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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解水黽的生活模式及污染物對水黽造成的影響，本組決定採用觀察式

及實驗式研究。在觀察的過程中，本組會觀察水黽棲息地的環境，河段的水流

對水黽分佈的影響以及水黽的行動模式。另外，在實驗的過程中，本組會分別

研究洗潔精，洗手液，洗髮露及油對水黽造成的影響。 

 

在觀察的過程中，本組發現水黽棲息地中有油污及肥皂泡，而在油污或肥

皂泡大量積聚的地方，觀察不到水黽的存在，相信這些污染物對水黽的生長環

境造成影響，亦因此，本組決定進行實驗進一步研究污染物對水黽造成的影響。

另外，本組發現水黽多在不急不緩的水流中出現，而平靜及太過急湍的水流中, 

則發現不到水黽的存在。再者，本組發現水黽移動時，主要靠中間(第 2 對腳)

前後擺動。當水黽轉換移動方向時，發現中間的一對腳(第 2 對腳)左右腳的擺

動的速度和幅度也各有不同。 

 

在實驗的過程中，本組發現洗潔精，洗手液，洗髮露及油都會影響到水黽

對表面張力的維持，令水黽下沉。在水黽下沉後，本組將水黽撈起，然後放置

於無污染物的水中，發現洗潔精，洗手液及洗髮露對水黽造成的影響是暫時的，

把因洗潔精，洗手液或洗髮露而下沉的水黽放置於無污染物的水中並無再次下

沉。不過，把因油而下沉的水黽放置於無污染物的水中，水黽再次下沉。可見

洗潔精，洗手液及洗髮露和油對水黽造成的影響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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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本組在第一次會議討論研究對象時，本組的指導老師分享了一些野外考察

的經驗。其中提到一種非常特別的昆蟲，它能在水面上自如滑動。此能力勾起

了我們的興趣，我們於是紛紛回家搜集資料並初步將其定為研究對象。 

    本組的研究對象是一種名為水黽的昆蟲，俗稱水較剪。在首次的實地考察

中，本組在新娘潭的小溪流找到了它們。在觀察當中，我們發現水黽以極快的

速度在水面上滑行。就本組所知，水黽是一種具備驚人浮力的生物。就這樣，

我們產生了一個疑問：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水黽具備如此驚人浮力呢？後來，

參考 Xuefeng Gao & Lei Jiang 發表的 “Biophysics:  Water-repellent legs 
of water striders”，水黽依靠水的表面張力，還有其超疏水性的腳(特殊的

微奈米結構)，令其能浮在水上。為了能更細緻地觀察水黽的特性，本組改天去

了銀礦灣觀察一番。這一次，本組除了觀察到水黽的行動模式外，更在水黽棲

息的溪流發現有肥皂泡及油污漂浮在水面，由於溪流附近有民居，本組深信污

染物是經由附近民居的排污渠排出的家居清潔用品。這啟發本組研究不同污染

物對水黽的影響。究竟這些污染物會否影響水黽的移動，甚至生活呢? 

  

    為了解答上述的疑惑，本組設計了一個實驗，輔以觀察水黽的棲息地和附

近的環境。本組將以洗潔精，洗手液，洗髮露及油等污染物測試水黽的反應，

從而找出污染物對水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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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甚麼是水黽? 
 

 

根據香港百科，水黽是水生半翅目類昆蟲，屬於水黽科。主要在一些水流

緩慢的溪間生活和以死掉的昆蟲為食物。中國中醫學名著《本草綱目》亦有記

載，「(水黽)群遊水上，水涸即飛。長寸許，四腳。亦名水馬。」意思是水黽

會成群結隊在水面上游動，當溪流的水乾涸水黽就會飛。水黽長一寸左右，擁

有四足，又名水馬。 

 

水黽呈黑褐色，擁有三角形的頭

部，頭部前面突出絲線形的觸角，擁

有一對處於頭部兩側的複眼和單眼，

水黽突出的嘴唇較長，共分為三節，

水黽身體幼長，生於中胸的一對翅膀

質地好像皮革，翅膀上沒有柔軟和可

以曲折的膜質的部分。水黽擁有三對

腳，前腳較短，因此能捕獵物，相反

水黽中足後足較長。水黽活動的動作

輕巧柔美,不但能在水面上滑行，並

且不會把自己的腳弄濕。原因何在? 

