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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解食蚊魚對污水及其他水質的生存能力，過程中會進行調查式和實驗

式探究。利用化學測試，例如酸鹼度測試和鹽度測試來檢測生長環境中的非生

物因子以進一步推測食蚊魚在不同水質的生存能力和抗污染能力。另外提供不

同地方的水樣本及同種水草所製造的生長環境，觀察不同的水質對食蚊魚生存

能力的影響。同時，進一步探究不同自行製定污水的對食蚊魚食量的影響，提

供同一種水質的水樣本與其他污染物混和造成的實驗裝置，並把相同數量的紅

蟲給予生存在不同污染環境下的食蚊魚，觀察其食量的改變。 

探究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了解不同水質對食蚊魚生存能力的影響，

第二階段為比較不同污染環境下食蚊魚的抗污染能力，及污染環境對食蚊魚食

量的改變。 

第一個階段的結果顯示，在不同水質的水樣本生存環境中，河水和溪水皆

能保持大部分的食蚊魚生存數目。而河水和溪水內的含氧量較高和酸鹼值偏中

性，提供有利條件以助食蚊魚成功生存。自來水和海水兩者的含氧量較低，自

來水和海水的酸鹼值偏酸，在海水和自來水的生長環境中只能保持少部分的食

蚊魚生存數目或甚至沒有。這顯示食蚊魚對於河水和溪水的生存能力頗佳，所

以食蚊魚較適應生存於河水和溪水。 

第二個階段的結果顯示，在不同污染情況下的溪水的生長環境中，食蚊魚

未能在含洗手液或醋酸的環境下生存。而在食量的實驗中，含有泥砂的實驗裝

置內，食蚊魚攝食紅蟲的數量較含有油的實驗裝置的為多。而含有泥砂的實驗

裝置與食蚊魚原本生活的環境相對較相似，證明食蚊魚在原本環境中的食量和

生存能力較佳，亦容易受少量污染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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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本組雖然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大自然生物不多，但仍對於大自然的生物

感到莫大的興趣，希望透過這次比賽來接觸和探究自然界中生物的奧祕。參考

早前新聞報導，環境保護署為了控制蚊患，於香港不同河段內引入食蚊魚，以

遏止蚊子的滋長。然而，食蚊魚屬外來物種。牠會與本地原生物種競爭生存環

境及食物，對本地生態系統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從戶外考察過程

中，發現不是所有河溪皆有引入食蚊魚。使本組思考在何種水質下食蚊魚才能

有利生存，以協助解決蚊患。因此，本組便將實驗對象設定為食蚊魚。 

由於食蚊魚只在特定的河段才會出現，因此，在設計實驗時，階段一會先

考慮以不同水質了解對食蚊魚生存的影響。利用量化性研究，先量度不同水質

的物理因素，再量度食蚊魚在不同水質下的生存數目，以了解水質與食蚊魚生

存的關係。繼而，進行階段二實驗。階段二實驗目的是了解食蚊魚在同一水樣

本中的抗污染的能力及其食量。利用階段一較適合食蚊魚生存的水樣本作基礎

生存條件，提供不同種類的污染物與其混和，放置食蚊魚後並量度其生存數

目，以得知其抗污染的程度。繼而，提供相同份量的魚糧予食蚊魚並量度其攝

食數目，以分析其食量與環境污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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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甚麼是食蚊魚 

參考香港生物多樣性數據庫(2012)，食蚊

魚 (Gambusiaaffinis) 屬於鱂科，原生於美

洲，最初引進香港幫助滅蚊，現已引進世界各

地。身軀粗壯的小魚，型態與熱帶孔雀魚相近，

雄魚遠比雌魚細小。這個品種吻部頂生，尾部

圓渾。背部一般為暗灰色，至腹部漸轉淡白。

成熟的雄魚臀鰭演化為生殖管。 

食蚊魚常見於植物生長的池塘與湖，溪流

的滯水區與靜止的水潭或半鹹水水域。屬雜食

性，以浮游動物、小的昆蟲與碎屑為食，對 

消滅瘧蚊及其他蚊子的幼蟲有一定效用，耐污 

染，適應力強，繁殖能力高。 

2.1怎樣的環境適合食蚊魚生存 

在不同水生環境中都有不同的魚類生存，而水是魚類生存必要的非生物因

子。在曹公潭河流的考察地點能成功找到食蚊魚，這代表曹公潭河流含有某些

因素有利於食蚊魚生存。若能找出這些有助食蚊魚生存的有利因素，便能得知

食蚊魚的最適生存環境，並有助食蚊魚引入到更多生境之中。 

為了解這些有利因素，本組會收集四個地方的水樣本以進行實驗，分別是

曹公潭河水、自來水、溪水和海水。下表顯示不同水樣本的成分： 

水樣本 收集地點 成分 

1.曹公潭河水 曹公潭 大量微生物、礦物質等 

2.自來水  本校 少量微生物、微量雜質 

3.溪水 蝴蝶灣 大量微生物、礦物質等 

4.海水 蝴蝶灣 大量微生物、礦物質、鹽分等 

表 1.不同水樣本的成分表 

除了成分，亦會利用酸鹼度測試、溶氧量測試、鹽度測試以了解不同水質

的物理因素，繼而在後段進行分析。 

   

