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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廢棄蛤殼研發四種蛤笛，第一種熱熔膠吹口蛤笛、第二種蛤殼面鑽洞蛤笛、第

三種吸管蛤笛、第四種是氣切片蛤笛；發聲原理是往薄片吹氣可產生邊稜音，隨後與蛤殼腔

體共鳴而發出聲音，再利用指孔洞產生不同音調。其中以第四種氣切片蛤笛利用熱熔膠、塑

膠薄片及透明膠帶就能自製 5 種以上音調的蛤笛。研究結果發現，指孔洞總面積越高則音頻

越高；蛤殼容積越小則音頻越高；氣切口面積越小則音頻越低；氣切片材質越厚或層數越多

則彈性越差，音頻會越低；吹氣量越強則音頻越高；指孔洞位置與音頻無關；氣切片黏貼位

置因手握蛤殼手勢之故，建議貼在蛤殼長側邊的位置。本作品已申請專利，製成商品義賣，

製作方法及吹奏歌曲有上傳影片提供大家參考使用。 

壹、研究動機  

組員的家是專門是賣蛤蜊的，就聯想到廢棄的蛤殼是否也能似陶笛發出高低不同的音。

我們嘗試多種方法，在二片蛤殼間用熱熔膠製造吹口，也發現吹口要薄才能吹出聲音，這大

大提升我們的士氣；再經過多次改良做出一系列不同的蛤笛，也想進一步探討影響的因素。

沒想到，吃完廢棄蛤殼搖身一變為表演樂器，我們以自製蛤笛吹奏周杰倫歌曲「聽媽媽的話」

及蔡依琳「台灣的心跳聲」等，已將影片上傳在網路上(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dHzD74_Wc)。

(作品與教材之相關性：南一版五下第四單元聲音與樂器) 

 

貳、研究目的 

一、研究一：研發以下四種類型蛤笛，以吹口類型分類，皆可發聲。 

(一)第一種【熱熔膠吹口】 

(二)第二種【蛤殼面鑽洞吹口】 

(三)第三種【吸管吹口】：探討吹管吹口位置與音頻關係、殼面指孔洞面積與音頻關係。 

(四)第四種【氣切片吹口】：探討吹的工具、吹氣角度、開發指孔洞設計圖及專利檢索。 

二、研究二：氣切片蛤笛音頻之探討 

(一)實驗二-1：吹氣大小 

(二)實驗二-2：蛤笛大小與指孔洞面積 

(三)實驗二-3：蛤殼內部空間 

(四)實驗二-4：氣切口距離 

(五)實驗二-5：氣切片位置 

(六)實驗二-6：指孔洞位置 

(七)實驗二-7：氣切片材質 

(八)實驗二-8：氣切片厚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dHzD74_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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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研究架構流程圖 

 

參、研究器材與設備 

文蛤殼、吸管、膠帶、鐵絲、蠟蠋、熱熔膠、剪刀、電鑽、調音器、audacity軟體、Tuner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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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結果與討論 

一、名詞解釋、文獻探討及測量音頻方法 

(一)名詞解釋 

 

圖二：氣切片、氣切口(吹口)、、吹口距離、指孔洞 

  

 

圖三：有戳洞的指孔洞 圖四：無戳洞的指孔洞 圖五：蛤笛發聲科學原理圖 

 

(二)邊稜音 

邊稜音就是當空氣往氣切片吹時，氣流被劈開，產生渦漩碰撞時發出的聲音(圖五)。

根據文獻表示，單純的邊稜音是一種很弱、嘶嘶聲音，本身發出的聲響很小，而且含有較

多的高頻雜訊，只有通過共鳴腔體的耦合，響度才會變大，音色也會變得圓潤。(資料來

源：陶笛邊稜音的振動原理、全民攻笛) 

因此蛤笛的發聲原理是：利用吸管將氣流集中往氣切片吹，先產生邊稜音，隨後與蛤

殼的腔體共鳴而發出聲音。 

  

吹口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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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歷屆科展 

1.「魔笛機密」：全國第 47 屆科展國中組作品，製成石膏陶笛探討氣切口面積、陶笛氣切

口面積、陶笛指孔開孔面積與、陶笛空腔大小、陶笛指孔開孔位置、陶

笛指孔開孔數量、指孔開孔面積、各音階所須開孔面積。 

2.「勇士之音-鄒之鼻笛」：全國第 46 屆科展國中組作品，製成 PVC 水管鼻笛探討「吹孔」

大小、有無「管帽」、「管長」、「按孔」大小等因素。 

3.「原」音重現－探討影響排灣族鼻笛發音現象之研究」：全國第 54 屆國小組作品，探討

鼻笛鼻型角度、笛子角度、流速、及輔助工具等。 

3.本研究作品具有特性如下： 

(1)創新性：歷屆這三件科展都是針對生活中已出現過的陶笛和鼻笛來探討變因，本研究

是一般人想不到的廢棄蛤殼研發成樂器(Google 及專利蒐尋都未出現過)。 

(2)材料及製程簡易：只要利用熱熔膠、吸管、膠帶就能輕易發聲，在透明膠帶上戳洞或

是自己控制手指打開二片蛤殼縫面積的程度，就能成功做出多個音階的蛤殼樂器；製

作方法請看影片 https://youtu.be/Syw-MCC2E0w。 

(三) 測量音頻方法：在本研究有用到二種方法 

1.電腦 audacity 軟體： 

(1)聲音錄音後載入，截取

需要的聲音段。 

(2)點選「分析」中「描繪

頻譜」跑出圖五的圖形。 

(3)滑鼠移到最高點的中

心線上，再看下方峰值

的數據，即是音頻。 
 

圖五：audacity 軟體找音頻的方法 

2.手機 Tuner 軟體： 

(1)打開手機 Tuner 軟體，直接吹蛤笛，就會出

現數據。 

(2)但是數據較容易跳動、聲音過小無法測量。 

  

