鐵架上層靠近培養皿編號位置 1 和 3 的兩條邊線上， 

分別找出中間點，實驗兩組 CD 片的驅蠅效果如何 

 

於鐵架的四條邊線上分別找出中間點， 

實驗四組 CD 片的驅蠅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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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將 CD 片依序換成鏡子、鋁箔紙、光滑的白紙，重複以上步驟。 

     

 

 

 

六、 實驗六：重複實驗五的步驟，將實驗物品依序換成水袋、凹透鏡、三稜鏡、放大鏡，

比較不同數量、不同距離的物品，驅蠅效果如何。 

     
 

於鐵架上層四邊各設定兩個定點，各點與左右兩點的距離 

皆維持 18 公分，實驗八組 CD 片的驅蠅效果如何 

 

將懸掛物品換成鏡子          將懸掛物品換鋁箔紙 

 

懸掛物品換成白紙 

 

將懸掛物品換成水袋           將懸掛物品換凹透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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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一、實驗設計變更前（實驗一），鳳梨皮、腐魚、麥芽糖、甲基丁香油，哪一種吸引蒼蠅

的效果比較好？ 

 

表一  實驗設計變更前（實驗一） 

不同物質對蒼蠅的吸引力比較 

 
 

我們發現，腐魚吸引蒼蠅的效果，遠遠超過其他三樣物品。實驗開始前 3 分鐘時，只有

甲基丁香油吸引到蒼蠅，4 分鐘後，只有腐魚可以持續吸引蒼蠅。 

 

 

 

 

 

 

 

 

將懸掛物品換成三稜鏡         將懸掛物品換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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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D 片、鏡子、鋁箔紙，這三種會反射光線的東西，哪一個驅蠅效果比較好？ 

 

表二  不同反射物品驅趕蒼蠅的效果比較 

 

     

腐魚吸引蒼蠅的效果最好，因此我們使用腐魚來進行後續實驗，而且鏡子驅趕蒼蠅的效

果，比 CD 片和鋁箔紙稍好。 

 

三、水袋、凹透鏡、三稜鏡，這三種會折射光線的東西，哪一個驅蠅效果比較好？ 

 

表三  不同折射物品驅趕蒼蠅的效果比較 

 

 

凹透鏡驅趕蒼蠅的效果，遠遠超過水袋和三稜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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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折射光線的東西和反射光線的東西，那一類驅趕蒼蠅的效果較好？ 

 

根據表二和表三的數據可以發現，折射物品驅趕蒼蠅的效果，比反射物品(單面)驅趕蒼蠅

的效果為佳。 

 

五、單張 CD 片、單面鏡、鋁箔紙、水袋、凹透鏡、三稜鏡等物品中，哪一個驅趕蒼蠅

的效果最好？ 

 

整體來說，以凹透鏡驅趕蒼蠅的效果最好，其次依序為水袋、單面鏡、單面 CD 片、三

稜鏡，而鋁箔紙驅趕蒼蠅的效果最差。 

 

六、實驗設計變更後（實驗四），鳳梨皮、腐魚、麥芽糖、甲基丁香油，哪一種吸引蒼蠅

的效果比較好？ 

 

表四  實驗設計變更後（實驗四）不同物質對蒼蠅的吸引力比較 

 

 

由表四的結果發現，實驗設計變更後（實驗四）與實驗設計變更前(實驗一)的結果一致，

腐魚吸引蒼蠅的效果，遠遠超過其他三樣物品。 

 

 腐魚吸引蒼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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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CD 片、鏡子、鋁箔紙、白紙等四種會反射光線的物品，與培養皿的距離越近，驅蠅

的效果會不會越好？ 

 

為了瞭解距離對驅蠅效果的影響，我們使懸掛物品與鐵架下層相距 10 公分，1 號和 3 號

培養皿距離兩側邊線為 5 公分和 41 公分，2 號培養皿距離邊線 23 公分，故 1 號和 3 號培養皿

與懸掛物品底部距離為 11 公分和 42 公分，2 號培養皿為 25 公分。若懸掛兩組物品時，2 號

培養皿的蒼蠅數量高於其它兩組培養皿，顯示懸掛物品距離培養皿超過 11 公分時，驅蠅的效

果會降低。 

 

表五  不同數量的「CD 片」驅趕蒼蠅的效果比較 

 

 

