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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夏天，蚊蟲便開始活躍起來。部分蚊子是疾病傳播的媒

介，例如三帶喙庫蚊及白紋伊蚊分別可傳播日本腦炎及登革熱，因

此，無論是在家中抑或戶外，應做足防蚊措施。本文介紹市面上各

種驅蚊及滅蚊產品，亦探討一些超聲波電子驅蚊器的運作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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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篇
清除積水杜絕蚊患

遏止蚊子繁殖是減低由蚊傳播疾病

的最有效方法，家庭成員應每週巡視家居

內外容易滋生蚊子的地方，採取有效行動，

包括：

● 檢查及清除花盆底、冷氣機或雪櫃

底托盤等容易積水的地方

● 花盆底及花瓶裏的水應最少每星

期清倒或更換一次

● 妥善處理垃圾，盛有水的廢物如汽

水罐，應先把水倒掉才棄置

● 把可儲水的容器蓋好或倒轉擺放，

以防積水

● 清除水渠內的垃圾，以防淤塞

● 把泊車用的防撞車胎包好或把車

胎的底部刺穿，令積水可以流出

蚊子煞星：含除蟲菊酯殺蟲劑

清除家居及附近的積水是控制蚊患

的最有效方法，但難免仍有蚊飛進，如果不

能關上所有門窗，可使用家居除蟲劑滅蚊，

包括殺蟲噴霧劑、傳統蚊香，及電熱式驅蚊

器(如電蚊片、電蚊液及電蚊晶片等)。殺蟲

成分主要是除蟲菊酯(Pyrethroids)，屬

接觸性毒藥，可破壞昆蟲的神經

系統，蚊蟲吸入少量會感

不適而飛離，大量會

死亡。

趕走毒蚊

傳統蚊香電蚊液瓶

嚴選驅蚊產品

根據世界𦋐生組織（WHO）的資料，

「除蟲菊酯」不溶於水，穩定性較弱，很容易

分解，對環境的污染較低，毒性大多屬低至

中度。而用於一般家用除害劑的「除蟲菊

酯」濃度較低，如依照標籤正常使用，應不

會造成中毒現象。但有些人接觸後，皮膚出

現紅斑，或吸入後支氣管不適。家中有早產

或呼吸系統有問題的嬰兒，就不宜使用。

殺蟲噴霧劑

殺蟲噴霧劑主要含除蟲菊酯類混合

物，具擊倒及殺滅蚊蟲的作用，使用前先

搖勻，直接向蚊蟲噴射，藥霧會布滿在所

噴灑的房間內，並持續數分鐘。噴射前應

打開門窗。噴射後應離開房間，待噴霧劑

吹散後方可進入。

注意事項

噴霧劑含壓縮氣體，有爆炸及火警危

險性。因此，切勿在火種或其他火源、熾熱表

面、電掣及開動�的電器附近噴射，並避免

過量使用，使用前先移走或蓋好食物、廚房

用具。儲存於陰涼乾爽處，避免陽光直射。

傳統蚊香

蚊香由木粉混合除蟲菊酯除害劑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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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怕水及蚊怕貼