圖 2.酸鹼度測試之工具      圖 3.不同水樣本的實驗裝置 

 

圖 1.曹公潭拍攝的食蚊魚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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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察及採集數據 

3.1考察地點介紹 

是次考察地點為荃灣曹公潭下游，曹公潭下游可沿引水道步行到達。下游

部分河床較淺，最深處約 1.5米，水流較緩慢之地開始發現食蚊魚。 

3.2食蚊魚生境 

在水流緩慢和較淺水的地方會發現較多食蚊魚，河床滿佈青苔、泥砂。由

觀察可見，發現河水中有少量膠管和垃圾被棄置，從而推斷河水已受到污染。

在下游位置，有很多大石形成很多間隙供食蚊魚躲藏。 

       

圖 4.進行戶外考察之路段            圖 5.荃灣曹公潭下游 

(圖取自中原地圖網站) 

 

在三次的考察中，荃灣曹公潭下游地方平均所錄得的物理因素如下： 

 觀察日期 

觀察項目 2012年 2月 19日 2012年 2月 26日 2012年 2月 27日 

溪流情況 
被陽光直接照射，位於下游，流速緩慢， 

流量多，有大量大型石頭 

天氣溫度 12.3°C – 17.9°C 13°C - 14.9°C 11.3°C – 12.8°C 

濕度 56 – 80% 77 – 95% 80-88% 

風向 東北風 東北風 東北風 

表 2.於考察時食蚊魚生境的物理因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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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考察日程 

是次研究一共進行四次戶外考察，詳見下表： 

考察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1 2012年 1月 29日 
8:30AM- 

4:00PM 
大埔滘自然護理區 

 尋找食蚊魚 

2 2012年 2月 19日 
9:00AM- 

2:00PM 
荃灣曹公潭下游 

 收集物理因素

數據 

 記錄生境要素 

 收集樣本 

(食蚊魚) 

3 2012年 2月 26日 
10:00AM- 

12:00PM 
荃灣曹公潭下游 

 收集樣本 

(食蚊魚、 

溪水、泥土) 

4 2012年 2月 27日 
9:00AM- 

12:30PM 
荃灣曹公潭下游 

 收集樣本 

(食蚊魚、 

溪水、泥土) 

表 3.考察日程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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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不同水樣本的實驗裝置 

 

4.實驗設計原理 

階段一 食蚊魚在不同水質的生存能力 

 

甲‧如何設置實驗時食蚊魚的生存環境？ 

為了測試適合食蚊魚的生存環境，此實驗會透過在指定時間內在不同已設

定的水樣本中養殖食蚊魚，最後以食蚊魚最後的生存數目的多少從而了解何種

水樣本更適合食蚊魚生存。因此，在實驗中只會改變養殖食蚊魚的水質。而其

他因素如：食蚊魚數量和水藻種類和數量等則不變，控制變項是水樣本的份

量、水藻數目和種類、食蚊魚的數目等。而獨立變項則是養殖食蚊魚的水質，

食蚊魚的生存會因應水質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所以食蚊魚最後的生存數目是這

次實驗的應變項。而實驗過程須將少量的食蚊魚帶離郊外環境，才能進行長時

間觀察。待實驗完結後，會將食蚊魚放回，以減少對生態的影響。 

 

乙‧怎樣揀選進行實驗用的食蚊魚？ 

揀選食蚊魚方面，主要考慮食蚊魚的成熟程度。 

本組選擇選取較成熟的食蚊魚進行實驗。原因是較幼

嫩的食蚊魚於活躍生長階段，對外在環境的改變較敏

感。若果由郊外環境遷移到實驗環境，些微的生境變

化對於幼嫩的食蚊魚都有較大影響。即使生長環境可

能適合食蚊魚生長，也會因為其敏感程度也影響實驗

之準確性。根據香港水族網（2010）資料，成熟食蚊

魚長度可達 4cm。所以，在揀選上，通常選取長度較接

近 4cm 的食蚊魚即較成熟的食蚊魚作是次實驗之用。

而這次實驗所用的食蚊魚均若 3cm。 

 

丙‧怎樣揀選進行實驗用的水樣本？ 

由於本組期望利用不同的水樣本以測試適合食蚊魚的生存環境，所以如何

選取不同的水樣本是重要的考慮因素。是次實驗，透過利用曹公潭河水、蝴蝶

灣溪水、蝴蝶灣海水和自來水，營造四種不同水質的生存環境。而每種水樣本

的選擇皆有原因。 

第一，選用曹公潭河水。曹公潭河水是在食蚊魚居住生境所取因此應該是

有利食蚊魚的居住環境，因此會以此為標準再和不同水質比較判斷水質對食蚊

魚生存的影響。 

第二，選用蝴蝶灣溪水。食蚊魚在溪水生活，為了探討其他溪水是否同樣

適合食蚊魚居住而選用和曹公潭河水相似的溪水。蝴蝶灣溪水較近學校即進行

實驗的地方，因此是次實驗所選同的河水會使同蝴蝶灣溪水以方便日後收集水

樣本。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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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枱燈放置的位置圖 

