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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日常生活中我們都曾有過想要徒手拍打蚊蠅的經驗。不管我們是靜悄悄地靠

近或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襲，只要我們一出手，這些停格的小昆蟲就好像擁有魔法

一般，總是能在千鈞一髮之際巧妙脫身，徒留一雙拍紅的雙掌。眼睛是靈魂之窗，

昆蟲眼睛的構造，令我倍感好奇，為何它們總能搶先一步，洞察我們的意圖，引

發我想要進一步探究的興趣。 

 

二、研究方法 

  

    捕捉蜻蜓，利用顯微鏡觀察記錄其複眼構造。配合學校圖書館的館藏圖書及

網路蒐尋的相關文獻資料，並利用鄰近大學圖書館的學術資料庫搜尋國外相關研

究文獻，閱讀整理、歸納分析。並以簡易的拓印方式製作類似昆蟲複眼構造的薄

膜，隨後再將其進行熱塑擠壓處理，以獲得凸狀複眼構造。除對此複眼構造進行

成像觀察記錄外，並結合物理課程中學到的光學理論，計算並討論自製的昆蟲複

眼薄膜的各項光學性質。 

 

貳 ● 正文 

 

一、昆蟲的眼睛構造 

 

陽光照耀大地，光協助我們探索周遭環境。而動物為了避敵、捕食及交配，

經數億年後演化出各種類型的眼睛。其中，昆蟲的複眼就是最佳的光學傑作之一。

昆蟲的視覺器官包括單眼和複眼兩種，皆位於頭部前上方兩側，由數目不等的小

眼構成，並與腦部相連。單眼是一種只能探測明暗變化的光接收器，沒有成像的

功能。而飛行性昆蟲會在飛行中利用單眼來探測太陽光線與地面的明暗對比，以

檢測飛行的姿勢或調整飛行方向。單眼在頭部的位置不同，分為背單眼和側單眼，

而複眼是由許多結構相同的小眼佈滿整個曲面，小眼的數目和形狀隨者不同昆蟲

有所改變，例如家蠅約 4,000 個，蝴蝶和蛾約 12,000~17,000 個，蜻蜓約 30,000

個[1]，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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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為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下(a)蝴蝶和(b)蛾的複眼圖像[1]。 

 

