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砂岩對黃緣螢生長水質影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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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探討砂岩對黃緣螢生長水質的影響，本研究以「碎肉餵食法」為基礎，針對水質部分進

行試驗，採四種處理，自來水、山泉水、自來水加砂岩、山泉水加砂岩，3 重複；取樣 60 隻兩

齡幼蟲分別進行水質監控，檢測 pH、溶氧、氨態氮、亞硝酸態氮的變化對於黃緣螢生長的影

響。結果顯示，自來水加砂岩處理的幼蟲四月中旬最早羽化，而山泉水未加砂岩的幼蟲遲至五

月份才羽化，研究顯示，砂岩提供硝化菌附著的場所，可以淨化水質，提早羽化的時間。本實

驗從 2011/8/18-2012/6/14 完成一個世代需 10 個月的時間，第 1 代幼蟲 60 隻，羽化成蟲有雌蟲

15 隻，雄蟲 9 隻，羽化率 40％，性別比 60：100；每隻雌蟲平均產 70 顆卵，第 2 代幼蟲有 1050

隻。在不打幫浦的環境下，十二天換水一次，以族群的方式來復育黃緣螢，堪稱為一種省工的

方法。 

(關鍵詞：砂岩、硝化作用、螢火蟲生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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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androck on water quality in relation to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Luciola ficta olivier firefly, the current study adapted the ‘fresh meat 
rearing method’ proposed by Dr. Ho Chien Jung and opted for four different growth 
mediums: tap water, mountain spring water, tap water with sandstone, and mountain 
spring water with sandstone. Water quality monitor of both mountain spring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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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ap water were analyzed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water quality on firefly 
breeding and growth. The water quality assessment wa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oxygen, pH value, and nitrite content. A total of 60 larvae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take part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tap water with sandstone group 
was the first to emerge as adults in April. On the other hand, mountain spring water 
alone did not result in early emergence. Previous research had shown that sandstone 
provides habitat for bacteria culture that helps with water purif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early emergence of adults. The current study started on 2011/8/19 and ended on 
2012/6/14. The life cycle of one generation of Luciola ficta oliverie firefly is about 
10 months. The first generation produced a total of sixty larvae; of these, fifteen 
females and nine males emerged as adults. The emergence rate is about 40%, and 
sex ratio is 60:100. Each female laid an average of seventy eggs. The second 
generation began with 1050 larvae. The water medium was replaced every 12 days; 
no pumps were used.  This may be a less labor intensive method to raise Luciola 
ficta Olivier firefly. 
(Key word: sandstone, nitrification, firefly life cycle) 

