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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才是保麗龍的剋星？ 

----二種麵包蟲的比較 

摘要 

    之前有研究已經證明麵包蟲會吃食保麗龍，但卻不知道俗稱

麵包蟲的蟲到底是哪一種會吃保麗龍？效果又如何？藉由本實

驗證明常被稱為麵包蟲的大麥蟲和黃粉蟲都會吃保麗龍，但以大

麥蟲的效果較好。又在分解保麗龍時，將保麗龍裁成片狀有利於

麵包蟲的食用、分解速度快；且保麗龍的顏色盡量以白色較有利

於麵包蟲的取食。另外，還比較了這二種蟲對同為塑膠類製品的

塑膠袋分解能力，發現這二種蟲亦會明顯吃食加了玉米粉粒的環

保塑膠袋，更增加了這二種蟲在分解塑化類廢棄物的運用性，可

作為我們環保的好幫手。 

 

壹、 研究動機 

塑膠是我們生活中很常用到的用品材料，具有價格便宜、保

溫、防撞等優點；但因為棄置後，無法自然分解，而被稱為百年

不腐；如用燃燒處理，則擔心會製造空氣汙染，所以，成為現代

環保的噩夢。最近，正好在新聞報導中看到有地方政府，因為某

知名連鎖茶飲店不願配合禁用保麗龍包裝，而決定號召鄉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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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保麗龍空杯回「家」：將茶飲店的保麗龍空杯回收後，棄置回

茶飲店的衝突事件；讓我突然想到之前看過的另一個報導或許能

解決這問題：麵包蟲可以吃食保麗龍！如果能夠證明麵包蟲是很

好清除保麗龍的工具，那我們就可以放心享受保麗龍帶來的便

利，而不用擔心它所帶來的環境汙染和破壞。 

 

貳、 研究目的 

一、 確定可以吃掉保麗龍的麵包蟲種類 

二、 比較黃粉蟲與大麥蟲吃保麗龍的速度與食量 

三、 比較黃粉蟲與大麥蟲吃食各種保麗龍的速度與食量 

四、 可能影響黃粉蟲與大麥蟲吃食保麗龍的原因 

五、 了解黃粉蟲與大麥蟲是否也會吃食塑膠袋 

六、 黃粉蟲與大麥蟲吃食不同材質塑膠袋的速度與食量 

七、 可能影響黃粉蟲與大麥蟲吃食塑膠袋的原因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黃粉蟲、大麥蟲、飼養盒、電子天平、磅秤、數位相機、顯微鏡、

攝影機、直尺、包裝用厚保麗龍、生鮮用薄保麗龍盒（白色與藍

色）、湯用塑膠袋（PE 塑膠袋）、一般塑膠提袋（PE 塑膠袋）、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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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商店環保塑膠提袋（含玉米粉粒）、麵包包裝袋（PP 塑膠袋） 

 

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調查麵包蟲的種類 

麵包蟲是常被用來當作魚或鳥類食餌的昆蟲，市售的有二

種：麵包蟲（黃粉蟲）、大麵包蟲（大麥蟲），為了確認此

為二種不同的昆蟲，先行對他們做了番調查： 

黃粉蟲 Tenebrio molitor 

 

又被稱為麵包蟲、高蛋白蟲、黃粉甲等 

屬於動物界節肢動物門昆蟲綱鞘翅目擬步行蟲科的生物 

幼蟲體呈黃褐色，節間和腹面呈黃白色，有 13~14 個體節

（包括頭節及尾節），體長約為 3~4 公分，從資料上得知，

具有完全變態的生活史，會化蛹，而形成赤黑褐色的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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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麥蟲 Zophobas morio 

 

又被稱為超級麵包蟲、巨型麵包蟲、大麵包蟲、超級麥皮

蟲、大麥皮蟲、麥皮蟲、麥麩蟲等 

屬於動物界節肢動物門昆蟲綱鞘翅目擬步行蟲科的生物，

幼蟲體呈淡黃褐色，身體明顯可見 12 個咖啡色的環節，將

身體區隔成 13 個體節（包括頭節及尾節），體長可達 6 公

分，具有 3 對足。由資料上查到它有完全變態的生活史，

會化蛹，而形成黑褐色的成蟲。 

綜合上二種蟲的資料可以發現：它們具有相近的分類地

位，但是否代表具有相近的食性和生活習慣，則有待實驗

的觀察來加以證明。 

 