    近年來由於電子顯微鏡的普及，許多生物體的外表經其檢視，發現蝴蝶、家

蠅和蛾等飛行性昆蟲的複眼具有週期排列的二維晶體結構排列。而複眼上的每個

小眼類似光學的微小透鏡，一個小眼對應一個的物體成像。小眼的數目越多，對

運動的物體的分辨能力越好。因此，複眼具有廣視野成像與快速偵測運動的能力

[2]，也是昆蟲主要的感光器之一。在一般的節肢動物中，特別是飛行性昆蟲，

複眼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避敵、獵食、調節飛行速度和高度及躲避障礙物等

[3]。複眼本身沒有調節焦距的能力，但昆蟲能善於利用複眼裡小眼所形成的夾

角來判斷物體的方位和距離[4]。當我們到野外觀察花叢間飛舞的昆蟲時，可以

深刻感受到昆蟲視覺的敏銳。例如，蝴蝶可以察覺到周遭細微的動靜並迅速飛離；

蜜蜂會記住有花蜜的花朵顏色及形狀，並反覆造訪同種類的花朵[5]；蜻蜓會在

空中跟蹤蚊子、蒼蠅，敏捷地補食，這些行動都是藉由複眼功能來達成。 

昆蟲複眼的構造與人類眼睛的構造不同在於人眼是由一片水晶體與其後方

具有許多感光細胞緊密排列的視網膜所形成的晶體眼(圖 2 (a))，而昆蟲的複眼則

是由許多六角形的小眼緊密排列而成，每個小眼只能捕捉來自特定方向的光，而

相鄰的小眼則捕捉相鄰方向的光[6]。每一個小眼都有一個小小的水晶體，這些

水晶體可聚集成光束，並傳送到視桿(感光細胞)所形成的感光部位。這些細胞分

別對紫外(340nm)、藍光(463nm)、綠光(530nm)的光線有最高的感受度。人類的

網膜色覺視細胞分別對藍光(420nm)、綠光(534nm)、紅光(564nm)擁有最大的感

受度[7]。人類的視力是以視角來表示，測量方法是以一個人能清楚分辨出距離

多遠的兩個點。當能分辨視角距離一分(即 1°的 60 分之 1)的兩個點時，視力就是

1.0。蒼蠅和蜜蜂的兩點辨識力最高只有 1~2°。換言之，其視力只有 0.01~0.02，

比人類要差一百倍以上[6]。單從視力的角度思考，複眼可說是演化上的失敗作

品。儘管如此，那昆蟲又如何利用它們弱視的眼睛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中生存呢？

由於昆蟲複眼的集光構造的不同，主要分為並置複眼(apposition eyes)與疊置複眼

(superposition eyes)兩類。以蒼蠅、蜜蜂、蚱蜢等昆蟲的並置複眼而言，視桿位於

小眼水晶體下方，而各個小眼被色素細胞格隔開來，因此視桿只能接受該小眼水

晶體聚集的光線，如圖 2(b)所示。若以蛾的疊置複眼來說，視桿與水晶體分開，

欠缺小眼間的色素細胞，這使得視桿能夠同時接收其正上方的小眼以及周圍小眼

水晶體的光線，如圖 2(c)所示。疊置複眼的集光效率較高，因此多出現於夜行性

昆蟲身上；並置複眼可得到較清晰銳利的影像，多出現於晝行性昆蟲中[8]。 



眾目睽睽無所遁形 
 

 3

由於光學設計上的限制，儘管昆蟲的複眼無法達到像人眼水晶體般的辨識能

力。但就視野而言，人類最多只能看到 180°。而昆蟲只要增加並列小眼的數量，

就可能擴展其視野幅度，像蜻蜓左右凸出的半球狀複眼其視野幅度幾乎可以達到

360°的全方位範圍[6]。 

 

 

二、仿昆蟲複眼的製作 

 

 為了要模仿昆蟲的複眼結構，我們先將小尺寸玻璃珠整齊排列於培養皿中，

隨後以製模用聚二甲基矽氧烷(Polydimethylsiloxane, PDMS))膠體注入玻璃球陣

列縫隙，注入膠體量以達玻璃球高度二分之一左右即可，待 24 小時硬化後，剝

除玻璃球珠即可製得凹洞狀模仁。將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ethyl methacrylate, 

PMMA) (俗稱壓克力)溶膠澆注於凹洞狀陣列模仁，於室溫下乾燥後翻模即可得

到的平面複眼薄膜。最後，再將此平面複眼薄膜以直徑 25mm 的鐵球加熱到 140°C

後向上擠製，冷卻後即可獲得凸狀的複眼薄膜。以下分別說明模仁與複眼薄膜之

製備過程。 

 

(一)  二維 PDMS 凹洞狀模仁之製備 

 

    首先將尺寸 3mm 玻璃珠整齊緻密排列於玻璃培養皿上。另外，將矽油與固

化劑依 1:1 比例混合即可製得 PDMS 凝膠。將此凝膠澆入排列整齊的二維玻璃珠

陣列模板縫隙，注入膠體量以達玻璃球高度二分之一左右即可，在室溫下硬化

24 小時後，剝除玻璃球珠，即可得到二維凹洞狀模仁，如圖 3 所示。

視網膜 

水晶體 
水晶體 

感光部位 

(a) (b) (c) 

圖 2 各類型眼睛(a)人眼；(b)並置複眼；(c)疊置複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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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MMA 凸狀複眼薄膜之製備 

 

    配製 10wt%的 PMMA/醋酸溶液，將之澆注於凹洞狀 PDMS 模仁後，於室溫

下乾燥脫模即可獲得 PMMA 平面複眼薄膜。將直徑 50mm 的鐵球加熱至 140C
後並緩慢向上擠壓 PMMA 平面複眼薄膜，待冷卻至室溫後移除鐵球，即可獲得

仿昆蟲凸狀複眼薄膜，如圖 4 所示。 

 