前言 

在台灣光復的初期，農村到處是水

田，水稻是出口的大宗，農村與稻田間有

竹籬區隔著，每當夏夜涼風徐徐吹來，常

可以看見大人們在屋外乘涼，泡茶聊天，

而小孩子則是「輕羅小扇撲流螢」的景像

（何，1997）(賴，2006)。 

螢火蟲屬於鞘翅目（Coleoptera），菊

虎 總 科 (Cantharoidea ） ， 螢 科

（Lampyridae），全世界已命名之螢火蟲種

類數約 2000 種，台灣產會發光的昆蟲已紀

錄的有 2 科 14 屬   61 種。（何，2001）。 

螢火蟲的分類，依據幼蟲的棲息環

境，可分為水生、陸生、半水生三大類，

在台灣的環境中，幼蟲為水生的種類有黃

緣螢、黃胸黑翅螢、條背螢；陸生的種類

有端黑螢、台灣窗螢、雲南扁螢、雙色垂

鬚螢；半水生的只有鹿野氏黑脈螢（陳，

1999）。 

螢火蟲屬於完全變態類昆蟲，完整的

生活史包括了卵、幼蟲、蛹、成蟲等四個

階段。交尾後的雌成蟲會在靠近水邊的潮

濕處如土表孔洞或苔蘚間產卵，卵期約為

18-20 天。幼蟲孵化後的幼蟲稱為一齡幼

蟲，經第一次蛻皮後就變成二齡幼蟲，成

長的過程中隨著蛻皮而漸漸長大，幼蟲經

過 4-7 次蛻皮後，便會爬上陸地準備化

蛹，幼蟲經過 7-10 天的蛹期，便會羽化為

成蟲，成蟲即為我們常見的螢火蟲，成蟲

期非常短暫，大約只有 12-18 天（何，

2002）。 

水生螢火蟲幼蟲的天敵種類較多，主

要有黑殭菌、水蠆、長臂蝦與吳郭魚等，

其中以水蠆對其影響較大；通常在研究室

中飼養的黃緣螢，常會被黑殭菌寄生，從

蟲體表面長出菌絲，因此幼蟲到終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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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大量發病而死。 

黃緣螢名稱之由來有兩種：1、是直

接翻譯日文 “キベリボタル”而來。2、

黃緣螢成蟲二片翅鞘間的邊緣具有黃色

線條，故名為黃緣螢(張，1994、賴，2006)。

黃緣螢(Luciola ficta)是早期在水田與灌

溉溝渠常見的昆蟲，一生經歷卵、幼蟲、

蛹、成蟲的四個階段。尤其它具有棲息於

無光害、水質良好之濕地、溪流以及湖泊

的生物特性，因而成為評量水質良窳之生

物指標。 

近年來，因應市場需求，農民為了提

高農產品的產量及價格，除草劑及農藥的

使用，土地的開發，微氣候的改變，棲地

溫度升高…等。使得螢火蟲的棲地遭受破

壞，在野外已不容易被人發現，而螢火蟲

族群的減少，是環境惡化的警訊；So 

Kazama et al. (2007)指出水文條件在螢火

蟲棲地的分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

此，螢火蟲若能復育成功，就是環境獲得

改善。黃緣螢(Luciola ficta Olivier)是台灣

產最早利用人工飼育方法來繁殖的水生

螢火蟲，張錦洲(1994)以玻璃製水族缸為

容器，配上打氣幫浦及照明設備等裝置，

餵食河螺，可以完成生活史，葉淑丹(1999)

完成虎山溪之黃緣螢的野放紀錄，及食物

的偏好性之研究，Xinhua Fu(2006)探討水

生螢火蟲的培養環境及飲食，研究顯示螢

火蟲的復育環境及飲食會影響水源品

質，而適當的飲食和高品質的水源是螢火

蟲復育成功的關鍵，何健鎔(2006)提出飼

養黃緣螢之新方法，何健鎔(2010)完成黃

緣螢生活史的記載，在這些文獻當中，都

是著重在黃緣螢的基礎生物之研究，而缺

乏幼蟲期的生長水質，氨態氮、亞硝酸態

氮有毒物質之探討；在台灣民間的飼養方

式，是以水族缸長 120cm 寬 30cm 高

25cm 水深 10cm 養 500-2000 隻不等，然

後再以水循環過濾或配上打氣幫浦的方

法增加氧氣，或以淺塑膠盤等做為飼養容

器，再以土壤當作化蛹槽，等待羽化而完

成其生活史。而集體飼養容易造成：1、

競爭、群聚細菌感染或密度太大氧氣不足

或糾結纏繞在一起，而集體死亡。2、螢

火蟲幼蟲體型太小，很容易從我們的視野

消失，不易觀察。3、未經殺菌的土壤，

藏有寄生蟲及微生物，會降低螢火蟲的存

活率。陽光、大氣、水與表土是螢火蟲生

長必備的環境因子，因此改善水質，將是

復育螢火蟲的成功關鍵。本實驗為引用何

健鎔(2006）所提：飼養黃緣螢之新方法，

此法以自來水經過 RO 逆滲透過濾，作為

幼蟲的水源，並以切碎新鮮田螺肉餵食單

隻飼養於塑膠杯的一齡幼蟲至成蟲；幼蟲

期整體死亡率為 53.75％。雖然易於瞭解

與觀察生活環及幼蟲上陸化蛹特性，但是

此種方法與大自然界的族群概念不符

合，尤其螢火蟲有合食的習性， 所以本

研究以族群的方式飼養螢火蟲並加入砂

岩，來改善水質作為本研究之目的。 

材料與方法 

本試驗取兩齡幼蟲 60 隻，飼養杯的規

格（容積 250ml，高度 6cm，底部直徑

8cm ，開口直徑 9.5cm）分別編號 A-L 共

12 杯，如照片 1。 

不規則形狀約 2 公分高，平均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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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克重的卓蘭層砂岩(照片 1)為實驗之