二、 誰會吃食保麗龍？ 

為了瞭解這個答案，我隨機選擇了黃粉蟲、大麥蟲各 30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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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0 隻為一組，置放入飼育盒（如照片），並且分別放入

稱重後的包裝用厚保麗龍、生鮮包裝的白色保麗龍盒和藍

色保麗龍盒，每天觀察並做紀錄黃粉蟲和大麥蟲吃食保麗

龍的情形。 

   

厚保麗龍-大麥蟲組              厚保麗龍-黃粉蟲 

 

   

藍薄保麗龍片-大麥蟲組          藍薄保麗龍片-黃粉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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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薄保麗龍片-大麥蟲組         白薄保麗龍片-黃粉蟲組 

 

三、 誰吃保麗龍的食量大？ 

將黃粉蟲、大麥蟲和保麗龍放入飼育盒前先行稱重，每天

觀察時，再稱保麗龍的重量，觀察並記錄保麗龍失重的情

形。 

 

四、 哪種保麗龍比較好吃？ 

分別選擇包裝用厚保麗龍（呈塊狀），及生鮮包裝用白色保

麗龍盒、藍色保麗龍盒（呈片狀），稱重後放入飼育盒內，

每天觀察並記錄保麗龍失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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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保麗龍塊                       保麗龍盒 

 

五、 誰會吃塑膠袋？ 

選擇常見的二種不同材質的塑膠袋：一般 PE 塑膠提袋、7-11

便利商店環保塑膠提袋（含玉米粉粒），分別裁成適當的大

小，量測面積與稱重後，置入飼育盒中，每天觀察並記錄

塑膠袋面積的變化及失重的情形。 

    

   未裁切的一般提袋              已裁切的一般塑膠提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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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裁切的環保提袋              已裁切的環保提袋大小 

 

六、 哪種塑膠袋好吃？ 

選擇三種不同材質的塑膠袋（PE 塑膠袋、PP 塑膠袋、環保

塑膠袋），分別裁成同樣大小、重量，來餵食黃粉蟲與大麥

蟲，觀察蟲較喜歡取食哪一種塑膠袋，並記錄蟲取食的重

量。 

 

七、 影響吃食的原因？ 

每天按時以肉眼觀察，並配合進行數日的全日攝影，來記

錄實驗中的麵包蟲是否會隨著環境的變化（白天與黑夜、

光照的強弱、室溫的高低）而有不同的活動情形和反應。 

 

伍、 研究結果 

實驗從 3 月 14 日開始，每日觀察並記錄，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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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吃食保麗龍的麵包蟲體重記錄 

以同組麵包蟲的總重來表示如表一 

表一 保麗龍組麵包蟲體重記錄 

食餌 

日期 

白厚保麗龍塊 藍薄保麗龍片 白薄保麗龍片 

大麥蟲 黃粉蟲 大麥蟲 黃粉蟲 大麥蟲 黃粉蟲 

3/14 5.4 0.6 4.65 0.9 6.05 0.6 

3/26 5.5 0.7 4.65 0.9 6.05 0.6 

體重變化 +0.1 +0.1 0 0 0 0 

單位：克 

 

二、 保麗龍被吃掉的重量記錄 

以未被咬碎，呈塊狀或片狀的部分來稱重，記錄如表二 

表二 保麗龍被吃掉的重量記錄 

食餌 

日期 

白厚保麗龍塊 藍薄保麗龍片 白薄保麗龍片 

大麥蟲 黃粉蟲 大麥蟲 黃粉蟲 大麥蟲 黃粉蟲 

3/14 0.4 0.4 0.35 0.35 0.45 0.45 

3/15 0.35 0.4 0.35 0.35 0.45 0.4 

3/16 0.3 0.4 0.35 0.3 0.4 0.4 

3/17 0.3 0.4 0.35 0.3 0.4 0.35 

3/18 0.3 0.4 0.3 0.3 0.35 0.35 

3/19 0.3 0.35 0.3 0.3 0.3 0.35 

3/20 0.3 0.3 0.3 0.3 0.3 0.35 

3/22 0.25 0.3 0.3 0.3 0.25 0.35 

3/23 0.2 0.3 0.25 0.25 0.25 0.3 

3/24 0.15 0.3 0.2 0.25 0.2 0.3 

3/25 0.15 0.3 0.2 0.25 0.2 0.3 

3/26 0.15 0.3 0.15 0.25 0.2 0.3 

重量變化 -0.25 -0.1 -0.2 -0.1 -0.25 -0.15 

單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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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大麥蟲吃白厚保麗龍塊情形  3/26 黃粉蟲吃白厚保麗龍塊情形 