 

根據美國麻省理工學院的數學家約翰‧布希及其該研究小組的成員戴維

德‧胡所做的研究發現，水黽能浮在水面上的奧妙之處是它那能排開三百倍於

身體體積的水量的腳,而不是腳上所分泌的油脂。水黽的一條長腳就能在水面上

支撐起 15 倍於身體的重量而不會沉沒，背後原因是腳部的特殊的微奈米結構。

研究人員在高倍顯微鏡下觀察水黽腳，發現腳上有數千根按同一方向排列的多

層微米尺寸的剛毛。水黽腳這種性質稱為超疏水性。剛毛表面上形成螺旋狀納

米，將空氣有效地吸附在這些同一取向的微米剛毛和螺旋狀奈米溝槽的縫隙內，

在其表面形成一層穩定的氣膜，阻礙了水滴的浸潤，從而讓水黽能夠在水面上

自由地穿梭滑行，並且是惡劣的天氣下也不會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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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察地點及日程 

 
3.1考察地點 
     

我組將新娘潭定為第一次考察中的考察地點。新

娘潭位於香港新界東大埔區與北區之船灣郊野公園。

新娘潭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除了種類繁多的動植物，

更有獨特的地理特徵－壺穴，是一個野外考察的好地

點。 

 

 

不過，由於交通問題，我組最後將銀礦灣定為

第二次考察中的考察地點。我組選擇了銀礦灣瀑布

所在的溪流作考察地點。雖然動植物種類不及新娘

潭繁多，可那裹卻有不少水黽。 

 

 

圖 3. 銀礦灣的溪流(考察地點) 

 

3.2考察日程 
 

考察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1 24-12-2012 9:00a.m.-3:00p.m. 新娘潭 1.尋找研究對象 

2 07-02-2013 9:00a.m.-3:00p.m. *銀礦灣 1.尋找並嘗試捕捉水黽 

2.觀察環境 

3 02-04-2013 9:00a.m.-3:00p.m. *銀礦灣 1.捕捉水黽 

2.觀察環境 

3.進行實驗 

4 07-04-2013 9:00a.m.-3:00p.m. *銀礦灣 1.觀察環境 

2.捕捉水黽 

3.進行實驗 

*我組在考察 1 後決定以銀礦灣作為我組最後的考察地點, 因此, 我組用於實驗的水黽皆棲息於

銀礦灣 

表 1. 考察日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F%94%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8%B9%E7%81%A3%E9%83%8A%E9%87%8E%E5%85%AC%E5%9C%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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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觀察 
 

4.1.棲息地的環境 
 

在我組的第二次考察中，我們在河段 C 中發現

了肥皂泡和油污。 

      

                                            

    在我組的第三次考察中，我們在河段 B 中發現

了肥皂泡從上流下來。另外，我們也從河段 C 中盛

來的水中，發現油污的存在。      

     

在我組的第四次考察中，我們發現在河段 A 的石縫間積聚了不少肥皂泡。 

另外，也從河段附近的泥土上發現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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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我組數次的考察，皆在棲息地中或附近的泥土中發現肥皂泡和油污的存

在，相信這些的污染對水黽的生長環境造成一定影響。由於在走向河流的途

中，我組發現有不明污水從一水管中流出。因此，

我組猜測水黽棲息地中的污染物是來自河段 A 附

近的燒烤場及附近的民居(排污渠)。而且，在較多

肥皂泡和油污的存在河段 A中，並沒有發現水黽的

存在。                                       

  

 

 

 

 

 

 

 

 

4.2.河段的水流對水黽分佈的影響 
 

 

河段的水流 成年(體型較大)的水黽 幼年(體型較小)的水黽 

不急不緩 有 沒有 

太過急湍 沒有 沒有 

較平靜 沒有 有 

太過平靜 有 有 

表 2.河段的水流與水黽分佈 

 

4.3.河段的闊窄對水黽分佈的影響 
 

河段的闊窄 成年(體型較大)的水黽 幼年(體型較小)的水黽 

較窄 有 有 

過寬 沒有 沒有 

表 3.河段的闊窄與水黽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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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水黽的行動模式 

根據我組的觀察，發現水黽有

三對腳並在水面移動。透過觀察，

我組發現水黽移動時，主要靠中間

(第2對腳)前後擺動。根據David L. 
Hu, Brian Chan & John W. M. Bush 
發表的“The hydrodynamics of 
water strider locomotion” 中 