第三，選用蝴蝶灣海水。蝴蝶灣海水的成分與曹公潭河水不同，根據泉州

教科研網(2012)資料所指食蚊魚適合生活於鹹淡水，所以為探討食蚊魚能否在

鹽度高的海水下生活而選用蝴蝶灣海水。 

第四，選用自來水。自來水經過濾水廠處理，當中原水會進行消毒及調節

酸鹼度，令自來水的酸鹼度接近中性並沒有太多微生物存在水中所以自來水相

對較潔淨。為了探討食蚊魚能否在中性水質和較少微生物的環境下生存，因此

選用自來水。 

實驗期間，每種水樣本會先量度酸鹼度、溶氧量、鹽度以取得物理因素的

數據作日後對食蚊魚生存影響的分析。 

 

丁‧如何保持其他生長環境因素不變？ 

階段一之實驗中，唯一變項養殖食蚊魚的水質不同，所以其他生長環境因

素必須保持不變。由於水溫度、氧氣量和光強度等都會影響食蚊魚的存活，所

以是次實驗選擇將食蚊魚置於相同水溫度、氧氣量和光強度中，目的是為了將

以上因素維持在較穩定的狀態。 

第一，水溫。所有的實驗裝置都會置於相同的地點，因此周圍環境溫度會

較相近差距較少。另一方面，在距離每個實驗裝置 50cm 的位置皆會放置一盞

枱燈，放置枱燈的位置一致而且所使用的枱燈的瓦特都是 60W。所以每個裝置

的受熱程度相若，所以水溫的差異不大令水溫得以保持。 

第二，氧氣量。有實驗裝置放置的水藻數目和種類都相同而且亦有同等的

光度照射，因此水藻進行光合作用的速率相若所以水藻釋出的氧氣量也相若，

令到水中氧氣量差異減少從而控制各裝置中的水中氧氣量。 

第三，光強度。每個實驗裝置 50cm 的位置皆

會放置一盞枱燈而且枱燈的瓦特都是 60W，因此每

個裝置周遭的光強度相同。由此盡可能提供較佳的

生長環境，避免上述因素成為食蚊魚生長的限制因

素。而階段一之實驗將維持一星期。  

 

戊‧如何為食蚊魚提供氧氣？ 

氧氣是食蚊魚不可缺少的生存要素，因此在實

驗裝置中每個魚缸皆會放置水藻以提供氧給食蚊魚而枱

燈則是提供穩定的光能給水藻進行光合作用以釋出氧。另外，防止晚上因沒有

光讓水藻進行光合作用釋出氧給食蚊魚，所以枱燈會 24小時開啟。 

 

己‧如何在實驗過程定時換水？ 

因為缺乏濾水器未能把紅蟲和食蚊魚的排泄物清理，會使水質受上述物質所

影響而令數據不準確。為了解決問題，每日會定時換水一次以確保食蚊魚在清潔

的環境下生長而所更換的水皆為相同的水樣本以避免換水令魚不適應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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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每個裝置所放的紅蟲 

階段二 測試污染性對食蚊魚的影響 

 

甲‧如何進行抗污染能力測試？ 

環境污染能影響食蚊魚的生存能力。根據本組觀察，並不難發現食蚊魚的

生境也有不同情況的環境污染及破壞。基於此觀察，實驗期望透過模擬不同種

類的污染以測試食蚊魚在這些環境下的抗污染能力，繼而得知食蚊魚的抗污染

能力。在階段二的測試會設置五個實驗裝置，同樣加入蝴蝶灣溪水，但基於本

組在食蚊魚生境的觀察，加入不同種類的污染物，包括泥砂、洗手液、醋酸和

油(再加一項只有河水的對照實驗)。透過模擬與曹公潭周遭環境相近的污染狀

況，觀察和比較各種生存環境對食蚊魚的生存數目及食量的影響。而製作不同

環境情況裝置的方法參考本報告之實驗步驟部分。 

 

乙‧如何量度食蚊魚的食量？ 

由階段一實驗的觀察可見，食蚊魚攝食紅蟲的情況均是整條吃下，因此在

階段二的食量測試中會在 30分鐘內於每個裝置中均放入 20條紅蟲給食蚊魚攝

食，過程中會進行錄影，最後計算每裝置的食蚊魚

共攝食了多少條紅蟲，以代表食蚊魚之食量。 

 

丙‧如何設置實驗的適應期？ 

進行階段二的實驗，每個實驗裝置皆會有一天

的時間作適應期，讓食蚊魚能夠先適應不同的環

境，再進行接下來的食量測試，以增加實驗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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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實驗工具及步驟 