材料,卓蘭層砂岩孔隙率為（12％-20％）

（林，2009）；化蛹台材料為墨綠色插花

棉 ， 體 積 大 小 為

L×W×D=4.0cm×4.0cm×4.0cm  

平 台 的 兩 側 作 兩 條 V 字 型 溝 槽

(L=4.0cm；W=1cm)，形成較多的通道，

以方便幼蟲上陸，並在 V 字型的兩斜邊

處，打直徑 0.5 公分，深 1 公分的圓形孔

洞 9-12 個不等，並將插花棉碎屑敷蓋在

化蛹台，模擬成自然環境的泥土(照片 4)。 

表 1 實驗基礎水質 

Table 1. Experimental foundation water 

quality 

水源 pH DO 

（ppm） 

NH3 

(ppm) 

NO2
- 

(ppm)

自來水 7.6 26.5 T T 

山泉水 7.8 18 T T 

*T 代表微量 

表 2 實驗處理 

Table 2. Four kind of processing 

自來水 自來水+砂岩 

山泉水 山泉水+砂岩 

研究方法 

本研究流程如圖 1 

 

圖 1 研究流程圖 

Fig.1 Flow chart of the study 

水生黃緣螢飼養及觀察 

何健鎔(2010)探討水生螢火蟲的生活

史，成蟲的高峰期是四月。何健鎔(2006)

碎肉餵食法提到幼蟲的死亡率以一齡最

高。本研究開始時(2011/8/19)已經過了成

蟲的高峰期，樣本不易取自大自然，而是

來自於民間的室內培養，又因為一齡的幼

蟲太小，唯恐測不出氨態氮的濃度，所以

取兩齡幼蟲為樣本。本試驗取樣兩齡幼蟲

60 隻，4 種處理(如表 2)、3 重複，將兩齡

幼蟲各 5 隻放入 12 個塑膠杯中，別編號

A-L，排成「一」字形，水位定為 2 公分，

當水位蒸發為 1 公分時，補水至 2 公分。

以自來水為對照組，山泉水為實驗組並加

入一塊砂岩，砂岩的作用：1.淨化水質，

多孔隙的砂岩可以吸附雜質並且提供硝化

菌附著、掩蔽和獲得其所需要的氨源及營

養源的底質。2.砂岩可提供幼蟲棲息地

點。3.螢火蟲有「負」趨光性，砂岩是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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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系的岩石，可做為遮蔽的場所，增加安

全感。為增加溶氧量及防止幼蟲逃逸，將

塑膠蓋改為細網(如照片 2)，以 24mg 的田

螺肉，3 天餵兩次，隔日將未取食完的碎

肉以滴管清除，每隔 12 天監測水質一次並

換水，實驗 2011/8/19-2012/2/27 共監測 16

次水質；末齡幼蟲要上陸化蛹前會在飼養

杯內游走，於是 2012/3/5 移除砂岩，置入

插花棉，等待幼蟲上陸化蛹。 

水產養殖的三大隱形殺手：1 溶氧不

足 2 氨中毒 3 亞硝酸鹽中毒，杜(1995)指

出溶氧是最重要的水質指標，幾乎所有的

水中生物都必須靠氧氣才能生存；柯(2000)