圖六：手機 Tuner 軟體音頻的方法 

https://youtu.be/Syw-MCC2E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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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一：研發蛤笛的歷程 

(一)蛤笛類型：根據文獻得知，最重要就是要能製作出產生邊稜音的氣切口，以下是嘗試不同

方法製作蛤笛各類型的歷程： 

1.第一種【熱熔膠吹口】：(圖二-1) 

直接在二片蛤殼中間以熱熔膠製作氣吹口，只要吹口薄就可以成功吹出哨音，但是

我們無法保證每次做的吹口形狀及厚薄能夠一樣，會造成實驗誤差，因此，必須再尋求

其他方式的氣切口。 

2.第二種【蛤殼面鑽洞吹口】：(圖二-2) 

使用電鑽機直接在蛤殼上鑽洞製作氣吹口，也可以成功吹出聲音，但是鑽的過程

中，蛤殼易碎，失敗率高。 

    

圖二-1：熱熔膠吹口  圖二-2:蛤鑽洞吹口 

 

 

3.第三種【吸管吹口】： (圖二-6) 

(1)高頻哨音： 

我們思考改用吸管來做吹口，將吸管剪洞當做

氣吹口黏接在二片蛤殼中間，可以成功吹出哨音，

但是音頻高達近 4500Hz。 

 (2)吸管吹嘴入口的位置和角度 

我們試著在 A、Ｂ及Ｃ不同位置(圖二-3)、不同

角度來安裝吸管吹口(圖二-4、圖二-5)，根據 4 人吹

奏以等級評分(實驗數據在紀綠本中)，平均計算後

發現，A、B、C 三點都可以吹出聲音，其中以 C 點

中的 90 度最好吹，因為手握蛤殼的手勢，建議黏在

長側邊 A 點。 

 

 

 

圖二-3: A、B、C 各點的位置 

 

圖二-4: A、B、C 各點的吹奏角度 

長側邊            短側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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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5：A、Ｂ及Ｃ不同位置及不同角度的吸管蛤笛 

 

(3)指孔洞面積與高低音的關係 

A.在蛤殼上鑽出 6 個大小相似的洞(圖二-6)，並以手持式顯微鏡拍照計算指孔洞面積(圖二

-7)。 

B.使用音頻軟體才能分辨確實有高低音，由表二-1 及圖二-8 得知，指孔洞總面積與音頻呈

現正比(開 1〜4 洞)。 

C.雖然蛤殼面開 6 個孔洞，但是，放開 5、6 個孔洞時，總指孔洞總面積較多，就只能發

出氣音，測量到音頻高達八千以上。我們推測，指孔洞開大到某一程度時，氣流在旋繞

時會有較大流失，會產生較多氣音，發聲也較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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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半邊第 1、2、3 洞 

 

右半邊第 4、5、6 洞 
 

圖二-6:吸管吹口及殼面的指孔洞 圖二-7：第 1 洞 0.09 mm2 

 

表二-1：吸管蛤笛蛤殼面上的指孔洞數的發聲音頻 

洞數 放 0 洞 放 1 洞 放1〜2洞 放1〜3洞 放1〜4洞 放1〜5洞 放1〜6洞 

指孔洞 

總面積(mm2) 
0 0.09 

0.09+0.1 

=0.18 

0.18+0.1 

=0.28 

0.28+0.1 

=0.38 

0.38+0.9 

=0.47 

0.47+0.9 

=0.56 

音頻(Hz) 4558 4569 4594 4623 4670 
8163 

(氣音) 

8226 

(氣音) 

 

圖二-8：蛤殼面開 4 孔洞總面積與「吸管蛤笛」音頻呈現線性正相關 

(4)綜合以上，吸管蛤笛音頻實在太高，即使有指孔洞，人耳難分辨高低音，不適合做為

吹奏樂器。 

 

4.第四種【氣切片吹口】：薄片黏接在二片蛤殼中間製作吹口(圖二-9) 

以薄片，例如文具用的 L 型夾的塑膠片、膠帶等當做氣切片吹口，以少許的熱熔膠

固定二片蛤殼之間的距離，再以透明膠帶黏貼，利用燒熱的鐵絲戳洞(圖二-10)，可以成功

製造出有 5 個音階的蛤笛樂器，本研究主要此種蛤笛進行實驗。 

放0洞,

4558

放1洞,

4569

放2洞,

4594 放3洞,

4631

放4洞,

4670

4540

4560

4580

4600

4620

4640

4660

4680

0.00 0.10 0.20 0.30 0.40

音頻

(Hz)

蛤殼面指孔洞總面積

mm2

蛤殼面開4孔洞總面積與「吸管蛤笛」音頻的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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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9:氣切片吹口 圖二-10:膠帶上戳孔洞 圖二-11:以口吹易失敗 圖二-12:吸管成功發聲 