5.1 階段一 食蚊魚在不同水質的生存能力 
實驗工具 數量 材料 數量 

100mL燒杯 3個 蝴蝶灣溪水 450mL 

1000mL燒杯 4個 蝴蝶灣海水 450mL 

pH計 1部 曹公潭河水 450mL 

溶氧量計 1部 自來水 450mL 

鹽度計 1部 去離子水 500mL 

  食蚊魚 24條 

表 4.階段一實驗工具及材料表 

預備水樣本 

1. 先將 4個燒杯標籤為樣本 1、樣本 2、樣本 3和樣本 4。  

2. 將 50mL的蝴蝶灣海水倒進樣本 1，50mL的蝴蝶灣溪水樣本 2、50mL 

   的曹公潭河水樣本 3和 50mL的自來水倒進樣本 4中。  

量度 pH值 

實驗步驟： 

1. 利用去離子水清洗 pH感應器。 

2. 把感應器放進載有 50mL的樣本 1的燒杯中，並攪拌一分鐘。 

3. 觀察數字變化，直至讀數停止跳動。然後記錄數據於表 5。 

4. 重覆步驟 3兩次，以獲得共三次同一樣本讀數。 

5. 分別用樣本 2、樣本 3、樣本 4重複步驟 1-4各一次。 

6. 利用三次所得的數據計算其平均值並記錄於表 5。 

量度溶氧量 

實驗步驟： 

1. 利用去離子水清洗溶氧計。 

2. 把感應器放進載有 50mL的樣本 1的燒杯中，攪拌一分鐘。 

3. 觀察數字變化，直至讀數停止跳動。然後記錄數據於表 6。 

4. 重覆步驟 3兩次，以獲得共三次同一樣本讀數。 

5. 分別用樣本 2、樣本 3、樣本 4重複步驟 1-4各一次。 

6. 利用三次所得的數據計算其平均值並記錄於表 6。 

量度鹽度 

實驗步驟： 

1. 利用去離子水清洗鹽度計。 

2. 把感應器放進載有 50mL的樣本 1的燒杯中，攪拌一分鐘。 

3. 觀察數字變化，直至讀數停止跳動。然後記錄數據於表 7。 

4. 重覆步驟 3兩次，以獲得共三次同一樣本讀數。 

5. 分別用樣本 2、樣本 3、樣本 4重複步驟 1-4各一次。 

6. 利用三次所得的數據計算其平均值並記錄於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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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值  

樣本 類別 第一次量度 第二次量度 第三次量度 平均值  

1 蝴蝶灣海水     

2 蝴蝶灣溪水     

3 曹公潭河水     

4 自來水     

表 5.各水樣本的 pH值表 

 

溶氧量(mg/L)  

樣本 類別 第一次量度 第二次量度 第三次量度 平均值  

1 蝴蝶灣海水     

2 蝴蝶灣溪水     

3 曹公潭河水     

4 自來水     

表 6.各水樣本的溶氧量表 

 

傳導性  鹽度

(0/00)  
樣本 類別 第一次量度 第二次量度 第三次量度 平均值  

1 蝴蝶灣海水      

2 蝴蝶灣溪水      

3 曹公潭河水      

4 自來水      

表 7.各水樣本的傳導性和鹽度表 
*1
全部數據皆準確至小數後兩個位。 

*2
平均值的計算方法︰(第一次量度+第二次量度+第三次量度)/3 = 平均值 

 

比較食蚊魚在不同水質下的生存能力 

1. 將 6條食蚊魚分別放置於水樣本 1、水樣本 2、水樣本 3和水樣本 4中。 

2. 實驗期為四天，每天定時 4:00PM將 4g紅蟲放在各水樣本中讓食蚊魚攝食。 

3. 每天分別定時記錄溫度變化、食蚊魚的生存和死亡數目於表 8、表 9、表

10、表 11。 

實驗期 溫度(
。
C)  第一日放置數目(條) 生存數目(條) 死亡數目(條) 

第一日     

第二日     

第三日     

第四日     

表 8.樣本 1(蝴蝶灣海水)在實驗四日內的溫度、食蚊魚的生存數目和死亡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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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期 溫度(
。
C)  第一日放置數目(條) 生存數目(條) 死亡數目(條) 

第一日     

第二日     

第三日     

第四日     

表 9.樣本 2(蝴蝶灣溪水)在實驗四日內的溫度、食蚊魚的生存數目和死亡數目 

 

實驗期 溫度(
。
C)  第一日放置數目(條) 生存數目(條) 死亡數目(條) 

第一日     

第二日     

第三日     

第四日     

表 10.樣本 3(曹公潭河水)在實驗四日內的溫度、食蚊魚生存數目和死亡數目 

 

實驗期 溫度(
。
C)  第一日放置數目(條) 生存數目(條) 死亡數目(條) 

第一日     

第二日     

第三日     

第四日     

表 11.樣本 4(自來水)在實驗四日內的溫度、食蚊魚的生存數目和死亡數目 

 

5.2階段二 食蚊魚在同一水樣本中的抗污染程度及其食量 

實驗工具和材料 數量 實驗工具和材料 數量 

1000mL燒杯 4個 蝴蝶灣溪水 7700mL 

溫度計 4支 急凍紅蟲 120條 

25 cm
3 
量筒 1個 食蚊魚 20條 

魚網 1個 滴管 1支 

鐵架和鉗 4套 攝子 1個  

計時器 1個 移液管 2支 

攝錄機 3部   

表 12.階段二實驗工具及材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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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階段二的實驗裝置 