只有一組 CD 片時，以三號培養皿上蒼蠅的數量最多，表示 CD 片和培養皿之間的距離越

近，驅蠅效果越好，故 CD 片反射光線後的驅蠅效果，有一定的距離限制。兩組 CD 片時，雖

然 2 號培養皿蒼蠅的數量最多，但差異不明顯，應該是因為 CD 片數量為兩組時，光線仍會

在 CD 片之間反射的緣故。 

 

     

 
懸掛一張 CD 片時，          很明顯的 1 號培養皿蒼蠅最少， 

停留在三個培養皿上的蒼蠅數量不同            3 號培養皿上的蒼蠅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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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不同數量「鏡子」驅趕蒼蠅的效果比較 

 

 

只有一組鏡子時，以三號培養皿上蒼蠅的數量最多，表示鏡子和培養皿之間的距離越近，

驅除蒼蠅的效果越好。兩組鏡子時，停在三組培養皿上蒼蠅的數量幾乎沒有差異，可能是因

為鏡子反射光線的效果比 CD 片更好，所以蒼蠅數量沒有差異。 

 

表七  不同數量「鋁箔紙」驅趕蒼蠅的效果比較 

 

 

只有一張鋁箔紙時，三號培養皿上蒼蠅的數量最多，顯示鋁箔紙距離培養皿越近，驅蠅

的效果越好。兩張鋁箔紙時，雖然 2 號培養皿上蒼蠅的數量最少，但差異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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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不同數量「白紙」驅趕蒼蠅的效果比較 

 

 

只有一張白紙時，三號培養皿上蒼蠅的數量最多，但差異不明顯。兩張白紙時，2 號培

養皿上蒼蠅的數量最多，但差異仍不明顯。 

 

整體來說，產生反射光線的四樣物品中，CD 片、鏡子和鋁箔紙的結果與我們預期的一致，

懸掛物品的距離越近，驅蠅的效果越好，白紙雖也呈現類似結果，但差異不明顯。另外，研

究結果顯示，懸掛物品驅蠅範圍超過 11 公分時，驅蠅效果稍有降低，但差異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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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水袋、凹透鏡、放大鏡、三稜鏡等四種會折射光線的物品，與培養皿的距離越近，

驅蠅的效果會不會越好？ 

 

表九  不同數量「水袋」驅趕蒼蠅的效果比較 

 

 

只有一個水袋時，以三號培養皿上蒼蠅的數量最多，顯示水袋和培養皿的距離越近，驅

蠅效果越好。兩個水袋時，3 號培養皿上蒼蠅的數量明顯下降，另外，雖然 2 號培養皿上蒼

蠅的數量最多，但差異不明顯。值得討論的是，當懸掛八個水袋時，2 號培養皿上的蒼蠅數

量明顯高於 1 號和 3 號，這應該是因為水袋折射光線所能夠影響的範圍不廣，距離達到 25 公

分時，驅蠅的效果就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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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不同數量「凹透鏡」驅趕蒼蠅的效果比較 

 

 

只有一支凹透鏡時，以三號培養皿上蒼蠅的數量最多，且與 1 號培養皿差異明顯，顯示

凹透鏡與培養皿的距離越近，驅蠅效果越好。兩支凹透鏡時， 2 號培養皿上蒼蠅的數量最多，

而且差異明顯。 

 

 

表十一  不同數量「放大鏡」驅趕蒼蠅的效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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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十一的結果發現，不論是一支還是兩支放大鏡，蒼蠅的數量都很少，我們猜測是因

為放大鏡具有聚光效果，所以驅蠅的效果很明顯，幾乎沒有差異。 

     

 

 

 

 

表十二  不同數量「三稜鏡」驅趕蒼蠅的效果比較 

 

 

只有一個三稜鏡時，雖然 3 號培養皿上蒼蠅的數量最多，但差異不明顯。兩個三稜鏡時，

三個培養皿上的蒼蠅數量差異也不明顯。 

 

整體來說，產生折射光線的四樣物品中，水袋和凹透鏡的結果與我們所預期的一致，懸

掛物品的距離越近，驅蠅的效果越好，放大鏡和三稜鏡雖然也呈現類似的結果，但是差異不

明顯。另外，研究結果顯示，四種物品雖然都有 2 號培養皿蒼蠅數量最多的情形，但是只有

水袋和凹透鏡的驅蠅效果和距離有較明顯的關係。 

 