 

    

3/26 大麥蟲吃藍薄保麗龍片情形  3/26 黃粉蟲吃藍薄保麗龍片情形 

 

    

3/26 大麥蟲吃白薄保麗龍片情形  3/26 黃粉蟲吃白薄保麗龍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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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吃食塑膠袋的麵包蟲體重記錄 

以同組的麵包蟲總重來表示如表三 

             表三 吃食塑膠袋的麵包蟲體重記錄 

食餌 

日期 

一般塑膠提袋 環保塑膠提袋 

大麥蟲 黃粉蟲 大麥蟲 黃粉蟲 

3/19 5.0 0.75 5.9 1.05 

3/26 5.25 0.78 6.0 1.1 

體重變化 +0.25 +0.03 +0.1 +0.05 

單位：克          

四、 塑膠袋被吃掉的記錄 

（一） 常見塑膠袋的餵食情形 

3 月 19 日開始麵包蟲吃食塑膠袋的觀察，這次實驗

中，是以容易、常見的塑膠袋為食餌，觀察麵包蟲

食用的情形。記錄結果如表四 

表四 常見的塑膠袋被吃掉的記錄 

食餌 

日期 

一般塑膠提袋 環保塑膠提袋 

大麥蟲 黃粉蟲 大麥蟲 黃粉蟲 

3/19 0.1 0.1 0.1 0.1 

3/20 0.1 0.1 0.05 0.1 

3/22 0.1 0.1 0.05 0.1 

3/23 0.1 0.1 0.05 0.1 

3/24 0.1 0.1 0.05 0.1 

3/25 0.1 0.1 0.05 0.05 

3/26 0.1 0.1 <0.01 0.05 

變化 0 0 >-0.09 -0.05 

單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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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大麥蟲吃一般塑膠袋情形    3/26 黃粉蟲吃一般塑膠袋情形 

   

3/26 大麥蟲吃環保塑膠袋情形    3/26 黃粉蟲吃環保塑膠袋情形 

   

3/26 大麥蟲咬食一般塑膠袋痕跡  3/26 黃粉蟲咬食一般塑膠袋痕跡 

 

（二） 不同材質的塑膠袋餵食情形 

6 月 3 日開始，改以不同材質的塑膠袋來餵食麵包



15 
 

蟲，看看麵包蟲食用塑膠袋是否有選擇性，為觀察

清楚、及使食用的情形較為明顯，此次實驗中以三

十隻蟲為一組，並裁取較大片的塑膠袋，餵食時間

一週，觀察麵包蟲體重，及塑膠袋減重的情形，結

果如表五、表六。 

表五 餵食不同材質塑膠袋的麵包蟲體重記錄 

食餌 

日期 

PP 塑膠袋 PE 塑膠袋 環保塑膠提袋 

大麥蟲 黃粉蟲 大麥蟲 黃粉蟲 大麥蟲 黃粉蟲 

6/3 17.5 3.2 17.6 4.2 16.9 2.7 

6/10 14.6 2.7 14.3 2.5 16.7 1.6 

變化 -2.9 -0.5 -3.3 -1.7 -0.2 -1.1 

單位：克 

表六 麵包蟲吃食不同材質塑膠袋的記錄 

食餌 

日期 

PP 塑膠袋 PE 塑膠袋 環保塑膠提袋 

大麥蟲 黃粉蟲 大麥蟲 黃粉蟲 大麥蟲 黃粉蟲 

6/3 0.15 0.15 0.2 0.15 0.1 0.1 

6/10 0.15 0.15 0.15 0.15 0.1 0.1 

變化 0 0 -0.05 0 0 0 

單位：克 

    

            6/3  PE 塑膠袋              6/3  PP 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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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環保塑膠袋       6/10 餵食大麥蟲的 PE 塑膠袋  

         