 

(二)吹的方法：以第四種【氣切片吹口】進行實驗 

1.工具：以「口」直接吹：我們發現氣流會不夠集中，不容易成功發聲(圖二-11)，所以輔以「吸

管」可以集中氣流就能成功發聲。(圖二-12) 

2.吹氣角度： 氣流吹入角度每隔 5 度進行實驗，我們一一試驗(圖二-13)，因為吹入的氣流要

能夠碰到氣切片使氣流劈開發生高頻渦流，結果以斜角 15〜25度時是可以成功，

其中 20 度效果最好，而 10 度、30 度就開始夾雜氣音，其餘角度是無法成功的(圖

二-14)。 

 

  

0°(×失敗) 5°(×失敗) 10°(-成功但夾雜氣音) 

   

15°(○成功發聲) 20°-(◎最成功發聲) 25°(○成功發聲) 

  

 

30°(-成功但夾雜氣音) 35°(×失敗)  

圖二-13：吹氣角度 0〜35 度的實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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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4：15〜25 度時是可以成功，20 度效果最好。 圖二-15: 直接放開手指數量可微調音頻 

 

 (三)指孔洞設計圖 

為了使蛤笛有不同音階，一開始在二片蛤殼之間黏貼透明膠帶，以

燒熱鐵絲戳洞(圖二-10)；再來，我們發現，不必貼膠帶，直接放開手指

頭數量來控制指孔洞面積，只要稍微練習微調一下，就能抓到不同音調

(圖二-15) 。 

不過，對初學者而言，靠手指微調較為困難，因此，我們開始畫設

計圖，製作如下： 

1.最初先以長度6cm打草稿，孔洞直徑0.35cm印在透明片上(圖二-16)，

以打洞機開指孔洞(圖二-17)。 

2.以刀背切出折痕，使之易於彎折(圖二-18)。 

3.貼在二片蛤殼之間，就有固定的指孔洞(圖二-19)。 

4.因為蛤殼有不同大小，因此按比例放大及增加洞數，設計不同尺寸的孔洞設計圖(圖

二-20)。 

5.我們分別試著貼在 5.5cm 及 7cm 的蛤殼上，吹出的音最低音分別是中音 Re、低音

Sol(圖二-21)，也就是體積小則高音。 

   

圖二-17：指孔洞 圖二-18：刀背切出折痕 圖二-19：黏貼 

 

圖二-16： 

草稿6cm長度 

孔洞直徑0.35cm 



10 

 

 

圖二-20：不同尺寸的設計圖 圖二-21：貼在不同大小蛤殼上 

 

 (四)專利 

本作品請臺北**專利事務所檢索後，認為是

「方法案」建議可申請「發明」及「新型」二種

等級的專利，檢索條件有：笛 AND 殼、笛 AND(震

OR 振)、音 AND 笛 AND 指 AND 片、氣流 AND

氣切 AND 邊 AND 音 AND(孔 OR 洞)AND 笛、氣

流 AND 切 AND 邊 AND 音 AND(孔 OR 洞)AND

笛； 

檢索結果的相似案是「M281258 哨、笛出氣

孔結構」，差異在表二-2： 

表二-2：M281258 與蛤笛專利檢索之差異 

項目 M281258 蛤笛 

吹嘴 特別設計吹氣孔來集中氣體 
在外部由吹管集中氣體來吹氣，只要替換吸管

就能換人吹，具有新穎性。 

氣切片 以薄漸厚的弧形傾斜切邊製程 
薄片(膠帶、塑膠片等)固定在二片蛤殼之間的

技術，技術目的相同，但二者實施的方法不同 

 

可發現本案技術不僅於「方法設計」與「成品結構」上具有新穎性，同時「以廢棄蛤殼

及製作方法可節省製作成本」與「一般人不容易想到」上顯示出進步性。故此，推薦本案之

「以蛤殼製作之蛤笛與方法」申請「發明」及「新型」專利；本作品已著手申請專利。  

 

圖二-22：M28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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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品義賣並捐款 

本作品不僅申請專利，也朝向商品化，我們親手製作大小不同蛤笛，在學校、風景名勝

等場合義賣，曾經發生，剛好聯合報記者路過，他對我們的蛤笛產生興趣，馬上採訪並刊登

在報紙上(聯合報 105 年 4 月 16 日)，華視記者當天早上看到，馬上約我們下午專訪並播出(華

視 105 年 4 月 19 日)。 

目前已賣出 3160 元，全數金額捐贈台灣閱讀推廣中心愛的書庫，贊助偏鄉的科學教育，

而且愛的書庫「霧裡 Fun 魔法」課程的二位退休老師表示願意為我們的班級義演一場法拉第

的電學實驗。 

 

圖二-23：蛤笛報導(華視 105 年 4 月 19 日) 

 

(六)推廣蛤笛進行教學 

我們在 5 月 25 日時去**國小說明及推廣蛤笛的製作方法及吹奏方式(圖二-24)；我們也

即將在暑假時的一場研習中，向 100 名全國各地的老師進行推廣，希望能讓全國各地的老師

教小朋友們親手製作蛤笛並學會吹奏。 

 