“they propel themselves by 
driving their central pair of 
hydrophobic legs in a sculling 
motion” 證實了我組的觀察。 當

水黽轉換移動方向時，發現中間的

一對腳(第 2 對腳) 左右腳的擺動

的速度和幅度也各有不同，相信水

黽透過改變第 2 對腳的擺動速度和

幅度來改變移動方向。另外，我組發現水黽的前後兩對腳(第 1和第 3對腳) 是

幾乎不動/甚少移動，我組相信這是用以維持表面張力。 而且，我組發現水

黽的移動的速度極快。 

最後，我組也發現水黽能夠透過左右移動身體來避開河流中 (流動中) 的肥

皂泡。 

  

4.5.水黽的顏色和形態 
 

 

根據我組的觀察，我組發現水黽的背部有黑色的堅硬甲殼，腹部則是青

綠色，這與棲息地河床的泥塊顏色頗相似，加上其移動速度極快和水流的掩

護下，因此難以察覺其移動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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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不同污染物對水黽的影響 

5.實驗原理 
 

本組透過進行實驗，了解不同污染物分別對大水黽和小水黽的影響。 

 

1. 為何測試污染物對水黽的影響? 

由於從我組的觀察中可知水黽棲息的溪流受到油污及肥皂泡污染, 因

此我組希望透過實驗了解污染物會對水黽造成甚麽影響, 從而更深入了解

水黽的特質。 

 

2. 為何以洗潔精、洗手液、洗髮露及油為測試的污染物? 

首先, 油污為溪流的污染源之一, 因此我組選擇以油測試油污對水黽

的影響。而據我組觀察所得的第二種溪流污染源則為肥皂泡, 但我組並不清

楚其為哪種肥皂泡, 而我組亦發現溪流靠近民居, 因此選擇了三種家居常

用並會形成泡沫的清潔液 - 洗潔精、洗手液及洗髮露, 作為我組實驗中所

測試的對象。 

 

3. 如何選擇實驗中所用的水黽? 

本實驗的目的為了解不同污染物分別對大水黽和小水黽的影響, 因此

我組分別選擇了體型相近的大水黽及小水黽作實驗對象, 大水黽的身體約

為 2.5cm, 而小水黽的身體則約為 1cm。我組相信若水黽的體型相近, 其發

育程度也應該相約。這樣就能減低在實驗中因水黽體型的差異而帶來的誤差, 

增加實驗結果的準確性和公平性。 

 

4. 為何要稀釋洗潔精、洗手液及洗髮露? 

我組相信洗潔精、洗手液及洗髮露勻會對水黽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而

若濃度太高則更有可能傷害水黽。因此我組先用水將用作實驗的洗潔精、洗

手液及洗髮露稀釋至 1:10, 以減少在進行實驗時清潔液對水黽所造成的傷

害。 

 

5. 為何不直接使用溪流的水進行實驗, 反而使用從附近洗手間盛來的水喉水? 

我組選擇使用水喉水而非溪流的水來進行實驗, 是因為要確保用作實

驗的水在實驗是清潔、乾淨的, 以確保水黽是因為在實驗中所加入的污染物

而受到影響的。由於該溪流的溪水有受污染的情況, 難以確保上述的因素, 

因此, 使用較乾淨清潔的水喉水則較容易確保實驗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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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材料與方法 

1. 稀釋程序 

                                          表 5. 稀釋程序材料 

步驟: 

1. 用量杯量度 10 cm³洗潔精及 100 cm³水。 

2. 把洗潔精及水加進一小瓶內，用小匙拌勻。 

3. 以洗手液及洗髮露分別代替洗潔精，重覆步驟 1至 2。 

 

2. 實驗程序 

工具 數量  材料 數量 

滴管 ３個 油 1 小瓶 

膠盒 １個 1:10 洗潔精* 1 小瓶 

小瓶 ４個 1:10 洗手液* 1 小瓶 

  量杯 １個 1:10 洗髮露* 1 小瓶 

   膠片 1張 水 800 cm³ 

表 6. 實驗工具 水黽 5隻 (3 大 2小) 

                                *事先稀釋（見稀釋程序） 

                                 表 7. 實驗材料 

步驟: 