製成，當燃燒時，熱力令除害劑以煙霧形式

揮發，具擊倒、殺滅及驅趕蚊蟲的作用，數

小時有效。

注意事項

須將蚊香固定在隨附的鐵架上，放置

在耐熱、穩固的平面上，使用時稍為打開窗

戶，對煙霧敏感人士不宜採用。切勿觸及蚊

香已燃�的部分，亦不應在無人監察的情

況下任由蚊香繼續燃燒。切勿擺放在易燃

物件，例如衣服，窗簾、檯布、報紙等附近，

以防有火警危險。

電熱式驅蚊器

電熱式驅蚊器含除蟲菊酯類殺蟲劑，

分電蚊片、電蚊液、電蚊晶片多款。通過電

力加熱，使殺蟲劑揮發，有擊倒、殺滅及驅

趕蚊蟲的作用。

■ 電蚊片

殺蟲劑經溶劑溶解，然後滲入咭紙

內，有效8-10小時，發熱表面溫度大概為

140℃。

■ 電蚊液

殺蟲劑經溶劑溶解，然後放於一個附

有揮發芯的玻璃瓶內，有效期約45-90天

（以每日8-10小時計算），發熱表面溫度大

概為125℃。

■ 電蚊晶片

這是含有殺蟲劑的漿狀晶體，放置在

較淺的容器內，再用多孔薄膜覆蓋，有效期

約為45天（每天8-10小時），發熱表面溫度

大概為100℃。

注意事項

確保電熱式驅蚊器的電壓是220V，擺

放的地方不應太接近人或易燃物件，如衣

服、窗簾、檯布、報紙等。使用時遵照標籤指

引，只採用製造商指定的補充裝。操作時稍

為打開窗戶。切勿接觸發熱部位及蚊液的

揮發芯，手濕不要觸摸驅蚊器，使用時不宜

讓任何物件覆蓋驅蚊器。使用後須關掉電

源及拔出插頭。切勿以水清洗驅蚊器，應先

拔出插頭及待冷卻後才用濕布抹拭。

捕蚊器誘捕蚊子

一些地區蚊子特別多，可能需要用到

捕蚊器。捕蚊器有數種，原理有利用紫外

線、電熱能、二氧化碳或八烯醇，模仿人體

的體溫、呼吸和氣味來吸引蚊子飛入預設

的陷阱內，亦有利用高壓電把蚊蟲擊斃。

戶外篇
含避蚊胺蚊怕水能有效驅蚊

蚊怕水用品分膏條裝、塗搽裝、噴霧

裝及壓縮氣罐。大多數的驅蚊成分是「避蚊

胺」（N, N-diethyl-meta-toluamide，簡稱

Diethyltoluamide或DEET），對蚊、跳蚤、扁蝨

等多種齧人的昆蟲有頗強的驅散效力。亦

有採用「香茅油」（Citronella Oil）為驅蚊成

分，取自香茅，屬高揮發性油類，氣味比「避

蚊胺」強烈。

蚊怕水效力隨時間逐漸消失，視乎成

分、濃度、天氣、身體出汗情況及環境而定，

一般聲稱可維持數小時。雨水固然會沖走

皮膚上的蚊怕水，強風和炎熱天氣都加速

揮發蚊怕水中的有效成分，減少有效時間。

夏天流汗多，汗液也會沖淡蚊怕水，減低效

力。因此過了一段時間需重新塗上。

美國環境保護署的研究顯示，如依照

指示使用，「避蚊胺」不會對消費者健康造

成嚴重影響，但對兒童則應小心使用。該署

於1998年4月規定，在美國出售的含「避蚊

胺」產品不可聲稱對兒童安全，此外又要求

產品須在標籤上列明多項警告，包括不可

用在兒童的手、近眼及口位置，上述標籤改

動須於兩年內完成。

「避蚊胺」是否愈濃愈有效？

美國醫學雜誌Anna l s  o f  I n te rna l

Medicine研究報告顯示，「避蚊胺」濃度和有

效時間並非成正比，即濃度提高一倍，有效

時間並非增加一倍。一般情況下，10%至

35%「避蚊胺」的蚊怕水已足夠，而兒童則

21選擇34305·2005

捕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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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宜使用低於10%「避蚊胺」濃度的蚊怕