圖二-24：推廣蛤笛教學(105.05.25 在外校**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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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二：氣切片蛤笛之探討 

實驗二-1：吹氣大小對發聲音頻的影響 

(一)變因 

操縱變因：吹氣大小         甲：小力   乙：中力   丙：大力 

應變變因：測量發聲音頻     單位：Hz 

控制變因：氣切片長寬(3cm、1cm)、蛤殼(直徑約 8cm)、氣切片位置(長側邊)、 

          氣切片材質(透明膠帶)、指孔洞面積(手全放開)。 

 (二)實驗步驟 

    1.手拿 10cm 細吸管對著同一顆蛤笛以不同力道吹氣，並以棉線測試揚起角度，甲：小力

(45 度)   乙：中(55 度)   丙：大(90 度)，並以電腦音頻軟體 audacity 測量音頻。 

2.各組重複 3 次，取平均。 

    

圖三-1-1： 

甲：小力(45 度) 

圖三-1-2： 

乙：中力(55 度) 

圖三-1-3： 

丙：大力(90 度) 

圖三-1-4： 

電腦 audacity 軟體測音頻 

 

圖三-1-5：波形圖 

 

(三)結果：吹氣大小不同，甲：小力、乙：中力、丙：大力，測量各組音頻平均數據分別為

655.3、726.7、1744.3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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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1：吹氣量的音頻 

音頻(Hz) 

吹氣大小 
1 2 3 平均 音調(Hz) 

甲：小力(45 度) 659 661 646 655.3 接近中音 Mi (659) 

乙：中力(55 度) 741 730 709 726.7 介在中音 Fa〜Fa#之間(698-740) 

丙：大力(90 度) 1764 1820 1650 1744.3 接近高頻氣音 La (1760) 

 

 

圖三-1-6：吹氣力道(棉線揚起角度)與音頻的散佈圖 

(四)討論： 

1.吹氣愈大力則音頻會愈高，甲組小力和乙組中力差 71.4Hz，音調分別是中音 Mi 及中音

Fa〜Fa#之間，差約少於 1 個全音，而丙組大力吹氣已變成高頻氣音，故刺耳不列入討

論，由此可知，微調吹氣力道可以控制音的高低，少於 1 個全音，差距不大，影響不大，

不像指孔洞面積連續開孔洞可以差距 5 個全音以上。 

2.我們嘗試使用儀器來代替人口吹氣，使實驗減

少誤差，在學校試過灌球的電動打氣機、美術

社的小型噴漆筆，但是吹氣量都太強，操作失

敗，因此無法使用儀器來吹氣。 

3.本作品的實驗雖然都以人口吹氣，但進行實驗

時以同等力道<中力>及固定二位同學吹氣，我

們即使在吹氣時，小力與中力有很明顯的吹出不同力道的感覺，但對音頻的影響只少於

1 個全音，再者研發出的蛤笛原本就是以人口吹氣，以人口吹氣進行實驗也恰當。  

小力-中音Mi

632.7

中力-中音Fa#

721.3

大力-高音La

高頻氣音

1744.7

200

600

1000

1400

1800

45 55 90

音

頻(

H

z)

吹氣力道(棉線揚起角度)

 

圖三-1-7：小型噴漆筆吹氣仍太強(失敗) 

少於 1 個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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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2：蛤笛大小與指孔洞面積對發聲音頻的影響 

(一)變因   操縱變因：蛤笛大小    甲：小蛤笛(直徑 5cm、重量 14.1g、體積 11mL) 

乙：中蛤笛(直徑 6cm、重量 23.3g、體積 31mL) 

丙：大蛤笛(直徑 7cm、重量 32.0g、體積 61mL) 

應變變因：測量發聲音頻        單位：Hz 

控制變因：氣切片尺寸( 3cm*1cm)、吹口直徑(約 0.7cm)、吹口形狀(橢圓形)、氣切片位置

(蛤殼長側邊)、吹口距離(0.7cm)、氣切片材質(資料夾)。 

(二)實驗步驟 

1.以熱熔膠將相同的氣切片黏貼在蛤殼的長側邊位置，製造相同大小的吹口，而且刻意

挑選三個大小不同的蛤殼，甲：小、乙：中、丙：大，手拿 10cm 細吸管對著氣切片吹

氣，不開洞時以調音器測量出為準確的音，若不是準確的音，則換蛤殼。 

2.燒熱鐵絲在膠帶上開洞，每次都以調音器調準正確的音高，製作方法請看影片

https://youtu.be/Syw-MCC2E0w，例如： 

(1)不開孔洞：中蛤笛完全不開洞時可以測得為準確的 Do 音。 

(2)開第 1 個孔洞：接著燒熱鐵絲在膠帶上開第 1 個孔洞，再測 Re的音，如果不是準確

Re的音，則繼續將洞開大一點，一直微調到開的洞是準確的Re音。 

(3)以此方法持續開第2、3、4、5孔洞得到準確Re、Mi、Fa、Sol音。 

3.測開洞面積：以手持式顯微鏡拍照後，計算每個洞的開洞面積分析大小不同的蛤殼指

孔洞總面積與音頻的關係。 

4.以排水法測得蛤笛體積。 

  

圖三-2-1：   甲：小   乙：中   丙：大 圖三-2-2：以調音器判斷是否是準確的音  

 
 

 