 

三、結果與討論 

 

(一) 蜻蜓複眼觀察 

 

   仔細觀察蜻蜓的複眼，發現它的外型接近橢圓球體結構，以本實驗所獲蜻蜓

為例，顯微鏡觀察其複眼中的六角形的小眼直徑約為 50m(見圖 5)，藉由公式

圖 3 二維 PDMS 凹洞狀模仁製作流程圖(自行繪製)。 

PDMS 凝膠注入 

室溫下固化 24 小時 

二維玻璃珠陣列 

玻璃培養皿 二維 PDMS 凹洞狀模仁

圖 4 PMMA 凸狀複眼薄膜製作流程圖(自行繪製)。 

脫模 

PMMA 溶液 

注入模仁 

PMMA 平面複眼薄膜PMMA 凸狀複眼薄膜 熱鐵球向上擠壓 

室溫下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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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可推導出其在不同軸向複眼薄膜的小眼夾角(interommatidial angle)
約分別為 0.56°, 0.78°, 0.84°，其中 Rarc 為蜻蜓複眼在不同軸向的弧度。小眼夾角

與其視覺之解析度(resolution)有相當大之關聯性。 

　　　 

=(D/Rarc)(180°/).................................................(1) 

 

 

 

 

 

     

 

 

 

 

圖 5 (a)為實際蜻蜓照片，右上角插圖為其複眼的局部放大照片; (b)為蜻蜓複眼的 

500 倍放大照片(自行拍攝)。 

 

(二)  PMMA 凸狀複眼薄膜光學特性 

 

藉由公式(2,3)[10,12]可推算出自製的凸狀複眼薄膜結構中的每個小眼的焦

距 f(focal length)為 3.055mm、小眼的數值孔徑 NA(numerical aperture)為 0.491。

圖 6 為各光學參數在凸狀複眼薄膜之示意圖。其中 n 為壓克力 PMMA 的光學折

射率，約為1.491。Rc為小眼的半徑，D為小眼的直徑(即小尺寸玻璃珠直徑3mm)，

凸狀複眼薄膜相鄰小眼的夾角為。 

                      

                    f= Rc/(n-1)..............................................................(2) 

   

                    NA= (D/2f).............................................................(3) 

 

 

      圖 6 凸狀複眼薄膜的光學參數示意圖 (自行繪製)。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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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實驗是以 3mm 玻璃珠做為小眼。PMMA 平面複眼薄膜受直徑 50mm 的熱

鐵球擠壓塑製成凸狀複眼薄膜後，公式(1)可修正為公式(4) [11]，並可推算出凸

狀複眼薄膜的相鄰小眼的夾角為 0.12°，其中 REYE 為鐵球的半徑(約為 25mm)。 

 

= D/REYE............................................................(4) 

 

(三) PMMA 凸狀複眼的光學成像 

 

由於昆蟲的凸狀複眼只能觀看短距離物體，超過極限後其成像是模糊不清的。

我們固定手機中相機鏡頭位置，其前方置一 10 倍之接目鏡筒與凸狀複眼薄膜，

然後移動物件至焦距位置，擷取影像，如圖 7 所示。複眼薄膜中成像的焦距 f，

可利用前述公式(2)計算得之。 

圖 7 (a)凸狀複眼薄膜與手機組成之光學系統架構; (b)作者之照片經自製複眼成

像系統所拍攝到的實際成像照片。 

   