水。該醫學雜誌亦指「香茅油」在最初40分

鐘效力最強，之後逐漸減弱，有效時間一般

不及「避蚊胺」長。

注意事項

● 有些人對蚊怕水敏感，宜將小劑量

塗抹在皮膚上例如臂內側，測試是否有過

敏反應才使用。

● 外露的皮膚都可塗上蚊怕水，但千

萬不可把蚊怕水直接噴到面上及頸部，應

先噴在手掌上，然後小心塗搽。

● 亦可將蚊怕水噴於衣物上，以避免

皮膚直接接觸蚊怕水。

● 不要讓小童自行塗搽蚊怕水，以防

誤吞或胡亂噴射。亦不要塗搽蚊怕水在兒

童的手、近眼及口位置。應存放在兒童接觸

不到的地方。

● 如誤入眼睛或引致皮膚敏感，立即

用大量清水沖洗，若仍持續感到不適，應立

即延醫診治。

● 回到室內後，應用肥皂和水洗去皮

膚上的蚊怕水，以免皮膚過長時間接觸驅

蚊成分。

● 不應把壓縮氣罐裝蚊怕水放在高

溫或近火地方，以防發生火警及爆炸。壓縮

氣罐裝和噴霧裝產品可能含揮發性易燃物

質，因此身上或衣服剛噴上蚊怕水，在易燃

物質未揮發乾透時，避免接近火源，例如不

要吸煙或燒烤。

蚊怕貼貼在衣物上

每盒有10片至24片，大多數蚊怕貼的

驅蚊成分是「香茅油」，儲存於黏貼裏，成分

從黏貼釋出發揮驅蚊作用。

注意事項

● 要留意不可貼在皮膚，而是貼在衣

物上。

● 如對蚊怕貼氣味有不適反應，立刻

停用。

● 使用後須清洗雙手。

超聲波電子驅蚊器

除害劑、蚊怕水及蚊怕貼
必須註冊

根據本港法例第133章《除害劑條

例》及第138章《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在香

港售賣的家居滅蚊產品、蚊怕貼及含西藥

成分且用於人體上的蚊怕水，必須先在本

港註冊，並且在產品標籤上印上註冊編號。

家居滅蚊產品及蚊怕貼由漁農自然護理署

監管，如產品含已註冊除害劑，其標籤會顯

示註冊編號為1PXXX。而蚊怕水產品則由𦋐

生署管轄，獲批准產品會印上HK-XXXXX註

冊編號。消費者在選購時要特別留意產品

是否已註冊，並且應選擇包裝完整及有適

當標籤的驅蚊滅蚊用品。

超聲波電子驅蚊器
超聲波電子驅蚊器聲稱能利用高頻

聲音驅蚊，款式有多種，例如座𥣡式、頸繩、

腕帶、掛繩、鎖匙扣及手表等，售價約由四

十至二百多元，不少便攜性高。超聲波電子

驅蚊器由於沒有化學成分，且無臭無味，不

少用者均對這類產品感興趣。

製造商聲稱的驅蚊理論

根據產品上的宣傳字句，超聲波電子

驅蚊器發出的頻率，能模仿雄蚊翼部拍動

頻率的聲音，可驅趕已懷孕的雌蚊，據稱只

有懷孕的雌蚊才會吸吮人血，而通常雌蚊蚊怕貼應貼在衣物上，而非皮膚。



23選擇34305·2005

樣
本
編
號

牌子/型號
售價
[1]

標籤

來源地 聲稱容量/片數
有效成分
[2]

聲稱
有效時間

註冊編號 ▲

[3]

蚊怕水
膏條裝

塗搽裝

噴霧裝

壓縮氣罐

驅蚊濕紙巾

蚊怕貼

防蚊衣物噴劑

注

表一 : 市面上常見的蚊怕水及蚊怕貼資料比較

— 沒有註明

[1] 本會於4月份購買樣本的價錢。

[2] * ：包括異構物 (Isomers)。

[3] ▲：本會已把有關的產品資料交予𦋐生署跟進是否有需要註冊。

HK-19054

HK-47284

—

—

—

—

HK-49112

HK-40184

HK-42649

HK-40730

HK-51849

1P 146 (VP)

1P 146 (VP)

1P 146 (VP)

1P 146 (VP)

1P 146 (VP)

1P 146 (VP)