實驗裝置預備及讀取 pH值 

稀釋洗手液 

1. 利用移液管將 6mL的洗手液置於燒杯內。 

2. 將 500mL的蝴蝶灣溪水倒進燒杯內。 

3. 用玻璃棒攪拌使其混合。 

4. 利用 pH計量度溶液的 pH值，同時利用感應器攪拌一分鐘。 

5. 觀察數字變化並記錄數據於表 13。 

稀釋醋酸 

1. 利用移液管將 6mL的醋酸置於燒杯內。 

2. 將 500mL的蝴蝶灣溪水倒進燒杯內。 

3. 用玻璃棒攪拌使其混合。 

4. 利用 pH計量度溶液的 pH值，同時利用感應器攪拌一

分鐘。 

5. 觀察數字變化並記錄數據於表 13。 

設置泥砂實驗裝置 

1. 將燒杯置於電子磅上，重置讀數至 0g。 

2. 將泥砂放進燒杯中直至電子磅重量到達 30.00g。 

3. 將 500mL的蝴蝶灣溪水倒進燒杯內。 

4. 利用 pH計量度溶液的 pH值，同時利用感應器攪拌一分鐘。 

5. 觀察數字變化並記錄數據於表 13。 

設置食用油實驗裝置 

1. 利用滴管將 2mL的食用油置於燒杯內。 

2. 將 500mL的蝴蝶灣溪水倒進燒杯內。 

3. 用玻璃棒攪拌使其混合。 

4. 利用 pH計量度溶液的 pH值，同時利用感應器攪拌一分鐘。 

5. 觀察數字變化並記錄數據於表 13。 

設置實驗裝置 

1. 先設置上述的四組實驗裝置(洗手液、醋酸、食用油、泥砂)和 500mL蝴蝶

灣溪水(對照實驗)。 

2. 將 3條 10cm長的水藻分別放進各組實驗裝置中。 

3. 將五組實驗裝置分別標籤為裝置 1(洗手液)、裝置 2(醋酸)、裝置 3(食用

油)、裝置 4(泥砂)、裝置 5(對照實驗)。 

4. 然後將各 5條的食蚊魚放置在五組實驗裝置中。 

5. 設置枱燈並放光，枱燈與實驗裝置的距離為 50cm。 

6. 利用溫度計記錄每組裝置溫度於表 13。 

7. 設定一天為食蚊魚適應期。一天後觀察該五組實驗裝置中食蚊魚，並且記

錄其生存數目於表 14。 

8. 若某裝置中的食蚊魚在適應期間全部死亡，則該裝置不會進行食量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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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蚊魚的食量測試 

1. 先設置蝴蝶灣溪水、泥砂和食用油三組實驗裝置。 

2. 將急凍紅蟲放於載有 100mL水的燒杯中，以進行解凍。 

3. 利用攝子將各 20條長度約 1cm的紅蟲放在 3個培養皿中。 

4. 將預備好的三組各 20條紅蟲同時放入三組的燒杯中。 

5. 利用計時器計算 30分鐘。 

6. 利用攝錄機進行拍攝，拍攝時間為 30分鐘，並與計時器同步進行，以記

錄食蚊魚攝食紅蟲的數量。 

7. 30分鐘後觀察食蚊魚的攝取紅蟲的數量並記錄結果於表 14。 

 

注意事項:  

1. 所有實驗裝置會同時進行。 

 

裝置 加入物質 pH值 溫度(℃) 

1 含已稀釋的洗手液+溪水   

2 含已稀釋的醋酸+溪水   

3 含有油+溪水   

4 含有泥砂+溪水   

5 只含溪水   

表 13.不同裝置的 pH值和溫度表 

 

表 14.不同裝置中食蚊魚的生存數目及攝食紅蟲的數量表 
*3
平均數目的計算方法︰(第一天攝食紅蟲數目+第一天攝食紅蟲數目)/2 = 平均數目 

 

 

裝置 加入物質 

第一日放

置數目

(條) 

適應期後

第一天食

蚊魚的生

存數目 

適應期後

第二天食

蚊魚的生

存數目 

第一天

食蚊魚

攝食紅

蟲的數

目(條) 

第二天食

蚊魚攝食

紅蟲的數

目(條) 

食蚊魚

攝食紅

蟲的平

均數目

(條)  

1 

含已稀釋的

洗手液+溪

水 

      

2 
含已稀釋的 

醋酸+溪水 
      

3 
含有油 

+溪水 
      

4 
含有泥砂 

+溪水 
      

5 只含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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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實驗結果 

6.1階段一 食蚊魚在不同水質的生存能力 

下表顯示不同水樣本中的 pH值測量結果: 

pH值  

樣本 類別 第一次量度 第二次量度 第三次量度 平均值  

1 蝴蝶灣海水 6.64 6.66 6.83 6.71 

2 蝴蝶灣溪水 7.13 7.19 7.16 7.16 

3 曹公潭河水 6.63 7.40 7.45 7.16 

4 自來水 8.42 8.23 8.00 8.22 

表 15.各水樣本的 pH值表 

由此可見，蝴蝶灣海水的 pH值最低，為 6.71，呈微酸性。最高的是自來

水的 pH值是 8.22，呈微鹼性。 

 

下表展示不同水樣本中的溶氧量測量結果: 

溶氧量(mg/L)  

樣本 類別 第一次量度 第二次量度 第三次量度 平均值  

1 蝴蝶灣海水 4.10 4.40 4.60 4.40 

2 蝴蝶灣溪水 5.20 6.20 6.00 5.80 

3 曹公潭河水 7.00 6.60 6.80 6.80 

4 自來水 5.80 6.10 6.10 6.00 

表 16.各水樣本的溶氧量表 

由此可見，蝴蝶灣海水的溶氧量最低，是 4.40mg/L。最高的是曹公潭河水，

為 6.80mg/L。 

 