 

懸掛兩支放大鏡時，          懸掛四支放大鏡時 

還零星會有一、兩隻蒼蠅出現         視線範圍內根本看不到蒼蠅在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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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CD 片、鏡子、鋁箔紙、白紙等四種會反射光線的物品，數量變多會不會讓驅蠅的效

果變好？ 

 

由表五的結果發現，需要有八組的 CD 片，驅蠅效果才會比較明顯，這顯示八組 CD 片所

接收到的光線在我們的實驗架範圍內不斷反射，才會產生足夠大的驅蠅效果。 

 

由表六、表七及表八可以發現，鏡子的數量越多，驅蠅的效果越好。而鋁箔紙的數量不

會明顯影響驅蠅的效果，可能是因為鋁箔紙本身反射光線的效果就比鏡子和 CD 片差很多（而

且我們為了將鋁箔紙摺成平面，表面就產生了許多皺摺，也不利於光線的集中反射）。另外

白紙反射光線的效果很差，所以需要八張，驅蠅效果才會比較明顯提升。 

 

整體來說，產生反射光線的四樣物品中，只有鏡子與我們所預期的結果一致，數量越多，

驅蠅的效果越好，鋁箔紙要增加到四張時，效果才稍有差別，而 CD 片和白紙則是要增加到

八組時，驅蠅效果才會比較明顯。 

 

十、水袋、凹透鏡、放大鏡、三稜鏡等四種會折射光線的物品，數量變多會不會讓驅蠅

的效果變好？ 

 

由表九、表十、表十一及表十二的結果發現，水袋的數量越多，驅蠅的效果稍有提升，

但八個水袋的效果並不比四個水袋好。而需要有八支的凹透鏡，驅蠅效果才會比較明顯，因

為光線經過凹透鏡之後會發散，所以一定要數量足夠，才能發揮驅蠅效果。另外，雖然放大

鏡的數量越多，驅蠅的效果越好，但是以我們實驗架的大小來說，四支放大鏡所產生的效果

就足夠了。最後，三稜鏡的數量和驅蠅的效果沒有明顯的關係。 

 

整體來說，產生折射光線的四樣物品中，凹透鏡要增加到八組時，驅蠅效果才會比較明

顯，放大鏡、水袋和三稜鏡則是不會因懸掛物品的數量變多，使得驅蠅的效果變好，其中放

大鏡是因為驅蠅效果特別好，而水袋和三稜鏡則是由於驅蠅效果不佳所造成。  

 

陸、 討論 

一、在第一次進行吸引蒼蠅物品效果比較的實驗時，我們選擇資源回收場中蒼蠅最多的

地點放置實驗物品，但因為人來人往，所以停留在實驗物品上的蒼蠅常會被嚇走，

因此我們換了一個不會有人經過的地點進行後面實驗。但也因為這樣，雖然我們同

時進行了「無晃光」以及「晃光照射」的實驗，腐魚所吸引蒼蠅的數量，卻不能直

接進行比較。 

 

二、設計懸掛實驗物品的裝置時，我們考慮過各種可能性，包括用樂高積木架成類似起

重機的樣子，或是將衣架凹折成所需形狀，但是都不夠堅固。我們也曾經想用三腳

架來製作實驗裝置，但因為 CD 片面積太大，掛在兩根腳架中間時，不易晃動，所

以最後決定用木條及木板釘成 L 型的木架，比較堅固也可以維持足夠的空間，讓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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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物品不受限制的晃動。但後來發現，木架還是無法長時間承受水袋的重量，造成

吊掛時間越久，水袋離腐魚的距離越近，因此後續研究時，我們改進裝置，以增加

實驗裝置承受重量的穩定度。 

 

三、為了改善實驗一到實驗三中實驗裝置無法長時間承重的問題，我們去尋找適合的實

驗裝置，結果發現有四腳支撐的鐵架，符合我們實驗需求。賣場的鐵架有三種顏色，

為了不影響實驗結果，我們選擇黑色的鐵架，避免不必要的反光。同樣的，懸掛實

驗物品的繩子，選擇使用黑色鞋帶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 

 