圖三-2-3：甲：小蛤笛開 5 洞 圖三-2-4：乙：中蛤笛開 5 洞 圖三-2-5：丙：大蛤笛開 5 洞 

https://youtu.be/Syw-MCC2E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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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6：手持式顯微鏡測量 

指孔洞面積 
圖三-2-7：以排水法測量蛤笛體積 

(三)結果 

1.甲組小蛤殼可以發出 5 種音，根據指孔洞的面積，分別為高音的 Re、Mi、Fa、Sol、La。 

2.乙組中蛤殼可以發出 5 種音，根據指孔洞的面積，分別為高音的 Do、Re、Mi、Fa、Sol。 

3.丙組大蛤殼可以發出 5 種音，根據指孔洞的面積，分別為中音 La、中音 Si、高音 Do、

高音 Re、高音 Mi。 

表三-2-1：蛤笛大小的 5 個指孔洞總面積與發聲音頻的數據 

蛤笛大小 

音調音頻 

中音La 

880Hz 

中音Si 

988Hz 

高音Do 

1046Hz 

高音Re 

1175Hz 

高音Mi 

1318Hz 

高音Fa 

1397Hz 

高音So 

1568Hz 

高音La 

1760Hz 

孔洞

總面

積

mm2 

甲：小蛤笛 無 無 無 0 0.07 0.15 0.27 0.38 

乙：中蛤笛 無 無 0 0.08 0.21 0.28 0.48 無 

丙：大蛤笛 0 0.1 0.23 0.45 0.75 無 無 無 

 

 

圖三-2-8：小中大三種蛤笛的開洞總面積與音頻呈現正比的線性關係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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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大小蛤笛的開洞面積與發聲音頻的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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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頻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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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2：不開孔洞時不同大小蛤笛的音頻 

蛤笛大小 甲：小蛤笛(14.1g) 乙：中蛤笛(23.3g) 丙：大蛤笛(32.0g) 

蛤笛容積 11 mL 31 mL 61 mL 

不開孔洞的音頻 高音 Re(1175 Hz) 高音 Do (1046Hz) 中音 La (880Hz)  

 

(四)討論 

1.蛤殼大小與發聲音頻的關係 

由表三-2-2 得知，挑選小中大三種尺寸蛤殼，不開孔洞時，甲小蛤笛發出高音 Re(1175 

Hz)、乙中蛤笛發出高音 Do(1046 Hz)、丙大蛤笛發出中音 La(880 Hz)，表示蛤笛容積越小，

則音頻越高，因蛤殼腔室愈小，內含的空氣越少，基頻的振動較快，所以音頻較高。 

2.指孔洞總面積與發聲音頻的關係 

由圖三-2-8 得知，這三種尺寸大小的蛤笛，都是開 5 孔洞能發出不同的 5 音調，我

們使用 excel 的散佈圖，這三種蛤笛的指孔洞面積與發聲音頻為正比，而且呈現線性關

係，也就是，指孔洞總面積越多，則發聲音頻越高。根據參考文獻「魔笛機密」科展作

品的探討陶笛，也是相同的結果。 

3.為什麼不開第 6 個指孔洞? 

我們嘗試要開第 6 個指孔洞，卻發生無法順利吹出聲音，推測，因指孔洞開大到某

一程度時，氣流在旋繞時會有較大流失，導致無法發聲，也就是指孔洞愈多，因氣流流

失，會產生較多氣音，發聲也較為困難。 

4.可以蒐集不同大小的蛤殼，能吹出更多的音調，自製蛤笛吹奏周杰倫歌曲「聽媽媽的話」及蔡依

琳「台灣的心跳聲」等，已將影片上傳在網路上(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dHzD74_Wc)。 

 

 

圖三-2-9：大蛤笛聲音低、小蛤笛聲音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dHzD74_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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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3：蛤殼內部空間對蛤笛發聲音頻的影響 

(一)變因 

操縱變因：蛤殼內部空間(以加水量調整)  甲：0mL  乙：1mL   丙：2mL  丁：3mL 

應變變因：測量發聲音頻       單位：Hz 

控制變因：氣切片長寬(3cm、1cm)、蛤殼(直徑約5cm)、氣切片位置(長側邊) 、吹口距離(0.9cm)。 

 (二)實驗步驟 

1.在同一顆蛤笛上加不同的水量， 

甲：0mL   乙：1mL    丙：2mL   丁：3 mL，製造

蛤殼不同大小的內部空間。 

2.手拿 10cm 細吸管對著氣切片吹氣，並以電腦音頻軟體

audacity 測量音頻。 

3.每組各得 3 次的水量與音頻數據，再取平均。 

 (三)結果 

加水量不同時，甲：0mL 乙：1mL 丙：2mL 丁：3mL，測量各組的發聲音頻平均值

數據分別為 1065.7Hz、1100Hz、1134.7Hz、1164.3Hz，加水量(蛤笛體積)與發聲音頻成正比

關係，最大與最小的差距約 98.6Hz。 

表三-3-1：加水量對蛤笛發聲音頻的影響 

音頻(Hz) 

加水量 
1 2 3 平均 音調(Hz) 

甲：0mL 1070 1061 1066 1065.7 接近高音 Do(1046) 

乙：1mL 1095 1100 1105 1100.0 接近高音 Do#(1109) 