下表展示不同水樣本中的鹽度測量結果: 

傳導性   

鹽度(0/00)  樣本 類別 第一次量度 第二次量度 第三次量度 平均值  

1 蝴蝶灣海水 2957.80 2957.50 2957.50 2957.60 34.88 

2 蝴蝶灣溪水 2953.60 2954.40 2953.40 2953.80 34.83 

3 曹公河水 2999.60 2999.40 2999.60 2999.50 35.37 

4 自來水 198.00 199.30 199.90 199.10 2.35 

表 17.各水樣本的傳導性和鹽度表 

 由此可見，曹公潭河水的鹽度最高，是 35.37(0/00)。最低的是自來水，

為 2.35(0/00)。 

食蚊魚在不同水質下的生存能力 *1
全部數據皆準確至小數後兩個位。 

*2
平均值的計算方法︰(第一次量度+第二次量度+第三次量度)/3 =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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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蝴蝶灣海水在實驗四日內的溫度、食蚊魚的生存數目和死亡數目︰ 

實驗期 溫度(
。
C)  第一日放置數目(條) 生存數目(條) 死亡數目(條) 

第一日 21.5 5 5 0 

第二日 N/A  5 0 5 

第三日 N/A  5 0 5 

第四日 N/A  5 0 5 

表 18.樣本 1(蝴蝶灣海水)在實驗四日內的溫度、食蚊魚的生存數目和死亡數目 

 

下表顯示蝴蝶灣溪水在實驗四日內的溫度、食蚊魚的生存數目和死亡數目︰ 

表 19.樣本 2(蝴蝶灣溪水)在實驗四日內的溫度、食蚊魚的生存數目和死亡數目 

 

下表顯示曹公潭河水在實驗四日內的溫度、食蚊魚的生存數目和死亡數目︰ 

實驗期 溫度(
。
C)  第一日放置數目(條) 生存數目(條) 死亡數目(條) 

第一日 21.0 5 5 0 

第二日 21.0 5 5 0 

第三日 21.0 5 5 0 

第四日 21.0 5 5 0 

表 20.樣本 3(曹公潭河水)在實驗四日內的溫度、食蚊魚的生存數目和死亡數目 

 

下表顯示自來水在實驗四日內的溫度、食蚊魚的生存數目和死亡數目︰ 

實驗期 溫度(
。
C)  第一日放置數目(條) 生存數目(條) 死亡數目(條) 

第一日 20.5 5 5 0 

第二日 20.5 5 2 3 

第三日 N/A  5 1 4 

第四日 N/A  5 0 5 

表 21.樣本 4(自來水)在實驗四日內的溫度、食蚊魚的生存數目和死亡數目 
*1
N/A表示不適用。 

*2
全部溫度讀數準確至小數後一個位。 

  

實驗期 溫度(
。
C)  第一日放置數目(條) 生存數目(條) 死亡數目(條) 

第一日 21.0 5 5 0 

第二日 21.0 5 5 0 

第三日 21.0 5 5 0 

第四日 21.0 5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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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實驗期四日內在不同樣本中食蚊魚的生存數目 

由此可見，在實驗期四日內，曹公潭河水和蝴蝶灣溪水中的食蚊魚生存數

目最多，在四天內全部生存：最低的是蝴蝶灣海水，在第一天內食蚊魚已全部

死亡。 

 

6.2階段二 食蚊魚在同一水樣本中的抗污染程度及其食量 

下表顯示各模擬環境中的 pH值和水溫: 

裝置 加入物質 pH值  溫度(℃) 

1 含已稀釋的洗手液+溪水 5.76 17 

2 含已稀釋的醋酸+溪水 3.92 17 

3 含有油+溪水 5.33 17 

4 含有泥砂+溪水 6.31 17 

5 只含溪水 5.79 17 

表 22.不同裝置的 pH值和溫度表 
*1
pH值讀數準確至小數後兩個位。 

 

由此可見，含已稀釋的醋酸的裝置的 pH值最低，為 3.92，呈強酸。最高

的是含有泥砂的裝置的 pH值是 6.31，呈微酸。全部溫度皆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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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實驗為期三日，第一天讓食蚊魚先進行生存能力的實驗，以量度食蚊魚

在這些實驗裝置的環境及情況中的生存數目。其後兩天除了繼續量度生存數目

外，也會提供紅蟲並計時三十分鐘量度食蚊魚攝食紅蟲的數量。以下圖表顯示

食蚊魚的生存數目、死亡數目及攝食紅蟲的情況。 

裝置 加入物質 
第一日放置

數目(條) 

適應期後第

一天食蚊魚

的生存數目

(條) 

適應期後第

二天食蚊魚

的生存數目

(條) 

第一天食

蚊魚攝食

紅蟲的數

目(條) 

第二天食

蚊魚攝食

紅蟲的數

目(條) 

食蚊魚攝

食紅蟲的

平均數目

(條)  

