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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百科

防蚊大作戰－

產品聲稱透過電線改變屋內的電磁場驅趕害蟲，但現時未有足夠科學證據支持。

三大類電子驅蚊器、驅蟲器
19款電子驅蚊器、驅蟲器聲稱的

操作原理主要分為3類，聲稱利用聲波

（sonic）、超聲波（ultrasonic）或電磁波

（electromagnetic）達致驅蚊或驅蟲的效

果，其中14款聲稱具驅蚊及/或驅蟲效能

（下文統稱為驅蚊器），另外5款則針對蟑

螂及老鼠等害蟲（統稱為驅蟲器）。部分產

品聲稱同時具備聲波及電磁波模式，可更

有效驅走害蟲。

全部樣本都要用電操作，便攜式及手

表款式的要用電池，室內用的則要插上電

源，驅蚊器售價由$79至$290，而驅蟲器

平均售價較高，介乎$198至$498不等。所

有產品都聲稱不含化學成分，既環保又安

全，也聲稱不會對嬰兒、孕婦和貓狗的健

康造成負面影響。

聲波及超聲波產品聲稱的操
作原理

部分聲波電子驅蚊器產品說明其發

出的聲波頻率介乎5,000至9,000Hz，另有

電磁波產品聲稱的操作原理
電磁波或電磁場產品聲稱插上電源

後，會經由屋內的電線改變家居環境的電

磁場，令害蟲和齧齒類動物因無法適應而

遠離。

疑點 1：有「超聲波」產品稱可發

出的聲波頻率  不屬超聲波範圍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衞生組織

及國際輻射防護協會（UNEP、WHO及

IRPA）的資料顯示，超聲波一般是指頻率

高於16,000Hz的聲波頻率，需要媒介傳

播。此外，正常人耳可聽到的最高頻率約

為20,000Hz，故此這個頻率以上的聲波頻

率亦普遍定義為超聲波。

本會檢視產品的標籤資料，發現有

產品標榜會發出不斷改變頻率的聲波，部

分聲稱這些頻率模仿蜻蜓或雄蚊的翼拍頻

率，並解釋指蜻蜓是蚊子的捕食者，因此

蚊子聽到蜻蜓的翼拍頻率便會逃避；亦有

指咬人的雌蚊由於已經懷孕，出於本能會

避免再和雄蚊交配，故雄蚊的翼拍頻率亦

可驅趕吸血的雌蚊。

個別超聲波產品聲稱會發出介乎

30,000至60,000Hz的聲波頻率，並指超

聲波會影響一般昆蟲的聽覺器官和神經系

統，令它們感到痛楚不適，又稱可令昆蟲

變得沒精神而厭棄飲食，因而減低其繁殖

率，結束其生殖循環和蔓延。

現時亦有供智能手機用戶下載的驅

蚊程式（apps），聲稱的操作原理與上述

類同。

今年5月份錄得的平均誘蚊產卵器指數為12.4%，為

二級警告級別，某些地區更達三級，有必要作出相應措施

預防蚊患！不過，家長認為嬰幼兒皮膚幼嫩不宜經常塗搽

驅蚊劑，使用蚊香、蚊液等滅蚊產品又怕他們吸入氣霧有

損健康，因此不少父母對聲稱對人畜無害的電子驅蚊器、

驅蟲器趨之若鶩。

實際上，世界各地多個組織均質疑電子驅蚊器的驅

蚊功效，也有研究顯示，產品無助預防由蚊子傳播的疾

病。本會搜集市面上19款電子驅蚊器、驅蟲器，檢視它們

聲稱的效能及操作原理，並循其聲稱探討產品能否驅蚊。

電子驅蚊器功效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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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本地有售的