  透過將實際物件置於光源前方，以凸狀複眼薄膜在簡易自製的光學影像系統

中可觀察到其光學成像表現。由於昆蟲複眼的解析度取決為相鄰小眼間的光軸夾

角，夾角越小，視覺敏銳度越高；而若增加昆蟲複眼中小眼的直徑時，其靈

敏度也會提高[13,14]。大多數飛行性的昆蟲，如：蒼蠅、蝴蝶與蜜蜂等其複眼中

的小眼夾角約為 1~3°。複眼中的小眼夾角小於 1°者，大多為肉食性昆蟲，如螳

螂、蜻蜓等。本文中所製作之凸狀複眼薄膜其小眼夾角約為 0.12°，此值已接

近 green darner 蜻蜓(學名 Anax junius)的複眼結構(其小眼夾角約為。
若要模仿 Anax junius 蜻蜓的複眼結構，由公式(4)推測，需使用直徑約為 6mm 的

玻璃珠做為小眼，透過相同之熱塑擠壓製作，即可獲得解析度接近 Anax junius

蜻蜓的凸狀複眼。 

 

物件 

複眼薄膜 接目鏡筒 

手機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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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結論 

 

一、 本論文所製作的仿昆蟲複眼成像系統，用物件投影時可從手機的照相系

統中擷取到清晰可辨識的影像，但其成像品質或解析度取決於複眼中小

眼的直徑。透過不同直徑大小的玻璃珠做為小眼，即可調整人工複眼的

視覺敏銳度。 

二、 實驗過程中我發現利用將平面複眼薄膜利用加熱鐵球去塑製凸狀複眼

薄膜的方式較麻煩。未來也可利用類似中醫拔罐方式製作凸狀複眼薄膜。

即利用高溫燃燒時火焰的熱力將空罐中的空氣排出，使空罐內形成負壓，

再將適當開口大小的罐子吸附於平面複眼薄膜的表面，使其形成凸狀複

眼薄膜。 

三、 昆蟲的視覺系統對綠光、藍光、紫外光以及偏光波段的光較敏感，可在

此系統中置入紅光濾波片去除紅光，並加入偏光鏡及更換紫外光感測器，

如此，即可更逼真去模仿昆蟲複眼看世界的影像。 

四、 由於實際蜻蜓的小眼截面是六角形排列，但我實際製作時是用圓珠狀玻

璃球進行陣列排列。兩者間之差別在於，六角形排列複眼其週邊接縫處

緻密，而圓形球珠間因有縫隙無法成像。而當一定量的光線入射兩者時，

顯然六角形複眼較能捕捉較多的光通量，而圓球狀排列的人工複眼，則

因球珠縫隙的存在，容易造成漏光現象，看來大自然還是略勝一籌。 

五、 藉由本次小論文的撰寫，透過資料的搜尋與閱讀，原本只要以多篇論文

閱讀歸納為主即可輕易解決心中疑惑。但資料閱讀後自己也想動手一試

自己製作昆蟲複眼。然而製作過程中，有太多專業技術問題，光是模仁

的製作就耗盡一個多月時間，幸經指導老師協助順利克服。其中，PDMS、

PMMA 溶液的配製及利用加熱鐵球擠製凸狀複眼薄膜的方法係參考文

獻[9]後，自行摸索修正方法與步驟而得。我們的專題採用 3mm 玻璃球

在排列整齊後，經鑄模與翻模後，即可獲得到排列整齊的微小透鏡陣列。

這樣做出來的人工複眼透鏡，由於孔徑較大，因此透鏡的光通量較佳，

配合手機照相鏡頭，即可獲取較佳的光學影像。由於凸狀複眼薄膜搭配

的每支手機所使用照相系統之鏡頭的大小、材質及其內部光路設計與影

像解析軟體略有不同，因此其成像表現也略有差異。儘管如此，但思索

整個製程，我發現製作厚度均一的模仁及如何讓模仁中的玻璃球水平整

齊排列，才是整個實驗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六、 這篇小論文除了資料閱讀和寫作有一定難度外，實驗製程的繁瑣與耐心

也相當重要。昆蟲複眼的製作與分析，一個本來就不太容易的主題，讓

我認識到如何利用物理光學課程中所學到的基本原理對昆蟲複眼的光

學性質進行計算和理解其中的物理意義。也讓我對生物和光學的跨領域

研究有了更具體的認識。跨領域知識的學習，似乎是未來探索生物世界

的不可或缺的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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