丙：2mL 1133 1137 1134 1134.7 介在高音 Do#〜Re 之間(1109-1175) 

丁：3mL 1164 1163 1166 1164.3 接近高音 Re (1175) 

 

 

圖三-3-1：不同加水量製造不 

同內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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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3-2：蛤殼內部空間與發聲音頻的長條圖呈現正比 

 

(四)討論： 

加水量增加時，造成蛤笛內的空間容積變小，基頻的振動變快，所以音頻變高。

我們進一步學習使用 excel 的長條圖，勾選趨勢線，發現加水量與發聲音頻成正比，而

且成線性關係。 

 

 

 

 

實驗二-4：吹口距離對發聲音頻的影響 

(一)變因 

操縱變因：吹口距離        甲：0.5cm  乙：0.7cm  丙：0.9cm 

應變變因：測量發聲音頻    單位：Hz 

控制變因：蛤殼(直徑約 8cm)、氣切片位置(長側邊)、氣切片材質(透明膠帶)。 

 (二)實驗步驟 

    1.將透明膠帶黏貼在同一顆大蛤殼上，成為氣切片，但吹口距離不同，各為 甲：0.5cm、

乙：0.7cm、丙：0.9cm。 

2.手拿 10cm 細吸管對著氣切片吹氣，以電腦的音頻軟體 audacity 測量音頻。 

3.各組重複 3 次，取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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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4-1：距離 

甲：0.5cm 

圖三-4-2：距離 

乙：0.7cm 

圖三-4-3：距離 

丙：0.9cm 

圖三-4-4： 

同一個蛤笛進行實驗 

(三)結果 

吹口距離不同時，甲：0.5cm、乙：0.7cm、丙：0.9cm，測量各組的發聲音頻平均值

數據分別為 621.3 Hz、736 Hz、812.3 Hz，甲乙組差距為 114.7 Hz (近 1.5 個全音)，乙丙組

差距為 76.3 Hz (接近 1 個全音)。 

表三-4-1：吹口距離的音頻 

音頻(Hz) 

吹口距離 
1 2 3 平均 音調(Hz) 

甲：0.5cm 620 622 622 621.3 接近中音 Re# (622) 

乙：0.7cm 734 737 737 736 接近中音 Fa# (740) 

丙：0.9cm 773 813 851 812.3 介在中音 So〜So#之間(784-831) 

 

圖三-4-5：吹口距離與音頻的長條圖 

(四)討論： 

吹口距離越長，則發聲音頻越高，我們認為這與氣切口面積變大有關，氣切口面積

越大，則音頻越高，三組數據彼此差距約 1 個全音左右，這也與魔笛機密作品中的實驗

一氣切口面積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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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5：氣切片位置對發聲音頻的影響 

 (一)變因 

操縱變因：氣切片位置  甲：A 點 乙：B 點 丙：C 點 

應變變因：測量發聲音頻     單位：Hz 

控制變因：氣切片長寬(3cm、1cm)、蛤殼(直徑約 5.3cm)  

、吹口距離(0.6cm)。 

 (二)實驗步驟 

1.塑膠薄片裁剪成長寬同為 3cm、1cm。 

2.以熱熔膠將相同的氣切片黏貼在蛤殼的不同位置，甲：

A 點乙：B 點 丙：C 點，製造相同大小的吹口，各

組各製作 3 個蛤笛。 

3.手拿 10cm 細吸管對著氣切片吹氣，並以電腦音頻軟體 audacity 測量音頻。 

4.每組各得 3 次音頻數據，再取平均。 

   

圖三-6-2：甲：A 點(長側邊) 圖三-6-3：乙：B 點(短側邊) 圖三-6-4：丙：C 點(中間) 

 

(三)結果 

氣切片位置不同時，甲：A 點 乙：B 點 丙：C 點，測量各組的發聲音頻平均值數據

分別為 890、967、923Hz，三組音調大多在中音 La#附近。 

表三-6-1：氣切片位置不同的蛤笛音頻 

音頻(Hz) 

氣切片位置 
1 2 3 平均 音調(Hz) 

甲：A 點 890 891 889 890 接近中音 La(880) 

乙：B 點 968 969 964 967 介在中音 La#〜Si 之間(932-988) 

丙：C 點 918 921 930 923 接近中音 La# (932) 

 

 

圖三-6-1：蛤殼A、B、C點的位置 

長側邊            短側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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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6-5：氣切片位置與發聲音頻的長條圖 

(四)討論： 

     結果得知，氣切片位置不同，都能順利吹出音，氣切片在這三個不同位置所測得音頻，

大多在中音 La#附近，890〜967 Hz 差距在 1 個半音左右，所以影響不大；由於手握蛤殼手

勢的考量，建議氣切片位置貼在 A 組長側邊的位置。 

 

 

實驗二-6：指孔洞位置對發聲音頻的影響 

(一)變因 

操縱變因︰指孔洞位置(離氣切片距離)     甲：2.7cm   乙：4.3cm   丙：5.9cm 

應變變因：測量發聲音頻   單位：Hz 

控制變因：氣切片長寬(3cm、1cm)、蛤殼(直徑約 5cm) 、氣切片材質、氣切片位置(長側

邊)、洞孔直徑 0.35mm、吹口距離(0.6cm)，放開指孔洞數量(1 個洞)。 

 (二)實驗步驟 

1.在同一顆蛤笛上，以紙片洞黏接在二片蛤殼，離氣切

片不同的位置指孔洞，距離為甲：2.7cm、乙：4.3cm、

丙：5.9cm。 

2.手拿10cm細吸管對著氣切片吹氣，每次只開一個洞，

其他洞按住，以電腦音頻軟體 audacity 測量音頻。 

3.每組各得 3 次音頻數據，再取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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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7-1：指孔洞位置 