驅蚊器

部分本地

有售的驅蟲器

生活百科

2款產品雖以超聲波命名，但產品說明指

所發出的聲波頻率分別只為6,000Hz和介

乎6,000至9,000Hz；另有2款產品的包裝

標示超聲波字眼，其供應商向本會表示該

2款產品所發出的聲波頻率介乎7,000至

12,000Hz，按照聯合國等機構對超聲波的

定義，這些範圍的聲波頻率並不屬於超聲

波範圍。

有關產品的聲稱有否涉及違反《商品

說明條例》，本會已作跟進。

疑點 2：雄蚊翼拍頻率和產品聲

稱的並不同

部分聲波驅蚊器聲稱其發出介乎

5,000至9,000Hz的頻率，藉以模仿雄蚊的

翼拍頻率，驅趕吸血的雌蚊。不過，根據美

國肯塔基州大學昆蟲學系的資料，雄蚊的

翼每秒鐘平均拍動約450至600次，即其頻

率為450至600Hz，與這些產品聲稱的翼

拍頻率有很大差異。有海外研究指，雌蚊

對聲音的敏感度較雄蚊低，現時未有科學

研究支持聲波頻率有驅蚊效用的說法。

疑點 3：聲波及超聲波會受牆壁

家具阻隔

無論是聲波還是超聲波，它們的特

性是都需要媒介傳播，其能量（energy）

會隨傳播距離增加而衰減。當聲音傳播

出去時碰到障礙物或遇到不同介質時，

部分的聲音會出現反射（reflection）、折

射（refraction），部分會被吸收

（absorption），或被傳播至

另一個介質，吸音的程

度視乎障礙物的特性，餘

下的能量才會被傳播出去。

即使超聲波驅蚊器能夠發出超

聲波，亦會受家居環境中的牆壁和家

具阻擋，不能有效穿透阻礙物，亦不能夠

達至家中每個角落。

疑點 4：不同模式驅趕不同蚊種

有產品聲稱具備不同的操作模式，以

驅趕不同種類的蚊種或害蟲，例如某個模

式可驅趕Culex（庫蚊），另一模式則覆蓋

Anopheles（按蚊）及Aedes（伊蚊）。但在

實際使用上，消費者根本無從得知蚊子的

種類而調校合適的操作模式去驅蚊。此外，

本會檢視有關的產品時，發現操作時只可選

擇其中一個模式，換言之，即使產品確實有

效，也不能同一時間驅趕不同種類的蚊子。

此外，本會向各個產品的供應商索

取其測試報告以瞭解各產品的驅蚊效能，

但有關的供應商未有於期限前提供針對本

地常見的不同蚊種進行的測試證明。

疑點 5：未必可驅趕各類蚊子

食物環境衞生署的資料顯示，在本

港錄得超過70種不同的蚊子。本港常見的

有中華按蚊、多斑按蚊、白紋伊蚊、致倦庫

蚊和三帶喙庫蚊等十多種。

英國消費者組織Which?在2005年就

電子驅蚊器進行了測試，發現有產品未能

有效對付所有可能叮咬人類的蚊種，另有

產品雖聲稱幫助預防西尼羅河病毒（West 

Nile virus）的傳播，但測試結果卻反映產品

無助驅趕通常帶有這種病毒的蚊種。

有產品供應商向本會提供其測試報

告以證實其驅蚊效能，本會查閱有關報

告，發現廠商以尖音庫蚊（Culex Pipiens）

進行測試。而本會翻查紀錄，發現本港暫

時未錄有該種蚊。

香港大學理學院生物科學學院助理

教授侯智恒表示，蜻蜓不是蚊子的唯一捕

食者，亦並非所有蜻蜓都以蚊子作為主要

食物。科學界現時未能完全掌握蚊子交配

的習性，雖然部分蚊種的雌蚊受精後會避

開雄蚊，但並非所有種類的蚊子都有這種

特性。

侯教授認為，產品供應商進行的測

試的可信性及有效性，視乎多個因素，包括

測試所用的蚊種或害蟲種類是否在本地常

見、測試的場地為實驗環境還是實際生活

環境、進行測試時的氣候變化、天氣狀況

及進行測試的時間，以及端點（endpoint）

的評估方法等，都會影響測試所得的結

論。如測試所用的蚊種未有在本地錄得、

進行測試的時間短、參加測試的人數少、

只有實驗環境的測試數據等，有關的結果

未必於本地環境具代表性。

疑點 6 ：具備美國環保署註冊編

號不代表成效獲肯定

部分驅蚊器及驅蟲器的標籤及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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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部分產品標有美國環境保護署編號或證書，但