   6/10  餵食大麥蟲的 PP 塑膠袋   6/10 餵食大麥蟲的環保塑膠袋 

     

   6/10 餵食黃粉蟲的環保塑膠袋 

 

（三） 將 PP、PE 塑膠袋表面塗佈玉米粉後的餵食情形 

因觀察發現麵包蟲食用環保塑膠袋的情形明顯（雖

然秤重沒有減少，但確實明顯可見環保塑膠袋有被

食用過的痕跡，如上圖），查閱資料發現此次實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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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用的環保塑膠袋是加入了玉米粉粒，懷疑是否和

添加玉米粉粒有關，試著在 PP、PE 塑膠袋表面塗

佈玉米粉，觀察是否會增加麵包蟲的取食，結果如

表六 

表六 塗佈玉米粉後的食用記錄 

食餌 

日期 

PP 塑膠袋 PE 塑膠袋 

大麥蟲 黃粉蟲 大麥蟲 黃粉蟲 

6/13 0.2 0.2 0.9 0.9 

6/14 0.2 0.2 0.9 0.9 

6/15 0.2 0.2 0.9 0.9 

6/16 0.2 0.2 0.9 0.9 

單位：克             

五、 大麥蟲的耐餓觀察 

在三月份的實驗中發現，雖然餵食麵包蟲的一般塑膠袋，

從外觀來看，沒有明顯的食用情形，但是麵包蟲的數量也

沒有減少，是否是因麵包蟲還是有微量的取食了塑膠袋以

維持生命，所以數量才沒減少？所以，藉著這組 10 隻完全

不餵食任何食物的大麥蟲，來觀察可能性，結果如表七 

表七  大麥蟲的耐餓實驗記錄 

日期 蟲重 存活個體數 

6/3 6.0g 10 

6/10 3.6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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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餓實驗後的大麥蟲情形 

 

陸、 討論 

一、 吃食白厚保麗龍塊的麵包蟲增重明顯，不管是大麥蟲、或

是黃粉蟲都增重了 0.1 克，其餘各組的麵包蟲則無明顯增

重。 

二、 在每日觀察的過程中發現，餵食白厚保麗龍塊的麵包蟲，

從第二天就開始吃食；餵食白薄保麗龍片的麵包蟲則是第

三天開始取食；餵食藍薄保麗龍片的麵包蟲是第五天才開

始取食。所以，可能是厚的保麗龍塊較易取食和吸收養分，

因此麵包蟲會增重。 

三、 無論是餵食哪一類的保麗龍，大麥蟲分解保麗龍的速度都

快於黃粉蟲。 

四、 以大麥蟲來看，取食白厚保麗龍塊與白薄保麗龍片的重量

一樣（0.25 克），藍薄保麗龍片則較少（0.2 克）；因大麥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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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食白厚保麗龍塊的時間長、白薄保麗龍片的時間短，所

以大麥蟲分解白薄保麗龍片的速度快。 

五、 以黃粉蟲來看，取食白薄保麗龍片較多（0.15 克），餘二種

的取食量一樣少（0.1 克），所以黃粉蟲分解白薄保麗龍片

的速度快。 

六、 對這二種麵包蟲來說，藍薄保麗龍片都是最慢取食、取食

較少的食物，可能是因藍色相較白色不易吸引麵包蟲注

意；或是它所含的成分麵包蟲較不喜歡。 

七、 在三月份的實驗中，麵包蟲食用常見塑膠袋後，各組蟲重

都有增加，麵包蟲增重的情形是吃食一般塑膠提袋的大麥

蟲增重最大（0.25 克），其次是吃食環保塑膠提袋的大麥蟲

（0.1 克）、黃粉蟲（0.05 克）、吃食一般塑膠提袋的黃粉蟲

（0.03 克）。 

八、 在六月份的實驗中，餵食麵包蟲不同材質的塑膠袋後發

現，各組蟲重都減少了，其中以餵食環保塑膠袋的大麥蟲

組減重最少（-0.2 克），其次是餵食 PP 塑膠袋的黃粉蟲組

（-0.5 克）、餵食環保塑膠袋的黃粉蟲組（-1.1 克）。 

九、 比較三月與六月的實驗結果，各組蟲重的增減，似乎與一

組的蟲數多少有關，在三月份的實驗中一組 10 隻蟲，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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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卻以 30 隻為一組，當蟲增加了，可是飼育的空間卻不