1P 55 (AL)

6 - 8 小時

—

2小時

—

—

—

2小時

2小時

數小時

6小時

6小時

—

72 小時

72 小時

6小時

12 小時

12 小時

—

「避蚊胺」
DEET 20%

「香茅油」
Citronella Oil 10%

「香茅油」
Citronella Oil 9%

「香茅油」
Citronella Java Oil

「香茅油」
Citronella Oil

「香茅油」
Citronella Oil

「避蚊胺」
DEET 7%

「避蚊胺」
DEET 7%

「避蚊胺」
DEET 15% *

「避蚊胺」
DEET 每罐4克

「避蚊胺」
DEET 7%

「香茅油」
Citronella Oil 65%

「香茅油」
Citronella Oil 40%

「香茅油」
Citronella Oil 30%

「香茅油」
Citronella Oil 60%

「香茅油」
Citronella Oil 10%

「香茅油」
Citronella Oil 13%

「氯菊酯」
Permethrin 0.23%

30毫升

118毫升

150毫升

60毫升

75毫升

80毫升

1安士 / 瓶

6安士

6安士

100毫升

15張
(70.5毫升)

24片
(每片60毫克)

8片
(每片2.5克)

5片
(每片2.5克)

12片
(每片0.12克)

5片
(每片550毫克)

10片

100毫升

斯洛文
尼亞

馬來
西亞

香港

—

馬來
西亞

香港

菲律賓

美國

美國

日本

日本

意大利

—

—

—

台灣

台灣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確得蚊怕膏
Autan Insect Repellent Stick

21st Century Repella Herbal Mosquito
Repellent Cream

蚊怕怕3合1驅蚊止痕露
Mopapa 3 in 1 Aromatic Mosquito Repellent

e'Scent Mosquito Repellent with Natural
Essential Oils

蚊敵驅蚊防蟲液

利家寶防過敏蚊怕水
Licabo Mosquito Repellent

歐護蘆薈護膚蚊怕水（兩瓶裝）
Off! Skintastic Insect Repellent with Aloe Vera

歐護蘆薈護膚蚊怕水
Off! Skintastic Spray Insect Repellent with Aloe Vera

歐護蚊怕水
Off! Insect RepellentⅡ

殺牠死清爽蚊怕水
Speedtox Powder-In Mosquito Repellent Spray

元創生活護膚驅蚊濕紙巾
Homeki Mosquito Repellent Tissue

「莫釘我」蚊怕貼
Moskigo

EG 天然驅蚊貼
Natural Mosquito Repellent Patch

檸檬驅蚊貼
Lemon Anti-Mosquito patch

蚊必怕驅蚊貼
Skeeter Defense Patch

驅蚊貼
Bugs Bite Shield

蚊敵貼防蚊貼片
Repel Mosquito Repellent

澳洲防蚊霸
WBAM

$24.9

$50.9

$39.9

$31.9

$39.9

$17.9

$21.9

$31.9

$33.9

$35.9

$29.9

$39.9

$28.0

$17.5

$24.9

$19.0

$19.9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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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懷孕後會遠離雄蚊，避免再交配。亦有些