甲： 2.7cm、乙： 4.3cm、丙： 5.9cm 

氣切片 

甲泂   乙洞     丙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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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指孔洞位置不同時，各組音頻平均分別為 1163Hz、1163Hz、1162Hz，差距只有 1Hz。 

表三-7-1：指孔洞位置對發聲音頻的影響 

發聲音頻(Hz) 

洞孔位置 
1 2 3 平均 

甲：2.7cm 1162   1163 1164 1163 

乙：4.3cm 1165 1163 1161 1163 

丙：5.9cm 1163   1161 1162 1162 

 

圖三-7-2：不同孔洞位置的音頻長條圖 

(四)討論 

開洞孔位置不影響發聲音頻，此實驗與魔笛機密科展中的陶笛結果也是相同的。 

 

 

實驗二-7：氣切片材質對發聲音頻的影響 

(一)變因 

操縱變因：氣切片材質     甲：防水紙   乙：L 形塑膠資料夾   丙：墊板 

應變變因：測量發聲       音頻單位：Hz 

控制變因：氣切片長度(1cm)、氣切片寬度(3cm)、蛤殼(直徑約 4.5cm)、氣切片位置(長側

邊) 、吹口距離(0.7cm)。 

 (二)實驗步驟 

    1.在同一個蛤笛上黏貼不同的氣切片材質 甲：防水紙、乙：L 形塑膠資料夾、丙：墊板。 

2.手拿 10cm 細吸管對著氣切片吹氣，以手機的音頻軟體 Tuner 測量音頻。 

3.每組各得 3 次的音頻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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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8-1：甲：防水紙 圖三-8-2：乙：L 形資料夾 圖三-8-3：丙:墊板 

  

圖三-8-4：同一蛤笛貼上不同材質氣切片 圖三-8-5：手機 Tuner 軟體測音頻 

 

(三)結果 

氣切片材質不同時，甲：防水紙、乙：L 形塑膠資料夾、丙：墊板，測量各組平均音

頻分別為 839.0Hz、817.7Hz、794.3Hz，最大與最小的差距 44.7Hz。 

表三-8-1：氣切片材質的音頻 

音頻(Hz) 

氣切片材質 
1 2 3 平均 音調(Hz) 

甲：防水紙 841 840 836 839.0 接近中音 So(831) 

乙：L 形塑膠資料夾 819 818 816 817.7 介在中音 So〜So#之間(698-740) 

丙：墊板 795 795 793 794.3 接近中音 So(784) 

  

圖三-8-6：氣切片材質的發聲音頻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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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 

氣切片材質不同時，甲乙丙三種，結果發現接近中音 So，而差距只有 44.7Hz，不

到一個半音，影響不大。不過，材質的彈性確實影響音頻，丙組最厚彈性最低，發聲音

頻較低。 

 

 

 

實驗二-8：氣切片厚度對發聲音頻的影響 

(一)變因 

操縱變因：氣切片厚度           甲：1 片    乙：2 片    丙：3 片 

應變變因：測量發聲音頻         單位：Hz 

控制變因：氣切片長寬(3cm、1cm)、蛤殼(直徑約 5cm)、氣切片位置(長側邊)、 

          氣切片材質(塑膠薄片) 、吹口距離(0.5cm)。 

 (二)實驗步驟 

    1.在同一個蛤笛上黏貼不同層數的氣切片甲：1 片、乙：2 片、丙：3 片。 

2.手拿 10cm 細吸管對著氣切片吹氣，以手機的音頻軟體 Tuner 測量音頻。 

3.每組各得 3 次的音頻數據，取平均。 

   

圖三-9-1：厚度甲：1 片 圖三-9-2：厚度乙：2 片 圖三-9-3 厚度丙:3 片 

  

圖三-9-4： 

同 1 顆蛤笛，貼上不同層數的氣切片。 
圖三-9-5：手機 Tuner 軟體測音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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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結果 

氣切片厚度不同時，甲：一片、乙：二片、丙：三片，各組音頻平均數據分別為 939.3 

Hz、869.7 Hz、816.3 Hz，最大與最小的差距約 123Hz。 

表三-9-1：氣切片厚度對發聲音頻的影響 

音頻(Hz) 

氣切片厚度 
1 2 3 平均 音調(Hz) 

甲：一片 935 942 941 939.3  接近中音 La#(932) 

乙：二片 868 877 864 869.7  接近中音 La(880) 

丙：三片 809 816 824 816.3  介在中音 So〜So#之間(784-831) 

 

圖三-9-6：氣切片厚度對發聲音頻的影響 

 (四)討論： 

氣切片厚度愈厚時，彈性變差，則音頻越低，三組數據彼此的差距接近 1 個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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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一、研發四種類型蛤笛 