變，可能太擁擠而造成蟲互相攻擊的情形，因此，蟲的總

重減少。 

十、 觀察六月份餵食不同材質的塑膠袋實驗，發現麵包蟲食用

環保塑膠袋明顯，可是蟲減少的數量也較多（大麥蟲剩 28

隻、黃粉蟲剩 27 隻），不亞於完全沒被取食情形的 PP 塑膠

袋組（大麥蟲剩下 27 隻），是否是因在有食物的狀態下，

蟲的活力較大，對空間及食物的競爭也較大，所以出現較

多的個體減少情形？ 

十一、 環保塑膠提袋是這二種麵包蟲偏好取食的食物，在三月份

的實驗中，大麥蟲吃掉的環保塑膠提袋重量超過了 0.09

克，黃粉蟲也吃掉了 0.05 克。六月份的實驗中，雖不見重

量的減少，卻可見到明顯的取食情形（如上項附圖）。 

十二、 從三月的觀察中發現：PE 材質的一般塑膠提袋上可見到

麵包蟲咬食的痕跡，但測重卻無變化，所以可能吃掉的量

很少。在六月的實驗中，增加了每組麵包蟲的個體數，發

現餵食 PE 塑膠袋的大麥蟲組，PE 塑膠袋有減重 0.05 克，

由此可見大麥蟲亦會吃食 PE 塑膠袋。 

十三、 將 PE、PP 塑膠袋表面塗佈玉米粉後，觀察麵包蟲取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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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發現麵包蟲取食踴躍，但是在吃食完表面塗佈的玉

米粉後就不吃了，可見利用表面塗佈玉米粉來增加麵包蟲

對 PE、PP 塑膠袋的取食想法不可行。 

十四、 從數日的全日攝影紀錄中發現，這二種麵包蟲的活動力都

會受到白天與黑夜的影響，在白天時，活動力很好，進入

黑夜後，就不活動了；考慮是否是因光照強度的變化影響

其活動，在晚上加以燈照，結果大麥蟲的活動力增加，可

是黃粉蟲仍是時間進入晚上後，就不活動了。 

十五、 從大麥蟲的耐餓實驗中，發現若不提供食物，大麥蟲的存

活率將大降（10 隻僅活 3 隻）；還會出現明顯的同類相殘、

取食的現象，檢查死掉的 7 隻蟲屍中，有 4 隻屍體不全，

僅留下尾端。 

 

柒、 結論 

一、 由實驗結果證明二種麵包蟲都會吃食保麗龍與塑膠袋，但

大麥蟲分解保麗龍和塑膠袋的能力優於黃粉蟲。 

二、 因為這二種麵包蟲對白薄保麗龍片的分解速率較好，所

以，建議在餵食時，應該盡量裁成薄片。 

三、 從實驗可知，保麗龍的厚薄會影響麵包蟲的取食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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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麗龍的顏色也可能影響到它們取食的食量與速度。 

四、 觀察麵包蟲吃食白薄保麗龍片，發現最後會剩下底部較硬

的部分，所以，保麗龍的硬度也可能影響麵包蟲的取食。 

五、 這二種麵包蟲也都會吃塑膠袋，但是會挑塑膠袋的材質，

以塑膠袋中含有添加玉米粉粒的環保塑膠袋是牠們較偏好

的。 

六、 麵包蟲的養殖密度需加以留意，當個體數太多、密度太高

時，就會出現同類相殘的情形。 

七、 麵包蟲的活動會受到日夜週期的影響，但大麥蟲可藉由補

強光照，來增加其晚上的活動力。 

八、 有鑑於實驗的結果，我個人建議可以考慮利用大麥蟲來幫

助我們處理保麗龍與塑膠袋的汙染問題，但為了讓大麥蟲

取食、幫我們減廢，保麗龍及塑膠袋的材質要加以限制；

且大麥蟲還可做為其他養殖生物，如鳥類、魚類的食餌，

甚至是人類的食物，一舉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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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829 

該作品比較黃粉蟲與大麥蟲對保麗龍之利用進行研究，作者

也發現兩種蟲會食用塑膠袋。該作品日後有機會宜對兩種蟲

體型大小差異度納入考慮因素，並加強主題原創性之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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