不代表產品的驅蚊或驅蟲效能獲得該機構支持。

產品聲稱以不同操作模式驅趕不同蚊種，但消費

者無從得知蚊子的種類以調校合適的模式。

蚊子的特性 

一般而言，雄性蚊子主要靠吸食植物汁液維生，吸血的通常是雌蚊。

有些蚊種嗜吸人血，有些則嗜吸動物血。大多數雌蚊在產卵前都必須吸一

次血供卵子發育。

不同種類的蚊子出沒的時間和地方有所不同，例如白紋伊蚊（Aedes 

albopictus）通常會於日間叮咬人；三帶喙庫蚊（Culex tritaeniorhynchus）

在入黑後一小時最活躍，主要嗜吸動物血，但亦會叮咬人；傑普爾按蚊

（Anopheles jeyporiensis）則通常於晚上11時至凌晨2時之間非常活躍，而

致倦庫蚊（Culex quinquefasciatus）只在晚上叮咬動物和人。

傳資料說明產品具備美國環境保護署

（USEPA）頒發的證書或編號，消費者可

能因而聯想到產品的驅蚊或驅蟲效能獲得

某程度的肯定。

在美國銷售的除害劑產品都要按

國家殺蟲劑、殺菌劑及滅鼠劑法（The 

Federa l  I nsect i c ide , Fung ic ide and 

Rodenticide Act）向美國環境保護署註冊，

而註冊編號（EPA registration number）須

標示在產品標籤上。不過，任何害蟲管理

裝置如只利用物理或機械原理去捕捉、傷

害、驅趕或減少任何害蟲，而毋須用上除

害劑物質，則毋須按有關法令註冊。註冊

編號代表的是產品由哪間公司擁有。理論

上，按指示使用標有註冊編號的除害產品，

其風險已降至最低，但不表示產品的效能

得到美國環境保護署的支持或保證。

部分產品標籤上所列的號碼應為機

構編號（EPA establishment number），該

編號只代表除害產品最終在哪個地方製造

或貼上標籤，與其安全性或有效程度並無

關係。

世界各地多個組織質疑電子
驅蚊器及驅蟲器的功效
無助預防由蚊子傳播的疾病

雖然部分產品標示可「防止疾病傳

播」，為「防治登革熱首選」等聲稱，然而

目前相關的研究結果顯示，電子驅蚊器並

不能幫助預防經由蚊子傳播的疾病。

C o c h r a n e 傳 染 病 工 作 小 組

（Cochrane Infectious Diseases Group）

在2009年綜合10份世界各地涉及不同蚊

種所作的實地研究報告，其中5份報告說

明研究所用的驅蚊器發出的聲頻介乎125

至74,600Hz。得出的結論指電子驅蚊器無

助預防蚊咬，亦不能預防瘧疾的傳播；無

論參加者有否使用電子驅蚊器，在他們暴

露的皮膚上捉到的蚊子數量並無分別。因

此，該工作小組認為有關產品被推廣為幫

助避免瘧疾的傳播，並無理據支持。

Which?則指電子驅蚊器的驅蚊效果

不彰，這類產品浪費金錢之餘，亦容易令

人誤以為有驅蚊成效而疏於作防蚊措施。

在2007年Which?重申電子驅蚊器無助預

防蚊子叮咬，而產品說明可防止瘧疾傳播

的聲稱，亦無理據支持。

非有效驅蚊方法  不能預防蚊咬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簡稱

CDC）亦指，「超聲波」儀器非有效預防蚊

咬的方法。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西尼羅河病

毒疾控計劃（West Ni le Virus Contro l 

Program）則指，現有的科學研究重複地顯

示電子驅蚊器並不能幫助防止蚊子叮咬。

美國蚊 蟲 控制協會（A m e r i c a n 

Mosquito Control Association）表示，有

研究測試將5款超聲波驅蚊器（發出的頻

率介乎20,000至70,000Hz）用於驅趕4種

不同的雌蚊，結果顯示儀器並無助改變蚊

子飛行的方向。另有測試結果顯示，能夠

產生廣闊範圍頻率的發聲器亦不能有效驅

趕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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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驅蚊方法 戶外環境
皮膚：在 外 露