(一)蛤笛的發聲原理：利用吸管將氣流集中往氣切片吹，先產生邊稜音，隨後與蛤殼的腔

體共鳴而發出聲音。我們研發出四種類型： 

(二)第一種【熱熔膠吹口】及第二種【蛤殼面鑽洞吹口】都可以成功吹出聲音，但是吹口

形狀及厚薄無法精準控制。 

(三)第三種【吸管吹口】會產生 4500Hz 左右的高頻氣音，進行二項實驗，結果發現： 

1.吸管吹口位置與角度：吸管吹口黏接在蛤殼不同位置及不同角度，都可以吹出聲音，

因為手握蛤殼的手勢，建議黏在長側邊。 

2.指孔洞面積：指孔洞總面積遣大，則音頻越高，呈正比，但指孔洞開過大時，會產生

較多氣音，發聲也較為困難。 

3.吸管蛤笛音頻實在太高，即使開指孔洞，人耳難分辨高低音，不適合做為吹奏樂器。 

(四)第四種【氣切片吹口】：成功吹出至少五個音調以上，可以成為蛤笛樂器。 

1.以薄片(例如 L 型夾塑膠片、膠帶等)當做氣切片，黏貼在二片蛤殼之間。 

2.輔以吸管集中氣流，並且吹氣角度在 15〜25 度可成功，其中 20 度效果最好。 

3.二片蛤殼之間微調手指放開的面積可以控制音調高低，但對初學者靠手指微調較困難，

我們製作指孔洞設計圖，印在透明片上，直接黏貼在蛤殼上就能有不同的音調。 

 

二、氣切片吹蛤笛的專利特色、商品化及推廣教學 

(一)專利申請 

專利檢索結果，蛤笛技術不僅於「方法設計」與「成品結構」上具有新穎性，同

時「以廢棄蛤殼及製作方法可節省製作成本」與「一般人不容易想到」上顯示出進步性。

此為「方法案」，故可以「以蛤殼製作之蛤笛與方法」申請「發明」及「新型」專利。 

(二)商品化及推廣教學 

本作品不僅申請專利，也朝向商品化，製作大小不同蛤笛進行義賣，金額全數捐

贈台灣閱讀推廣中心愛的書庫，贊助偏鄉的科學教育，而且愛的書庫「霧裡 Fun 魔法」

課程的二位講師表示願意為我們義演一場法拉第的電學實驗；而且也在不同研習場合免

費贈送外校的老師們，向他們說明製作方法及吹奏技巧，希望推廣蛤笛樂器，讓同學們

都能親手使用廢棄蛤殼製成有用的蛤笛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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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切片蛤笛實驗：以下針對氣切片蛤笛各種影響音頻的因素進行探討 

(一)吹氣大小： 

電動打氣機或小型噴漆筆吹氣量仍然太強，無法使蛤笛發聲成功，故不得以只好採

用人口吹氣，以甲：小力、乙：中力、丙：大力三組進行實驗，即使在吹氣時小力與中

力有很明顯的吹出不同力道的感覺，但對音頻的影響只少於 1 個全音，以下進行其他實

驗時，我們一律以中力的力道吹氣及固定二位同學吹氣，減少實驗誤差。 

(二)蛤笛大小與指孔洞面積： 

1.蛤笛大小：蛤笛容積越小，振動較快，則音頻越高。 

2.指孔洞面積：指孔洞總面積越多，則音頻越高；但指孔洞面積過多時會無法吹出聲音。 

(三)蛤殼內部空間(加水量)：加水量增加時，造成蛤笛內的空間體積變小，音頻變高。 

(四)吹口距離：吹口距離越長，氣切口面積變大，則音頻越高。 

(五)氣切片位置： 

氣切片位置不同，都能順利吹出音，差距在 1 個半音左右，所以影響不大；由於手

握蛤殼手勢的考量，建議氣切片位置貼在長側邊的位置。 

(六)指孔洞位置：洞孔位置不影響發聲音頻。 

(七)氣切片材質： 

使用甲組 L 形塑膠資料夾、乙組薄墊板、及丙組防水紙三種材質，結果發現，差距只有

44.7Hz 不到一個半音，影響不大，但確實彈性影響音頻，丙組最厚彈性最低，音頻較低一些。 

(八)氣切片厚度：使用同材質但不同層數，層數越多，彈性越低，發聲音頻也越低。 

綜合以上結論：音頻隨蛤殼容積的增大而降低、音頻與氣切片材質及厚度(彈性)

有關、音頻與指孔洞總面積成正比、音頻與吹氣強弱有關，音頻則與指孔洞位置無關。 

 

 

本研究氣切片蛤笛的製作方法已製成影片，希望能夠推廣廢棄的蛤殼再利用，變身為蛤

笛 (影片「廢蛤變身〜蛤笛」上傳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yw-MCC2E0)，也成功吹

奏周杰倫歌曲「聽媽媽的話」及蔡依琳「台灣的心跳聲」等(影片上傳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dHzD74_W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yw-MCC2E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dHzD74_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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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826  

本件作品以廢棄蛤殼研發四種蛤笛，包括熱熔膠吹口蛤笛、殼

面鑽洞蛤笛、吸管蛤笛及氣切片蛤笛，研究探討吹口位置、開孔洞

面積、吹笛角度、孔洞位置、吹氣量、蛤笛體積等之音頻效果，作

品有趣及能發揮鄉土材料之應用。 

080826-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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