四、在水袋晃光產生驅蠅效果的實驗中，從第 6 分鐘開始，腐魚吸引到的蒼蠅數突然歸

零，直到第 10 分鐘的時候，才有兩隻蒼蠅出現。我們猜測，可能是因為到第 6 分鐘

的時候，水袋重量的持續壓力使得高度變得較低，因此晃光的影響力變強，驅趕蒼

蠅的效果也變得比較好。所以如果有後續的研究，我們會考慮研究水袋吊掛高度與

驅蠅效果的關係。 

 

五、我們本來以為四種物品中，以甲基丁香油吸引蒼蠅的效果會比較好，但發現腐魚反

而比甲基丁香油更能吸引蒼蠅，那為什麼一般果農不用腐肉，而都用甲基丁香油來

誘捕蒼蠅呢？我們認為可能是因為腐魚、腐肉較能吸引蒼蠅，不太能吸引果蠅，而

甲基丁香油正好相反，而且腐魚、腐肉的氣味對我們人類來說也太臭了。此外由於

甲基丁香油很容易吸引雄性果蠅，果農只要降低雄性果蠅的數量，就能使雌性果蠅

較難找到繁殖的對象，可降低果蠅對農作物的危害，而不需使用腐魚、腐肉。 

 

六、甲基丁香油的誘引距離可達到 1000 公尺，而且屬於散播速度較快的揮發性物質，由

此可以解釋，為什麼在第一次的實驗中甲基丁香油能夠較快的吸引到蒼蠅，而鳳梨

皮、腐魚和麥芽糖都需要較多的時間方能將氣味散播開來，才有蒼蠅上門來取食。 

 

七、在我們改善實驗裝置前(實驗一到實驗三)所實驗的反射物品中，驅蠅效果最好的依次

是鏡子、ＣＤ片、鋁箔紙，探究原因，可能是因為材質不同所造成的。鏡子和ＣＤ

片之所以能夠反射光線，是由於背後都鍍了一層反射層，而且成分都是銀，以反射

率來說，銀比鋁高，所以鏡子和ＣＤ片的反光效果會比鋁箔紙好。再加上實驗過程

中，晃動和風吹的結果，會使鋁箔紙互相擦撞，造成表面無法維持平滑，驅蠅效果

也因此降低。而鏡子的反光效果之所以比ＣＤ片好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鏡子的材質

是玻璃，CD 片是塑膠，當光線射入接觸反射層前，由於玻璃的透光率比塑膠好，所

以會有較多的光線接觸反射層，而反射出的光線，也會因為玻璃的透光率較高，形

成有較多的光線通過，亮度也會較強。 

 

八、在改善實驗裝置前(實驗一到實驗三)的折射物品中，以凹透鏡的驅蠅效果最好，其次

是水袋，效果最差的則是三稜鏡。我們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凹透鏡能夠發散光線，因

此，在陽光的照射之下，光線影響的範圍變大，所以凹透鏡是所有實驗物品中，驅

蠅效果最好的。而水袋的驅蠅效果比三稜鏡好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水袋的體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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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折射光線的有效面積大，又呈現接近凸透鏡的形狀，比起三稜鏡來說，光線大

量的折射，使得水袋的驅蠅效果僅次於凹透鏡。三稜鏡的驅蠅效果很差的原因，可

能是因為光線經過三稜鏡後，射出的角度太散，無法集中，所以沒有辦法對蒼蠅造

成威脅。 

 

九、在改善實驗裝置前(實驗一到實驗三)折射物品的驅蠅效果比反射物品好的原因，可能

是因為這些實驗中所使用的反射物品，全都是單面反射，但是折射物品卻可以從四

面八方接收光線，並且在晃動後產生四處亂射的晃光，所以折射物品的驅蠅效果當

然會比反射物品的驅蠅效果來得好。在後續的實驗中，我們也確實針對這一點進行

了修正，將兩面鏡子、兩片ＣＤ粘在一起，露出亮面來產生反射光線，進行實驗。 

 

十、雖然我們發現在改善實驗裝置前(實驗一到實驗三)，所有的實驗物品中以凹透鏡的驅

蠅效果最好，但是一般商家都沒有人使用凹透鏡，而是使用ＣＤ片或者是水袋來驅

趕蒼蠅，一方面可能是因為ＣＤ片和水袋較容易取得，而且ＣＤ片的重量較輕，較

容易被風吹動產生晃光；水袋雖然不易被風吹動，但是因為效果比ＣＤ片好，而且

根據慣性的原理，水袋的重量較重，一旦被風吹動之後，搖晃的時間會比較久，所

以常常被商家拿來當做驅蠅的工具。另外，也可能是因為凹透鏡所產生的晃光雖然

很強，驅蠅效果很好，但是對人類來說，太過於刺眼，所以使用凹透鏡驅趕蒼蠅的

同時，也會把客人嚇跑，得不償失，當然沒有商家願意使用囉！另外，可能也有使

用便利性、吊掛便利性、成本及維護上的考量。 

 