皮 膚 上 塗 上 驅

蚊 劑，最 普遍 的

有 效 成 分為 避 蚊

胺（N,N-d iethy l-3-

methylbenzamide，簡

稱DEET），另有部分

產品的有效成分為香

茅油（citronella oil）。

衣物：穿着淺色

衣物，如許可宜穿着

長袖衫褲，亦可在衣

物上貼上蚊貼。

時間：避免在黎明或黃昏時分郊遊。

捕蚊燈/捕蚊器：一般放置於固定位

置如露台或花園，市面上有以紫外線、二氧

化碳等吸引蚊子的捕蚊燈，吸引蚊子飛入陷

阱後以高壓電將蚊蟲殺死，亦有捕蚊器設有

風扇，利用氣流把蚊子吸入蚊格內殺死。

蚊子叮咬除了可能造成

滋擾，令人痕癢難擋外，

還可能傳播疾病，例如

白紋伊蚊是登革熱的病

媒，三帶喙庫蚊可能傳

播日本腦炎，傑普爾按蚊則會傳播瘧疾，

故此絕不能輕視蚊子叮咬！

家居環境
環保選擇：設置防蚊網、蚊帳或蚊

紗，以屏障阻隔蚊蟲從外飛進。安裝後要

定時清洗。

家用殺蟲劑：傳統蚊香、電蚊片、電

蚊液及噴霧劑，殺蟲成分主要是除蟲菊酯

外出時應作有效的防蚊措施，例如使用含避蚊胺

（DEET）的驅蚊劑。

（pyrethroids）。傳統蚊香透過燃燒釋出

有效成分，而電蚊片和電蚊液則靠熱力揮

發出有效成分。另殺蟲噴霧劑的氣霧會於

噴灑後持續數分鐘，使用前應先移走食

物、食具、玩具、水

族箱及寵物，亦應

暫時離開房間。殺

蟲噴霧劑普遍含

易燃壓縮氣體，切

忌噴向火源，氣罐

亦要妥善存放。

生活百科

雖有產品標榜可防治登革熱，但電子驅蚊器幫助

預防經由蚊子傳播疾病的功效並未獲國際衞生組

織的肯定。

航空公司停止向乘客供應

荷蘭皇家航空公司（Roya l Dutch 

Airl ines，又稱KLM）為免乘客因為使用電

子驅蚊器而疏於作其他有效的防蚊措施，

以致增加被蚊子叮咬及可能引致瘧疾傳播

的機會，決定自2010年3月開始，終止向乘

客銷售一款聲稱會發出可驅趕蚊子的低頻

率聲音的電子驅蚊器。

多家供應商被檢控或須安排回收

有關產品

澳 洲 競 爭 及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簡稱ACCC）在2002年向當

地一家公司提出檢控，指他們供應的電子

驅蟲器聲稱可驅除室內的老鼠、蟑螂及其

他害蟲，但這些聲稱虛假及誤導。

ACCC在2004年與另一集團公司協

商，其後該公司同意向已購買其供應的電

子驅蟲器的消費者作退款安排。所回收

的產品聲稱透過超聲波或電磁場的脈動

（pulsations）驅趕昆蟲及齧齒類害蟲，並

指有效範圍達2500平方呎。ACCC認為這

些聲稱失實及誤導，有違當地的貿易實務

法案（Trade Practices Act 1974）。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簡稱FTC）在2001年向超過

60間超聲波驅蟲產品的製造商及零售商發

出警告信，指產品上聲稱的效力必須得到

科學證明。該委員會曾於1985年至1997年

間對6間公司提出控訴，指他們就所供應的

超聲波驅蟲器的成效作出虛假及未經證實

的聲稱。

在2002年，FTC向美國佛羅里達州

一間公司提出檢控，指他們供應的電子驅

蚊器及驅蟲器於廣告上的聲稱屬虛假及無

根據。有關的電子驅蚊器聲稱會發出模仿

雄蚊及蜻蜓的聲音，以驅趕吸血的雌蚊。

另一牌子的驅蟲器則聲稱會發出超聲波，

並指該音頻可驅趕害蟲，該牌子的部分產

品聲稱可透過家居的電線改變室內環境的

電磁場，以驅趕老鼠及蟑螂等害蟲，FTC

指這些聲稱並無可靠理據支持。在2003

年2月，FTC再次檢控該公司。

在2003年7月，FTC檢控另一間公

司，指其供應的6款電磁波及超聲波驅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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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意見
傳染病專科勞永樂醫生提醒，電子驅