1. 先把 100 cm³的水倒進膠盒內，再把一隻大水黽移到盛水的膠盒內。蓋上膠片，以免水黽

逃走。 

2. 待水黽的狀態準備好後，用滴管把油逐滴加到水面，觀察水黽在每加一滴後的反應，一直

加至水黽下沉。 

3. 記錄結果到列表(8)中。 

4. 當水黽開始下沉，立刻把水黽撈起，以免其死亡。 

5. 撈起水黽後，把水黽放到乾淨的膠盒內，待水黽稍作清潔並回復狀態後，再把水黽放進乾

淨的水面上，觀察其反應。 

6. 記錄結果到列表(9)中。 

工具 數量  材料 數量 

量杯 １個  

 

 

洗潔精 1 小瓶 

小瓶 3 個 洗手液 1 小瓶 

小匙 1 個 洗髮露 1 小瓶 

表 4. 稀釋程序工具 水 300 c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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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 1:10洗潔精、1:10 洗手液及 1:10 洗髮露分別代替油，重覆步驟 1 至 6。 

8. 再以小水黽代替大水黽，重覆步驟 1至 7。 

 

污染物 所加滴數 水黽反應 

大水黽 小水黽 

油    

1:10 洗潔精    

1:10 洗手液    

1:10 洗髮露    

表 8. 實驗結果記錄表(步驟 2) 

 

曾被放進的污染物 水黽反應 

大水黽 小水黽 

油   

1:10 洗潔精   

1:10 洗手液   

1:10 洗髮露   

表 9. 實驗結果記錄表(步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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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實驗結果 

 

污染物 所加滴數 水黽反應 

大水黽 小水黽 

油 1滴 未有反應 腳部被污染物黏附着，身體開始下

沉，小水黽不斷掙扎。 

2滴 稍為避開污染物  

3滴 腳部被污染物黏附着，身體開

始下沉，大水黽不斷掙扎。 

 

1:10 洗

潔精、

1:10 洗

手液及

1:10 洗

髮露 

各 1滴 身體開始下沉，大水黽不斷掙

扎。 

身體開始下沉，小水黽不斷掙扎，受

影響速度較大水黽快。 

表 10. 實驗結果記錄表(步驟 2) 

 

 

曾被放進的污染物 水黽反應 

大水黽 小水黽 

油 腳部仍然被污染物黏附着，無法再次浮於水面。 

1:10 洗潔精、1:10 

洗手液及 

1:10 洗髮露 

腳部不再被污染物黏附着，能再次浮於水面。 

表 11. 實驗結果記錄表(步驟 5) 

 

*在實驗期間分別有 1隻大水黽及 1 隻小水黽死亡。而其餘的

水黽也在實驗完成後短時間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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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結果分析及討論 
 

8.1.觀察分析 
 

1.1.     根據本組觀察，水黽大多棲息於不急不緩的水流中。在水流太

過急湍時，我組未能發現任何水黽的存在，相信是因為水流太過急

湍，而影響河流的表面張力，從而影響了水黽的行動。另外，在水

流較平靜時，我組未能發現成年的(體型較大)的水黽，只能發現幼

年的(體型較小)水黽，我組猜測由於幼年的水黽尚未發育完全，而

未能應付較急湍的水流。當水流太過平靜時，我組未能發現水黽的

存在，我組猜測由於水黽依靠水流的波動感應四周的環境，水黽可

能因此不傾向棲息於過於平靜的水流。 

1.2.     在較窄的河段中，我組能發現水黽的存在，本組猜測因水黽較

容易去感應水流的波動和流動。 不過，在過寬的河段中，我組則未

能發現水黽的存在。 
 

8.2.實驗分析 

 

2.1.     比較大小水黽的實驗結果，可見對發育程度不同的水黽，受污

染物的影響有所不同。小水黽較大水黽更快受污染物影響。相信這

是由於小水黽還未發育得很好，肢體及身軀比較短小，對表面張力

的維持較大水黽差，因此污染物亦較容易破壞其與水面的表面張力。

可見污染物對小水黽的影響較大。 

2.2.     比較在步驟 2 中兩類污染物(油污與洗潔精、洗手液及洗髮露)