十一、第二次進行實驗前，為了想要吸引更多的蒼蠅，我們前一天就到市場去，跟魚販

要了一些魚的內臟，並且悶在陽光下曬了一天一夜。實驗當天，天氣依舊晴朗，光

線充足，感覺上很熱，四周有很多蒼蠅飛來飛去，照理說應該會有較多蒼蠅停在腐

魚上，但是我們等了很久，遲遲沒有蒼蠅願意停留，只好打道回府。我們討論過後，

認為有可能是因為只有一天一夜的曝曬，魚內臟還沒有腐爛成為足夠吸引蒼蠅的腐

魚，味道散發不出來，所以蒼蠅不來，所以我們採用跟第一次實驗一樣的方法，將

冷凍庫中已經過期的魚肉，放在陽光下悶曬了一個星期，結果後來的實驗發現，真

的能夠吸引到較多的蒼蠅。 

     

 

 

 

魚內臟因為放置的時間不夠久，       過期魚肉加上一個星期的悶曬， 

對蒼蠅沒有吸引力           對蒼蠅真的比較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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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在實驗過程中，我們觀察到有很多蒼蠅會停在鐵架的鐵條上，而停在腐魚上的蒼

蠅數量反而很少，讓我們想到曾經在文獻中看過，過去有人做過實驗，發現蒼蠅比

較喜歡停在線上。他們將捕蠅紙上的黏性物質塗抹在電線上，改裝成捕蠅線，並且

經過實驗後證實，捕蠅繩比原來的捕蠅紙吸引到更多的蒼蠅，因此我們為了避免影

響實驗結果，將黑色雲彩紙鋪在鐵架的下層，遮住鐵條，蒼蠅就比較會集中在腐魚

上面，不被其它因素影響。 

 

十三、在「懸掛物品的距離越近，驅蠅效果是否越好」的實驗中，我們發現，不論是反

射還是折射的物品，數據結果都如我們所預期的一樣，離懸掛物品越近的培養皿，

蒼蠅的數量越少，但是有些物品的差異並不明顯。差異明顯的包括有 CD 片、鏡子、

鋁箔紙、水袋和凹透鏡；差異不明顯的則包括有白紙、放大鏡和三稜鏡。我們認為，

差異明顯表示驅蠅效果比較明顯，而差異不明顯則可能有兩個原因：一種是驅蠅效

果特別好，所以不論距離是 11 公分、25 公分還是 42 公分，蒼蠅都不敢接近，例如

放大鏡；另一種是驅蠅效果不好，所以即使只有距離 11 公分，蒼蠅還是不怕，敢大

膽的接近，例如白紙和三稜鏡。 

 

十四、在「懸掛物品驅蠅範圍超過 11 公分時，驅蠅的效果是否降低」的實驗中我們發現，

差異明顯的包括有水袋和凹透鏡；差異不明顯的則包括有 CD 片、鏡子、鋁箔紙、

白紙、放大鏡和三稜鏡。我們認為，差異明顯表示光線經過懸掛物品後所折射出來

的光線範圍不超過 11 公分，所以當懸掛物品從左右兩邊折射光線時，中間的培養皿

因為沒有太多的晃光照射，所以驅蠅效果不好。而差異不明顯則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種是因為原本的驅蠅效果就不好，所以不論距離多遠，晃光的效果都不佳，例如

白紙和三稜鏡；一種是原本的驅蠅效果超強，所以即使距離超過 42 公分，晃光的效

果還是很好，例如放大鏡，再加上這些物品之間的光線反射，我們用肉眼並無法分

出明顯的差異。這些光線加乘效果的理論超過我們所能理解的知識範圍，所以沒有

辦法討論，希望將來有機會學到更深的學問時，能夠繼續進行研究，解答這個問題。 

 