蚊器及驅蟲器並非對付害蟲的有效方法，

使用無效的驅蚊方法浪費金錢之餘，又會

造成「假安全」的錯覺，令人疏於預防蚊

患。與適當使用化學除害劑相比，感染由蚊

蟲傳播的嚴重疾病（如登革熱及日本腦炎

等）的危害更大。如對施用化學除害劑感

到憂慮，清除積水和垃圾，設置蚊網，於蚊

子較多的日子使用空調，減少在日落日出時

分外出，都可減低被蚊子叮咬的機會。

香港醫學會耳鼻喉科專科周振權醫

生表示，部分聲波驅蚊器聲稱發出的聲波

頻率屬人耳清楚可聽的範圍。為了加強對

嬰幼兒的保護，家長很可能將電子驅蚊器

放置於小朋友附近，加上接觸時間長，部分

人士和嬰幼兒對高頻率聲波較敏感，不能

排除引致高頻率聽力損失或影響聽力的機

會。此外，某些人士（如初生嬰兒）亦較易

受這些高頻率噪音影響，以致心情煩躁、影

響睡眠及食慾，不過反應可能因人而異。

漁農自然護理署的意見
按照香港法例第133章《除害劑條

例》第二條的規定，「除害劑」並不包括用

作誘捕或捕捉昆蟲、齧齒類動物或其他動

物的任何純機械裝置及用作控制蚊子、齧

齒類動物或其他有害物的任何純電磁或超

聲波裝置。一般來說，本港供應的非化學

性除害裝置產品（如電子驅蚊/驅蟲器）並

不屬於除害劑，因此不受《除害劑條例》的

監管。

最有效控制蚊患的方法是注意環境

衞生及清除積水，以減少蚊子滋生的源頭

並改變其棲息的環境。如有必要使用除害

劑，應購買市面上已註冊的家用除害劑產

品，並遵照標籤指示安全使用。

衞生署的意見
要預防蚊子引起的疾病，有效的方

法是注意環境衞生，防止蚊子滋生，以及

的驅蟲聲稱無科學理據支持，禁止該公司

再於任何驅蟲器作未經證實的效能陳述。

是次研究的產品中，部分品牌名稱，

及部分代理商提供的測試報告或效能證明

中所顯示的產品名稱，與FTC曾作檢控的

牌子相同。

改變電磁場不能有效驅除害蟲

部分電磁波驅蟲器的產品供應商向

本會提供測試報告，以證明電磁波驅蟲器

可穿牆過壁，驅蟲範圍達2,500至5,000平

方呎，可驅趕蜘蛛、蟑螂及老鼠等聲稱。

有產品代理商向本會表示，化學方法

可有效殺滅蚊蟲，但化學成分對嬰兒、孕

婦及長期病患者具潛在風險，而電子驅蚊

器及驅蟲器以電子方式驅趕蚊蟲，不含化

學物質。該代理商解釋指，驅蟲器不能如

化學除害劑般迅速殺滅害蟲，而蚊蟲沒有

智慧，不能辨別出口的位置，因此要24小

時長時間使用才可發揮最好的功效以驅趕

害蟲。該代理商稱在1994年某連鎖快餐集

團曾使用其旗下一款電磁波加聲頻驅蟲器

進行為期90天的實地試驗，得出該驅蟲器

可減少害蟲活動，以致降低化學除害劑的

用量及相關費用。

其實，早於1970年已有聲稱利用

電磁波驅趕害蟲及齧齒類動物的產品，

這些產品標榜可以改變磁場（magnet ic 

fields），令動物停止飲食及繁殖。然而，

1980年美國環境保護署分別在實驗室環

境利用大鼠（rats）和在實地環境以地鼠

（pocket gophers）進行試驗，發現電磁波

儀器對於牠們的飲食、交配或出沒的模式

並無影響。

美 國 環 境 保 護 署 於19 9 0 年 2月

的 文 件 重 申，電 磁 波 害 蟲 管 理 裝 置

（electromagnetic pest control devices）

無助控制齧齒類動物（rodents）及昆蟲

（insects），宣布要從市場取締有關產品。

要有效杜絕鼠患，應保持地方清潔，

清理雜物及妥善存放食物。

避免給蚊子叮咬。外出時穿長袖衫和長

褲，並適當使用驅蚊劑，可減低被蚊子叮咬

的機會。如有需要，室內可裝置防蚊網或

蚊帳，以防止蚊子飛進。

食物環境衞生署的意見
防治蚊子最有效的方法是清除蚊子

的滋生點，清理所有可能積水的雜物（例

如空飯盒、空罐及輪胎），填平凹陷的地

面，以防積水和確保溝渠暢通等。

本會意見
綜合多方的意見，本會建議驅蚊應從

源頭着手，保持居所清潔，設置蚊網，在有

需要時使用捕蚊燈或捕蚊器。單靠電子驅

蚊器、驅蟲器，容易令人誤以為可以有效驅

蚊或驅蟲，因而不作其他預防措施，反而

可能增加被蚊蟲叮咬、被害蟲滋擾及傳播

疾病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