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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了解螞蟻的分工,這次我們

選擇了日常生活較常見的小黃家蟻(又名法老蟻),

經過多次觀察與實驗之後得知甜酸苦辣四種口

味中,以甜味最受蟻類歡迎,而且蟻群有著嚴格的

分工,如工蟻只負責食物/開發的部份,兵蟻則只負

責守護部份等。另外,我們也測試了一些坊間流傳

的天然驅蟻方法,希望以較溫和的方法驅趕螞蟻,

減少對牠們的傷害。當中以蒜蓉粒和蒜蓉水最有

效，這些天然驅蟻方法的製法簡單,而且比化學驅

蟻劑便宜和環保,既能驅趕螞蟻,又不會把螞蟻至

諸死地,使人類與螞蟻能和平共存。 

(1)研究動機 

小時候,母親時常提醒我們,不要把食物留下,以

免＂惹蟻＂。這引起了我們不少疑惑,究竟螞蟻最

愛吃什麼?究竟牠們怎樣得知食物在何處?牠們

如何分工?我們又有什麼方法能驅趕牠們呢?因

此,我們就以上 4 大問題,設計了 4 個實驗來消除

我們的疑惑,讓我們可以更了解螞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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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言 

名稱: 小黃家蟻,又名法老蟻 

學名:Monomorium Pharaonis 

 

(圖 2.1 ) 

界：動物界(Animalia) 

門：節肢動物門(Ａrthropoda) 

綱：昆蟲綱(Insecta) 

目：膜翅目(Hymenoptera) 

科:蟻科(Formicidae) 

亞科：家蟻亞科(Myrmicinae) 

屬:單家蟻屬(Monomorium) 

外貌特徵:工蟻體長2.2mm-2.4mm,體淺黃色,有時

帶紅色。 

 

p.3 



生態習性:分佈於世界各地,原產於非洲,偶爾會叮

咬人,對溫度敏感。 

類似實驗:某小學5年級的王弘瑞同學,於1990年

11月23日在他的廚房流理台放了四塊

分別沾有辣油、酒、醋、鹽水的麵包，

可是擺了三天他們都不來吃，倒是殘

留在流理台上柳丁汁爬滿螞蟻，所以

證明螞蟻不喜歡吃沾有辣、酒、醋、

鹽水的東西，對有甜為的食物興趣最

高。 

 

 

 

(3)研究目的 

(一) 觀察蟻類的生活習慣和分工 

(二)觀察小黃家蟻最愛的味道 

(三)那種天然驅蟻方法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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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過程和方法 

實驗1:  

簡介:我們為了觀察小黃家蟻的生活方式,了解牠

們的分工,我們買了一個人工蟻巢,以便我們觀察

工蟻與兵蟻的工作。 

日期:3月23日及24日 

時間:下午4:00至5:30 

過程:我們首先在3月23日於學校學生會外的草叢,

捉了1隻小黃家蟻(兵蟻),把牠放進人工蟻巢內。

在3月24日,我們又於學校學生會外的草叢捉了4

隻小黃家蟻(工蟻),把牠們放進人工蟻巢內,藉此

觀察牠們的分工。 

儀器:人工蟻巢x1 

    小黃家蟻(工蟻)x4 

    小黃家蟻(兵蟻)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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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製作人工蟻巢的過程) 

         

 
(圖4.1.2 人工蟻巢完成) 

實驗2: 

日期:3月23日 

時間:下午4:00-6:30 

過程:首先,我們把一個長方形的膠盒,用紙皮劃分

成4條線道,把4種天然驅蟻物料放在線道的不同

位置,分別是蒜蓉水、辣椒水、花椒、燒焦了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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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粉,在每條線道的最尾位置,放了1g的冰糖來吸

引螞蟻,每條線道都放有3隻螞蟻在起點(線道的

最頭位置),藉觀察螞蟻停頓的位置來得知那種驅

蟻物質最有效。我們還用了透明的保鮮紙封了膠

盒的頂部以便觀察。 

儀器: 小黃家蟻(工蟻)x5 

      長方形的膠盒x1 

紙皮(少量) 

棉花x8 

滴管x2 

      燒杯x2 

      刀、鉆板、電子秤(各1) 

天然驅蟻物料: 蒜蓉水、辣椒水、花椒、燒焦了

的蛋殼粉 

(圖4.2.1 蒜蓉水的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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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 辣椒水的製作過程) 

 

�    

(圖4.2.3 花椒)    (圖4.2.4 冰糖) 

           

(圖4.2.5 燒焦了的蛋殼粉的製作過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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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2.6 完成樣貌) 

起點  

 

實驗3: 

日期:3月31日 

時間:下午4:00-7:30 

過程:首先,我們在一個長方形的膠盒的4個角位,

擺放了4種食物,分別是甜味的冰糖、鹹味的幼

鹽、酸味的沙律醬及辣味的芥末醬。然後把5隻

小黃家蟻(工蟻)放在膠盒的中間,觀察螞蟻去各

食物的次數,從而得知螞蟻最喜愛的味道。另外,

我們汲取了實驗2失敗的教訓,在長方形膠盒的四

邊都塗上一層食油,以防止螞蟻攀爬四邊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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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長方形的膠盒ｘ１ 