1 
含已稀釋的洗

手液+溪水 
5 0 N/A  N/A  N/A  N/A  

2 
含已稀釋的醋

酸+溪水 
5 0 N/A  N/A  N/A  N/A  

3 含有油+溪水 5 5 4 9 10 9.5 

4 
含有泥砂 

+溪水 
5 5 5 14 11 12.5 

5 只含溪水 5 5 5 11 17 14 

表 23.不同裝置中食蚊魚的生存數目及攝食紅蟲的數量表 
*1
N/A表示不適用。 

*２
平均數目的計算方法︰(第一天攝食紅蟲數目+第一天攝食紅蟲數目)/2 = 平均數目 

 由此可見，含有泥砂和只含溪水的裝置中的生存數目最高，在整個實驗中

沒有魚死亡。最低的是含已稀釋的洗手液和含已稀釋的醋酸的裝置，食蚊魚在

第一天已全部死亡。 

 

圖 11.不同裝置中食蚊魚攝食紅蟲數目 

從平均值推算，只含溪水的裝置中食蚊魚攝食最多紅蟲，為 14條。最低

是含有油的裝置，裝置中的食蚊魚共吃了 9.5條。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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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析及討論 

7.1結果分析 

 

在階段一實驗中，本組量度了酸鹼度、溶氧量及鹽度。首先，在酸鹼度的

檢測中，蝴蝶灣溪水和曹公潭河水的酸鹼度的平均值皆是 7.16，酸鹼度屬中

性，兩者的差異較少。而蝴蝶灣海水的酸鹼度平均值是 6.71，酸鹼度屬微酸性。

海水可能受其他物質污染而影響其酸鹼度。自來水的酸鹼度則是 8.22，屬微鹼

性。 

其次，在溶氧量的檢測中，曹公潭河水的溶氧量最高，平均值為 6.8mg/L。

第二高是自來水，溶氧量是 6.0mg/L。第三是蝴蝶灣的溪水，溶氧量是 5.8mg/L。

最低的是蝴蝶灣海水，溶氧量只有 4.4mg/L。溶氧量愈多便可提供更多的氧供

食蚊魚進行呼吸作用以維持生命。 

再者，在鹽度方面，曹公潭河水的鹽度最高，為 35.37（0/00）。第二是蝴

蝶灣海水，鹽度是 34.88；第三是蝴蝶灣溪水，鹽度是 34.832（0/00）。最後

是自來水，鹽度只有 2.35（0/00）。海水的標準鹽度為 35（0/00），曹公潭河

水（淡水）的鹽度已超過海水（鹹水）的鹽度，可見曹公潭河水的鹽分十分高。 

在階段一實驗中，以生存數目代表食蚊魚的生存能力。實驗第一天過後，

在蝴蝶灣海水樣本中的食蚊魚已全部死亡。實驗第二天，在自來水樣本中的食

蚊魚已死去三條，剩下兩條。第三天，自來水中的食蚊魚只剩下一條。在第四

天，自來水中的食蚊魚全部死亡。最後，只有曹公潭河水和蝴蝶灣溪水中的食

蚊魚沒有死亡。從實驗中可見，食蚊魚不能在海水及自來水中生存。原因可能

是海水的含氧量較低，且海水中會含有較多的微生物和懸浮物，它們會消耗水

中的氧氣，導致氧氣不足令食蚊魚難以維持生命；自來水的鹽分較其他類別的

水低很多，令自來水的水勢較食蚊魚體內的水勢低，影響食蚊魚中組織液水

勢，從而影響食蚊魚體內的細胞運作。由此可見，食蚊魚的生存能力並非想像

中高，只適合生存於淡水（曹公潭河水和蝴蝶灣溪水）的區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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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階段的實驗中，設置了含有泥砂的裝置、含有稀釋洗手液的裝置、

含有稀釋醋酸的裝置、含有油的裝置和只有溪水的裝置（對照實驗）。這些裝

置的 pH值範圍是 5至 6左右，除了含有稀釋醋酸的裝置的 pH值為 3.92，屬酸

性。含有稀釋的洗手液的裝置的 pH值是 5.76，呈微酸性。原因是現在市面上

用在皮膚上的產品多為了配合皮膚的 pH值而將這些產品調至 pH值 5.5左右，

所以洗手液的酸鹼度會偏酸。 

在第一天適應期過後，在稀釋的洗手液的水樣本和稀釋的醋酸裝置中的食

蚊魚已全部死亡。導致此情況的可能原因是洗手液中含有很多的化合物令食蚊

魚難以適應，甚至生存。醋酸的酸鹼度十分低，會腐蝕食蚊魚的皮膚及影響體

內酶的運作和反應，令食蚊魚難以適應和生存。由於生存於含有稀釋洗手液的

水樣本和含有稀釋醋酸的水樣本中的食蚊魚已全部死亡，所以在進行食量方面

的實驗，只剩下含有食用裝置、含有泥砂的裝置和對照實驗可繼續進行。在食

量測試的第一天實驗中，含有泥砂的裝置中食蚊魚攝食紅蟲的數目最多，共攝

食了 14條。其次是對照實驗，共吃了 11條。最後是含有油的水樣本，共吃了

9條。食量測試的第二天，同樣地計時三十分鐘量度食蚊魚在此時間範圍內吃

了多少條紅蟲，吃得最多的是對照實驗中的食蚊魚，吃了 17 條紅蟲。其次是

含有泥砂的裝置，共吃了 11條。最後的是含有食用油的裝置，吃了 10條。將

實驗兩天中得出的數據計算出平均值，得出對照實驗攝食紅蟲的數量最為多，

共 14條；其次是含有泥砂的水樣本，共 12.5條；最後是含有油的水樣本，共

攝食了 9.5條。從數據可見，食蚊魚會因著不同的環境情況下食量會有不同，

如在油的污染中，攝食紅蟲的數目會較沒有受其他物質污染的河水中少，顯示

出食蚊魚身處的環境情況會影響其食量狀況。 

 