指出當溶氧濃度低時，硝化反應受溶氧濃

度的影響很大；張(1995)指出硝化反應受

pH 影響很大，硝化細菌在生長過程中會降

低 pH 值，故 pH 於 7～8 時，有利於硝化

作用；柯(2000)指出氨或亞硝酸鹽可提供

硝化反應的能量來源，因為兩者透過生物

氧化程序可產生相當多之能量。所以本實

驗檢測 pH、溶氧、氨態氮、亞硝酸態氮；

又因為水質需要現場測試，所以使用操作

容易，攜帶方便的 TBS 比色法檢測水質。

TBS 之測定原理，採用賴(1995)提出：氨

態氮(NH4
+-N)靛酚藍法 

氨氮在次亞氯酸鹽共存下，會與酚

(phenol)如下反應生成靛酚藍(indophenol 

blue)，測定靛酚藍的吸光度而定量。此法

的 定 量 範 圍 是 NH4
+-N2 ～ 50μg 。

 

詹曉燕(2010)提出，靛酚藍比色法對氨氮

具有較高的準確性，而且比納氏試劑光度

法更為方便，準確且易於操作。 

根據 Emerson K.(1975)分子態的氨在

不同的 pH 及水溫所占的比率的表格，可

以推算，在 25℃時，若 pH=7.0，銨鹽含

量 3.0ppm，有毒氨含量 1.0%，故有毒氨

濃度等於 3ppm×1.0%=0.03ppm，溫度對氨

的影響微乎極微，可以忽略不計。 

標準銨溶液：以乾燥之氯化銨 3.145

公克容於純水用量瓶配成 1 公升溶液，再

稀釋成 1ppm 溶液，取 5 毫升進行 TBS 比

對，結果與 TBS 比色的 1ppm 相吻合(如照

片 3)。 

NH4CL→NH4
++CL- 

雖然 pH 對生物而言，是不明顯的指

標，可是間接對有毒物質產生影響；Meade 

J W(1985)指出氨態氮在水溶液中以離子

銨和非離子氨的的形式存在，其毒性與水

體的 pH、溫度、鹽度、溶解氧因子有關，

其中 pH 對氨態氮毒性影響最顯著。氨

(NH3)會迅速溶解在水中產生銨離子(NH4
+)

及氫氧離子(OH-)，在水中形成一可逆反應

如下： 

NH3+H2O      NH4
++OH- 

NH3/NH4
+的化學平衡關係會受到 OH-

濃度的影響，當 OH-濃度高時(pH 愈高)，

反應式向左進行，愈有利氨(NH3)之形成；

當 OH-濃度低時(pH 愈低)，反應式向右進

行，愈有利 NH4
+之形成。(柯，2001) 

NH3/NH4
+在水中的平衡，可由水中

pH 來決定，即水之 pH 愈高或鹼性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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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水中所含有毒的氨分子(NH3)其百分比

也愈高。水族箱內的有機物質，如果不太

多時，水中的硝化細菌能將 NH3 先轉變為

NO2
-再轉變為(NO3

-) 

1. NH3+3[O]→NO2
-+H3

+O 

2. NO2
-+[O]→NO3

- 

第一階段的氧化作用多過第二階段的

氧化作用，有毒的 NO2
-就聚積起來。(柯，

1996) 

亞硝酸氮(NO2
-— N)：重氮化法 

亞硝酸氮在酸性溶液中，與芳香族第

一胺(sulfanil amide, 磺胺酸等)反應生成

的偶氮化合物添加芳香族胺類,偶合生成

的重氮化合物，測定其紅色吸光度 

 

本研究之水源分別來自：台中市北屯

區自來水，在容器直徑 33 公分，水位高 6

公分，氣曝 24 小時後使用。與豐原市鎌村

里山泉水，由林牛山崖璧出來的山泉水，

靜置 24 小時處理後，作成飼養幼蟲的水

源。為了防止水蠆的幼蟲及卵產於山泉水

中，所以用細紗網過濾雜質後使用。將第

二代兩齡幼蟲各 100 隻 總重量 0.5 公克分

別飼養在長 21 公分 寬 13 公分高 13 公分

的飼養盒，以自來水，水深 2.5 公分(550cc)

為對照組；自來水加砂岩，水深 3 公分

(550cc)，砂岩總重量 388.8 公克，為實驗

組。三天餵一次，中型石螺 1 顆切成兩半，

增加食物取食的面積，3 天檢測水質一

次，水位蒸發低於 3 公分時，補水不換水，

飼 養 期 間 從 2012/7/11-2012/8/13 共 27

天，2012/7/26 自來水加砂岩的飼養杯，已

經有幼蟲死亡，所以用風扇吹，增加溶氧

量。 

 

照片 1 兩齡幼蟲與實驗的容器與砂岩 

Photo 1 Experimental L. fita in experimental 

apparatus. 