聲稱能發出模仿蜻蜓翼部拍動頻率的聲

音，蜻蜓是蚊的捕食者，蚊子聽到這種聲

音，便會被嚇走。

本會曾向6間供應本港市場的超聲波

電子驅蚊器代理商查詢其產品的效能聲稱

是否有支持理據，共有5間回覆，內容如下﹕

■ 代理商（一）表示，產品設計原理是

發出5,000-9,000赫茲（Hz）頻率，以驅走已

懷孕的雌蚊，雖然產品製造商沒有測試實

際效能，但超聲波驅蚊器在美國已有多年

的科學研究，證明可有效驅蚊，故此這類產

品在美國相當受歡迎。

■ 代理商（二）向本會提供產品所能

發出的頻率資料，並指這頻率範圍能模仿

雄蚊翼拍聲，但代理商沒有提供效能測試

證明。

■ 代理商（三）聲稱其驅蟲器是採用

日本電腦智能變頻掃描超聲波元件，每秒

自動改變頻率1-60次，可以有效地驅除蚊

子、家鼠、蟑螂、跳蚤、蒼蠅、蟋蟀及螞蟻。

又稱該產品同時包含各種雄蚊在飛翔追

逐母蚊時發出的頻率，母蚊在懷孕期間一

聽到該驅蚊器發出的雄蚊頻率，就會逃離

其發聲範圍。但代理商沒有提供效能測試

證明。

■ 代理商（四）提供了兩款超聲波電

子驅蚊器的測驗報告，一款驅蚊器採用動

物誘捕窗阱法測試，把6隻白老鼠分別放

入兩箱動物誘捕窗阱內，然後將驅蚊器放

入其中一箱誘捕窗阱內，與另一箱作對

照，結果顯示放有電子驅蚊器的誘捕窗阱

錄得蚊蟲數量較沒有放置的少約6成，另

一款驅蚊器採用人誘法測試，分三組測

試，每組2人，其中1人佩帶驅蚊器，另1人

則為對照，結果顯示佩帶驅蚊器被蚊叮的

數量較沒有佩帶的少。

■ 代理商（五）提供2003年的廠方報

告，測試方法是使用兩個玻璃箱，當中一箱

放置驅蚊器，利用一管道將兩個玻璃箱連

接，然後於管道放入30隻雌蚊，結果顯示

放置電子驅蚊器的玻璃箱錄得雌蚊數量較

沒有放置的少約6成。代理商又表示正委託

外間一機構進行效能測試。

從部分代理商提供的超聲波電子驅

蚊器的效能測試報告，可發現在實驗室的環

境內，即使放置了驅蚊器，仍有蚊子飛進。實

際使用時，會否因周圍環境而進一步影響驅

蚊功效，仍有待核實。而根據食環署資料，本

港有至少70種蚊子，超聲波電子驅蚊器未

必對所有品種的蚊子有驅趕作用。

不同組織質疑超聲波驅蚊器的效能

美國醫學雜誌Anna l s  o f  I n te rna l

Med i c i ne（1998）和美國疾病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分別指出超

聲波電子驅蚊器不能有效防止蚊齧人，建

議採用含避蚊胺（DEET）成分的蚊怕水，

能更有效驅蚊。而英國消費者協會刊物

《W h i c h？》及澳洲消費者協會刊物

《CHOICE》亦曾指超聲波電子驅蚊器的效

能不大。

香港殺蟲業協會會長認為，超聲波電

子驅蚊器在空曠的地方，聲音不會很強，認

為使用後跟沒有使用電子驅蚊器時所受蚊

侵襲的情況，沒有大差別。

食物環境𦋐生署意見
防蚊的最有效方法是清除蚊子滋生

的地方，如有需要，市民可在門窗安裝防蚊

網或蚊帳。穿�淺色衣服亦可減少受蚊子

侵襲。

本港蚊子至少有70種，超聲波電子驅

蚊器未必對所有蚊品種有驅趕作用，有效

程度待進一步證實。

購買驅蚊滅蚊產品前，留意是否有註冊編號。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在2001年曾向超過60間超

聲波驅蟲產品的製造商發出警告信，指

出產品上聲稱的效力必須得到科學證

明。而在1985至1997年間，美國聯盟貿

易委員會共對6間公司作出控訴，指其

就超聲波驅蟲產品的成效作出虛假及

未被證實的聲稱，所有個案最後以協約

解決。被美國聯盟貿易委員會質疑的聲

稱包括﹕

● 驅趕昆蟲

● 可作為傳統的滅蟲及驅蟲產品的有

效替代品

● 加強或有協助其他滅蟲產品的功效

● 科學測試證明產品有效

部分產品未經
實驗證明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