7.2限制與誤差 

 

7.2.1 實驗誤差 

 

無法維持同一溫度 

  因為食蚊魚是冷血動物，體溫會受環境溫度而影響，繼而改變食蚊魚體內

酶的活性，使食蚊魚代謝反應的速率也有所改變。而本組進行實驗的時間頗

長，因此無法長時間量度各實驗裝置的溫度，未能確定溫度於一日之內沒有明

顯變化。為避免溫度所引致的誤差，再次進行實驗時可把放有食蚊魚的燒杯放

於同一恆溫水浴中。這有助維持各個實驗裝置的水溫於恆定水平中，防止水溫

影響各實驗裝置中食蚊魚代謝反應的速率。 

 

 

 

p.18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第四組 

                                                                          

每條食蚊魚的食慾不同 

  即使每條食蚊魚的體型及成熟程度相若，本組也無法確保每條食蚊魚有相

同的攝食習性。在量度食蚊魚的食量時，往往會因為魚本身的攝食習性而影響

實驗結果。為改善以上情況，實驗裝置可增加食蚊魚的數目，如由五條增加至

十條，以減少誤差。 

 

量度物理因素的工具選擇問題 

  在實驗之中，本組使用之水樣本分別為曹公潭河水、蝴蝶灣溪水、蝴蝶灣

海水及自來水。在量度鹽度時，由於本組使用傳導性以計算水樣本的鹽度，水

樣本如有可導電的雜質如重金屬，則有可能增加水樣本的傳導性，繼而高估了

鹽度的數值。建議再次進行實驗時，直接利用鹽度計量度水樣本之鹽度。 

 

水樣本收集未為完善 

 本組第一次收集的水樣本份量只足夠維持研究的部分過程之用。但由於研

究所有階段需要大量的水樣本才能順利進行。無法一次性收集水樣本，並分開

多次收集會使水樣本的水質和潔淨程度有些微差異。這些差異是因為河水水質

會受天氣改變而有所影響，例如下雨。因此，再次進行實驗時，應先計算整個

實驗所需水樣本的總量，並準備足夠及合適的容器，以便一次性收集，讓所量

度的水樣本物理因素能反映整個研究所用水的水質數字。 

 

7.2.2實驗限制 

 

未能完全模擬食蚊魚原本的生境 

  從本組的觀察得知，食蚊魚原有的生境是具有一定的水流速度。基於本組

實驗時間及設備有限，真正的水流速度故未能模擬。而食蚊魚的活動量會受其

水流所影響。如在水流速率較高的環境中，食蚊魚的活動量會相對增加，能量

的消耗也會上升，繼而使食蚊魚對食物的需求量提高。實驗中靜止的水樣本減

低食蚊魚的能量消耗，使其食量也會因此降低，低估食蚊魚的攝食量。 

 

實驗模擬的污染情況與真實情況有異 

  階段二的實驗中，本組只設置不同污染物對食蚊魚生存能力及食量的影

響。但污染物的份量只有一個定量，而沒有作出濃度上的改變，所以無法得知

污染物的份量多少如何影響食蚊魚的生存能力及食量。但若要進一步了解食蚊

魚的抗污染能力，必須要清楚知道在何等份量的污染物才能使食蚊魚的生存能

力及食量有所改變。但基於時間所限，上述實驗設計未有空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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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總結及反思 

 

總括而言，食蚊魚的生存能力並非如想像中高，不是適合在很多種類的水

質下生存。從階段一的結果中可見，食蚊魚只適合生存於淡水的區域中，在某

些的水域下會因著其 pH值、溶氧量及鹽度的不同，如溶氧量過低、pH值上升

或下降，而令食蚊魚不適宜生存。從階段二的結果中可見，某些人為污染會影

響食蚊魚的生存情況和食量，因這些污染含有其他化合物和會令 pH 值下降，

令食蚊魚並不適應。 

在階段一的實驗中，食蚊魚可生長於河水和溪水。香港大多的河溪的酸鹼

度屬中性，而在實驗中便可反映食蚊魚適合生長於屬中性酸鹼度的河水或溪水

中。食蚊魚能在香港的河流中生存，原因是這些河流的河水會流動，在流動時

可讓大氣中的氧氣溶於水中，以維持一定的溶氧量供食蚊魚進行呼吸作用。 

在階段二的實驗中，食蚊魚可生存於有輕微污染的河溪中。從實驗中反映

出食蚊魚不能生存在受太多化合物影響的水域及酸鹼度過低的水域，而香港部

分的河溪的污染問題不太嚴重，原因是河水的流動會稀釋這些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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