   小黃家蟻(工蟻)ｘ５ 

   紙張ｘ４ 

不同味道的食物： 

冰糖（甜） 

幼鹽（鹹） 

沙律醬（酸） 

芥末醬（辣） 

 (圖4.3.1 完成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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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4: 

日期:3月29,30,31日 

時間:下午4:00-7:30 

過程:我們把1個正方形的膠盒分成9格,每格的入

口大小圴相同,中間的格內放有5隻小黃家蟻(工

蟻),根據實驗3的結果,我們得知螞蟻最愛吃甜的

東西,所以我們在其餘8格則放有1g的冰糖在水瓶

蓋內以吸引螞蟻。另外,每格有不同的天然驅蟻物 

料圍著水瓶外,以阻止螞蟻進食水瓶蓋內的冰

糖。藉觀察螞蟻進入各格的次數來決定那種天然

驅蟻物料最有效。我們還在長方形膠盒的四邊都

塗上一層食油,以防止螞蟻攀爬四邊逃走。可惜,

食油只能短暫地阻止螞蟻攀爬四邊逃走,5小時後,

盒內的螞蟻仍是逃脫了,因此實驗裝置的設計仍

有待改進。 

儀器:正方形膠盒x1 

     小黃家蟻(工蟻)ｘ５ 

     水瓶蓋x8 

     棉花x2 

滴管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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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杯x2 

     電子秤x1 

天然驅蟻物料: 

蒜蓉水、辣椒水、花椒、燒焦了的蛋殼粉、蒜蓉

粒、新的橡皮圈、蛋殼、芥末 

 

  

(圖4.4.1 完成後的樣貌) 

 

 

(5)結果 

 

實驗1:過了1天,我們發現小黃家蟻(兵蟻)不會在

人工蟻巢內往下築巢。加入小黃家蟻(工蟻)

後,工蟻開始在人工蟻巢內挖出一條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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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工蟻挖出的通道) 

 

由此可見,工蟻和兵蟻之間的工作分明,只會做

自己份內之事,不會做別的工作。就如工蟻只負責

食物/開發的部份,兵蟻則只負責守護部份。 

實驗2: 

由於螞蟻能攀爬膠盒的邊及紙皮上,以避過線道

中天然驅蟻物料的阻礙,所以是次實驗未能成功

測出4種天然驅蟻物中那種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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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3: 

食物(味道) 到達次數: 

冰糖（甜） 高於25次 

幼鹽（鹹） 約15次 

沙律醬（酸） 少於10次 

芥末醬（辣） 少於6次 
   (表1 螞蟻到達測試食物的次數) 

 

從以上數據得知,螞蟻較喜歡冰糖,到冰糖的次

數最多,逗留的時間亦較長,因此能推斷螞蟻最

喜歡的味道是甜味。而螞蟻到芥末醬的次數最

少, 可見螞蟻不喜歡辣味或帶有刺激性味道的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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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4: 

       

 

 

 

 

 

 

 

 

 
(表2 螞蟻到達天然驅蟻物的次數) 

從圖表中數據得知,螞蟻進入蒜蓉水及蒜蓉粒格

內次數最少,不足3次,可見以蒜蓉驅趕螞蟻的效

果最顯著。而最無效的則是燒焦了的蛋殼粉和新

的橡皮圈,螞蟻進入的次數約高達10次。 

我們可將以上8種天然驅蟻物料按其效果由好至

壞順序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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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驅蟻物質: 到達次數: 

蒜蓉水 只有1次 

辣椒水 約6次 

花椒 約3次 

燒焦了的蛋殼粉 約10次 

蒜蓉粒 只有2次 

新的橡皮圈 約9次 

蛋殼 約7次 

芥末 約4次 



蒜蓉水蒜蓉粒花椒芥末辣椒水蛋殼

新的橡皮圈燒焦了的蛋殼粉 

以上8種天然驅蟻物料效果只是從實驗4中推斷

出來,如果想更準確地得知以上天然驅蟻物料效

果如何,可把天然驅蟻物料直接放在蟻巢的旁邊,

觀看螞蟻的舉動,看看牠們會否變得驚慌,及會否

因此而搬離原來的蟻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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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感想: 

在這次比賽中,我們需要自己設定考察的對象,研

究的主題和形式等,當中已有不少困難。例如: 考

察的對象容易找嗎?在什麼地方可以找到呢? 定

了研究的方向後,我們又要自己設計研究的方法,

尋找不同的資料,還要親自設計並製造一些實驗

的用具等,所以這次比賽的確能給我們一些很好

的經驗。在這次研究中除了讓我們更了解有關在

日常生活中常見的小黃家蟻的生活習性,喜好和

一些天然驅蟻方法外,我們還學到如何「屢敗屢

戰」,從錯誤中汲取教訓,把實驗變得更完美。事

實上,實驗結果並不是我們想像中的完美,這些不

理想的實驗結果往往會令我們感到失望和灰心,

但這正是大自然的特別之處,出符意料之外的結

果才是我們真正要探究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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