 

照片 2 加了細紗網的容器 

Photo 2 Net vessel with meshed spun yarn 

as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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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氯化銨溶液與 TBS 比對 

Photo 3 Ammonium Chloride compared with 

the TBS 

 

照片 4 上陸化蛹台的插花棉與蛹 

Photo 4 Self-designed apparatus made of floral 

foam for pupation and cocoon for L.fita. 

 

照片 5 雌蟲產下黃色的卵 

Photo 5 Yellow colored eggs laid by female L. 

fita firefly 

 

照片 6 發霉的插花棉 

Photo 6 Mildew growth on floral foam. 

 

 

照片 7 第 2 代幼蟲與螺貝 

Photo 7.Second generation of larva and the 

conch in water. 

 

照片 8 棲息在駁坎的幼蟲 

Photo 8 The larvae inhabited on the 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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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表 4 黃緣螢數量統計表(2011/8/19-2012/5/20) 
Table 4 Variation in the number of L.,ficta   單位：隻 

日期 自來水  自來水+砂岩 山泉水 山泉水+砂岩 總計 存活率％ 

100/8/19 15 15 15 15 60 100％ 

101/3/5 12 12 14 14 52 86％ 

101/3/12 12 12 8 13 45 75％ 

101/5/20 6 6 7 5 24 40％ 

 

1. 柯清水(2009)指出：硝化細菌最佳的

生長條件是：溫度 25-30℃、pH7.5-8.0，營養

物質的濃度 2-10mM，溶氧保持在 2-5ppm；

硝化作用持續進行當中，培養基的 pH 會逐漸

下降而有不穩定的現象。根據圖 2、圖 3，pH

的變化隨著硝化作用而不穩定，砂岩增加硝

化菌附著的表面積，不管是山泉水或自來

水，有加砂岩的 pH，低於沒有加砂岩的 pH；

黃國傳(1996)指出：pH 為毒性物質影響的因

素之一，非離子的氨有毒，離子的銨在低 pH

值時較有利且幾乎無毒，加了砂岩處理的 pH

下降，有利於降低有毒物質。 

2. 根據圖 4、圖 5, 在養殖初期水中微生

物的生態平衡系統無法馬上被建立，NH3 很

容易被累積下來，之後硝化細菌沿著杯壁附

著，NH3 逐漸下降，而加了砂岩的飼養杯，

更增加了硝化菌附著的表面積，有助於降低

有毒物質 NH3 濃度，有利於硝化作用的進行。 

3. 根據圖 6、圖 7 顯示，有加砂岩的飼

養杯，比沒有加砂岩的 NO2
-低，由此證明砂

岩能降低有毒物質 NO2
-。 

4. 本實驗以族群的方式飼養，造成幼蟲

各齡期發育不一以及上陸化蛹成敗不易觀

察，所以此實驗分為二階段 

根據表 4，2011/8/19-2012/3/12 為幼蟲

期，存活率 75％，死亡率 25％，原因為脫皮

不 成 ， 自 然 死 亡 或 不 明 原 因 死 亡 ；

2012/3/13-2012/5/20 為成蟲期，存活率 40％，

死亡率 60％原因為上陸化蛹失敗或羽化階段

被螞蟻攻擊而死亡，顯然在化蛹成蟲前，螞

蟻為一重要天敵。 

5. 根據圖 8，在幼蟲期有加砂岩處理的

幼蟲存活率大於未加砂岩的存活率；根據圖

9，山泉水這組的成蟲數量大於有加砂岩的成

蟲數量，顯然在末齡幼蟲上陸至成蟲前，為

本實驗結果的一個轉折點。 

6. 2012/3/5 放入插花棉當作化蛹槽，四月

中旬先羽化成蟲的是有加砂岩的自來水，與

山泉水的螢火蟲；而未加砂岩的飼養杯之螢

火蟲遲至五月下旬才羽化成蟲。 

7. 海綿因為具有保濕的效果而且有許多

微小的毛孔適合做為雌蟲產卵的基質(如照片

5) 