對水黽的影響，可見污染物的性質不同，對水黽的影響也有所不同。

結果顯示，在加洗潔精、洗手液及洗髮露時，水黽在一滴後立刻下

沉。而油則在三滴後才令大水黽下沉，加上我們亦觀察到是當水黽

的腳踫到油後，水黽才掙扎，然後下沉。因此，我組深信洗潔精、

洗手液及洗髮露並不會直接影響水黽，而是影響水的表面張力，水

黽於是下沉。而油則直接影響水黽的腳，令其腳上的細毛因被粘住，

從而失去排水性，因此水黽下沉。 

2.3.      比較在步驟 3 中兩類污染物(油污與洗潔精、洗手液及洗髮露)

對水黽的影響，亦可見污染物的性質不同，對水黽的接續影響也有

所不同。結果顯示，當把因油粘住腳而下沉的水黽再次放回清潔的

水中，水黽依然下沉。可見由於油的黏性強，水黽難以清走腳上的

油，使水黽腳上用以排水的毛不能恢復，水黽便不能再浮於水面；

至於把因洗潔精、洗手液及洗髮露而下沉的水黽再次放回清潔的水

中，水黽不再下沉。可見洗潔精、洗手液及洗髮露只是短時間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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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水的表面張力，因此放回清潔的水中後,水黽與水面的表面張力得

以恢復，水黽能再次浮於水面。 

2.4.     在實驗期間分別有 1 隻大水黽及 1 隻小水黽死亡，而其餘的水

黽也在實驗完成後短時間內死亡。這可見即使水黽受污染物影響而

下沉的時間很短(只有數秒)，已會對其有很大的影響，甚至令其死

亡。 
 

8.3.實驗誤差 
 

3.1.     在實驗中，我組只使用了 5隻水黽(3大 2小)，實驗結果也只能

針對該 5隻水黽，因此實驗結果的準確性及普遍性仍有商榷之處。 

3.2.     由於實驗中使用的 5 隻水黽是在郊外捕捉，所以我組並不能確

定其身體狀況是否相同，而分辦水黽的體形大小也只是憑我們主觀

地觀察，只能粗略地把水黽分成大、小兩組，並不能確定大水黽和

小水黽分別的體形是否相同。以上的非客觀的量度對實驗結果的真

確性也有影響。 

3.3.     由於所使用的水黽數量不足，有其中 2隻水黽(1大 1小)須被重

覆使用。這有可能令 2隻水黽的狀態更差，影響其在實驗中的表現，

並影響實驗的準確性。 

3.4.     實驗中所用的污染物濃度及份量，以及水的份量都未必符合真

實情況，因此實驗結果未必能反映真實情況。 

 

8.4.改良實驗建議 
 

4.1.       要改善實驗結果的準確性及普遍性，就要增加所用的實驗樣本，

但亦要注意不能過量捕捉水黽，或需在實驗完成後把牠們回歸大自

然，以免破壞生態。 

4.2.     實驗中的數據應加以更精準的量度及計算，增加實驗結果的準

確性。此外，實驗中所用的污染物

濃度及份量，以及水的份量應更符

合真實情況，使實驗結果更能反應

真實情況。 

4.3.     我組亦建議可選擇在更多地方

採集實驗樣本，比較不同地方的水

黽會否受各地方的不同之處所影響，

令實驗更具普遍性。 



13 
 

9.總結及反思 
 

在觀察的過程中，我組發現水黽棲息地中有油污及肥皂泡。由於溪流附近

有民居，我們深信污染物是經過附近民居的排污管流入溪流的。而在油污或肥

皂泡大量積聚的地方，我組觀察不到水黽的存在，而我組的實驗亦已證實油污

和肥皂泡勻會對水黽造成不同的影響，輕則影響水黽的移動，重則令其下沉而

遇溺死亡。 

 

另一方面，從我組的實驗結果中反映小水黽受污染物影響的程度遠高於大

水黽，可見溪流一但受污染，小水黽很快就會受影響，這代表水黽的後代受到

生命的威脅，很容易會遇溺死亡。這樣繼而使水黽難以繁衍下一代，增加其滅

絕的機會。由此可見，我們實在不應該隨意污染溪流，以保障水黽及其他溪流

生物的生命。 

 

因此，我組認為政府應加強監管非法排污情況，遏止家居污染物(如:洗潔

精丶肥皂泡和油污等)流入溪流，危害溪流生態，以保護水黽及其他溪流生物。 

 

另外，我組亦在此勸喻大家勿隨便捕捉水黽。

鑑於我組曾捕捉水黽並帶回家觀察，發現水黽在捕

捉當晚死亡，可見水黽的脆弱。希望大家不要因為

水黽有趣而隨便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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