十五、在「懸掛物品的數量越多，驅蠅效果是否越好」的實驗中，我們發現有三樣物品

的數據所呈現的驅蠅效果與其他前面的實驗結果不完全相同，分別是水袋、白紙和

鋁箔紙。這三樣物品都有共同的特質：太輕或太重。我們認為，水袋是因為懸掛八

個時重量過重，所以以我們的力量不太能讓它像其它實驗物品一樣搖晃得起來，所

以晃光的效果不好。從實驗數據上看來，也發現當懸掛八個水袋時，中間的培養皿

蒼蠅數量明顯較多，懸掛四個水袋時卻沒有這種情形；白紙和鋁箔紙則是因為過輕，

所以當風大的時候，晃動幅度的會較大，影響的範圍也會增加，而風卻是我們無法

控制的因素之一。將來如果有機會進行相關或後續的研究時，我們會考慮讓所有的

懸掛物品維持一樣的重量，減少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 

 

十六、原本我們想要在改善實驗設計後，對所有的懸掛物品再進行一次驅蠅效果的比

較，結果卻發現，在不同的日子去實驗場所進行實驗，蒼蠅的數量會不一樣。因為

對所有的生物來說，牠們的本能會引導牠們在不同的時間、陽光、溫度、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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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下進行覓食或產卵，所以當我們的實驗所需的時間較長時，很容易造成實驗數

據有差異，使所有的實驗結果不能互相比較。將來如果有機會進行相關或後續的研

究時，我們會考慮自己抓蒼蠅到室內實驗，一方面可以減少一些影響實驗結果的因

素，另一方面不用再因為天氣不穩定而影響實驗進行的步調，這樣就可以在最短的

時間內完成實驗，不用怕蒼蠅因為生物本能產生數量變化而影響實驗數據。 

 

十七、雖然我們最後沒有針對八樣懸掛物品的驅蠅效果進行比較（因為進行實驗的日期

和時間有些是不相同的），但是從各個實驗的結果中我們很容易就推論出來，放大鏡

是驅蠅效果最好的物品。這應該是因為放大鏡具有聚光的效果，所以當光線射進放

大鏡時，會集中在一起，所以光線非常的強烈，使蒼蠅很難靠近。在實驗過程中我

們也發現，當懸掛四個放大鏡時，不只腐魚上沒有停留蒼蠅，就連鐵架周圍的視線

範圍之內，我們也完全看不到任何一隻蒼蠅的蹤影。 

 

柒、 結論 

一、在鳳梨皮、腐魚、麥芽糖、甲基丁香油等四種物品之中，以腐魚吸引蒼蠅的效果最

好，但是一般果農在防治蒼蠅時，仍會使用甲基丁香油來進行誘殺，一方面是因為

腐魚、腐肉的味道太臭，會讓人類受不了，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甲基丁香油可以降低

雄性蒼蠅的數量，長期來說，防治的效果較好。 

 

二、在 CD 片、鏡子、鋁箔紙，這三種會反射光線的物品中，鏡子的驅蠅效果較好，CD

片第二，鋁箔紙最差，主要是因為鏡子和ＣＤ片反射光線的效果優於鋁箔紙的關係。 

 

三、在水袋、凹透鏡、三稜鏡，這三種會折射光線的物品中，以凹透鏡的驅蠅效果最好，

其次是水袋，效果最差的則是三稜鏡，可能是因為凹透鏡能夠發散光線，驅蠅的範

圍最大，而水袋同時有折射和反射的功能，有效折射面積又大，所以驅蠅效果比三

稜鏡好。 

 

四、雖然我們因為更改了實驗物品放置的位置，無法直接比較有晃光和沒有晃光的時

候，蒼蠅的數量是否有差異，但是在實驗中也發現，晃光的效果越強，蒼蠅的數量

就越少，因此我們可以推論，蒼蠅的複眼會害怕晃光的刺激，也就是說，晃動的光

線確實可以對付蒼蠅。 

 

五、不論是反射還是折射的物品，數據結果都大致呈現培養皿離懸掛的物品越近，驅蠅

的效果越好的現象。但其中差異明顯的是 CD 片、鏡子、鋁箔紙、水袋和凹透鏡；

差異不明顯的有白紙、放大鏡和三稜鏡。 

 

六、所有懸掛物品中，只有鏡子明顯的呈現出數量越多，驅蠅效果越好的情形，其它物

品則會因為本身驅蠅的效果明顯或不明顯，而呈現不同的結果，因此必需設計更適

合的實驗程序，才能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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