8. 田曉萍(2009)提出，當亞硝酸鹽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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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 1.73mg/L 時，對毛蚶的變態率、生長有

明顯影響。本實驗結果是亞硝酸的濃度最高

達到 1.75ppm，有五隻幼蟲在食物來源供應無

缺，空間充裕情況下，幼蟲期長達一年未變

態，即使刺激它，改為一星期餵食一次，仍

舊未變態，可見亞硝酸鹽的濃度對幼蟲的生

長有明顯的影響。 

9. 本實驗從 2011/8/18-2012/6/14 完成一

個世代需 10 個月的時間，第 1 代幼蟲 60 隻，

羽化成蟲有雌蟲 15 隻，雄蟲 9 隻，羽化率 40

％，性別比：60：100 每隻雌蟲產 70 顆卵，

第 2 代幼蟲有 1050 隻(如圖 10)。根據陳仁昭

(1992)之研究，黃緣螢的幼蟲期約 93 天，在

人工飼育條件下，各齡期的生長不一致，且

平均生長期的變方值相當大。根據何健鎔

(2010)成蟲的高峰期是四月，其次是八月，本

實驗是 2011/8/19 取得幼蟲，是因為氣溫的變

化，所以幼蟲期長達八個月之久。 

10. 第二代二齡幼蟲 100 隻共 0.5 公克，

飼養期間 2012/7/11-2012/8/13，水位維持 3 公

分，低於 3 公分補水不換水，經過 27 天，有

加砂岩的飼養盒的幼蟲總重 1.4 克，存活率

94％；未加砂岩的飼養盒的幼蟲總重 0.9 克，

存活率 93％。研究結果顯示有加砂岩的飼養

盒，幼蟲增加 100％的重量而且存活率比較

高。章海鑫(2011)指出，氨氮是影響神仙魚攝

食的主要因素，本實驗證明總氮量是影響幼

蟲攝食的主要因素。 

11. 第二代幼蟲的水質變化如圖 11- 圖

16 所示 

根據圖 11 有加砂岩的飼養盒的自來水

pH 低於未加砂岩的自來水，因為硝化過程中

會產生硝酸，而造成水質酸化現象。2012/7/26 

加了砂岩的飼養盒，已經有一隻幼蟲死亡，

為了增加溶氧量，所以用風扇吹，根據圖 12 

有加砂岩的自來水溶氧量低於未加砂岩，柯

清水 (2009)指出硝化作用需要消耗大量氧

氣；本研究發現溶氧低於 5ppm 時， 幼蟲已

經奄奄一息在駁坎處(如照片 8)根據圖 13、加

了砂岩處理的 NH3,低於未加砂岩的 NH3，根

據圖 14、圖 15，2012/7/26 後，有加砂岩自來

水的 NO2
-低於未加砂岩 NO2

-，有加砂岩的自

來水 NO3
-低於未加砂岩的自來水 NO3

-處理，

7/26 用風扇吹，有利於第一階段硝化作用的

進行，降低 NO2
-，而第二階段的 NO3

-產量低，

可能是脫氮作用或反硝化作用。 

根據圖 16，7/26 之前有加砂岩的總氮量

高於未加砂岩，顯示氧氣不足，硝化作用無

法發揮出來，7/26 之後改用風扇吹，硝化作

用持續進行，顯然氧氣是影響硝化作用的重

要因子，有加砂岩的總氮量低於未加砂岩的

總氮量，由此證明，加了砂岩，可以降低有

毒物質，改善水質。 

13. 張雨(2012)提出：水的上層溶氧量大

於深水區；胡水景(2001)提出：水體中溶解氧

值隨水深的增加而減少，即表層為峰值，底

層為谷值，所以本實驗在不打幫浦的情況

下，水深 2-3 公分是適合幼蟲生長的水位。 

14 天敵是本實驗結果轉折的一個重要

因素，即使是室內飼養，紗網過濾不了水蠆

的卵，也抵不過螞蟻的攻擊。 

15. 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物物相關，環環

相扣，幼蟲與螺貝誕生的時間點相符合，剛

出生一齡幼蟲並沒有合食的習性而是獨食，

恰巧與幼蟲攝食剛出生的螺貝相配合(照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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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自來水 pH 水質變化圖 

Fig.2 The changes in concentration of pH over 

time in tap water and tap water with sandstone. 

 

 

圖 3 山泉水 pH 水質變化圖 

Fig.3 The changes in concentration of pH over 

time in mountain spring water and mountain 

spring water with sandstone. 

 

圖 4 自來水 NH3 水質變化圖 

Fig.4 The changes in concentration of NH3 over 

time in tap water and tap water with sandstone. 

 

圖 5 山泉水 NH3 水質變化圖 

Fig. 5 The changes in concentration of NH3 

over time in mountain spring water and 

mountain spring water with sandstone. 

 

圖 6 自來水 NO2
-水質變化圖 

Fig.6 The changes in concentration of NO2
- 

over time in tap water and tap water with 

sandstone. 

 

圖 7 山泉水 NO2
-水質變化圖 

Fig.7 The changes in concentration of NO2
- 

over time in mountain spring water and 

mountain spring water with sand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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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2011/8/19-2012/3/12 幼蟲數量圖 

Fig. 8. Number of accounted larval firefly from 

2011/8/19-2012/3/12. 

 

圖 9 2012 年四月至五月成蟲數量圖 

Fig.9 Number of accounted adult firefly from 

April to May, 2012. 

 

 

圖 10 2011-2012 幼蟲數量圖 

Fig.10 The number of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 of larva from 2011 to 2012. 

 

 

圖 11 自來水 pH 水質變化圖 

Fig.11 The changes in concentration of pH over 

time in tap water and tap water with sandstone. 

 

圖 12 自來水溶氧水質變化圖 

Fig.12 The changes in concentration of DO 

over time in tap water and tap water with 

sandstone. 

 

圖 13 自來水 NH3 水質變化圖 

Fig.13 The changes in concentration of NH3 

over time in tap water and tap water with 

sand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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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自來水 NO2
-水質變化圖 

Fig.14 The changes in concentration of NO2
- 

over time in tap water and tap 

water with sandstone. 

 

圖 15 自來水 NO3
-水質變化圖 

Fig.15 The changes in concentration of NO3
- 

over time in tap water and tap water with 

sandstone. 

 

圖 16 自來水總氮量水質變化圖 

Fig.16 The changes in concentration of nitrogen 

over time in tap water and tap water with 

sandstone. 

結論 

1.  影響硝化作用的四項因子：pH、DO、

NH3、NO2
-；在氧氣充足的情況下，

加入砂岩，會使硝化作用更加健全，，

不只造成 pH 下降，更降低有毒物質

NH3、 NO2
-；部分轉為 NO3

-，部分脫

氮作用，部分反硝化作用，而使水質

總氮量下降，更有助於螢火蟲的生長。 

2. 「碎肉餵食法」，此種方法雖然簡單 

易於操作，但是水與土是重要的因

子，化蛹槽的插花棉代替有生命的土

壤，雖然克服水質汙染，但是違背其

棲地的泥質環境，插花棉長期使用易

滋生黴菌如照片 6。 

3.  本實驗之方法可以提供國小環境教育

之教材之使用，是一種節省成本的方

法。 

建議 

本研究基於水質需要現場測試，在有限

的人力與經費考量下，無法使用精密的儀

器，只能用 TBS 質性比色法，建議後人可以

使用精密的儀器，進行量化研究。 

大自然界是動態平衡，天敵控制族群的

消長，水蠆吃掉螢火蟲，生存下來的就是優

勢種，而將幼蟲養在飼養杯是限制其能力發

展，所以將第二代野放至農村社區，是本實

驗未來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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