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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菠蘿山神仙水之謎 

探究菠蘿山神仙水的成分 

學校名稱:新會商會中學 

隊員姓名:陳楚祺   岑樂恩 

         盧文達   鄺翌翌 

帶隊老師:趙瑞芬老師 
考察日期: 
尋找神仙水的位置:2010 年 3 月 10 日(訪問取水的居民) 
第一次考察:2010 年 3 月 17 日(取神仙水樣本進行實驗及訪問取水的居民) 
第二次考察:2010 年 3 月 26 日(取神仙水樣本進行實驗及訪問取水的居民) 
第三次考察:2010 年 3 月 31 日(取神仙水樣本進行實驗及訪問取水的居民) 

 

 

 

 

 

 

 

 圖片 1 顯示位於屯門菠蘿山的 ”神仙水” 的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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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探究學校附近良景邨居民取用 菠蘿山「神仙水」的原因及用途，並進行實驗研究「神仙

水」的水質，我們發現良景邨居民普遍認為「神仙水」的水質良好，可用來沖茶及煮食用。

此外實驗亦證明「神仙水」的水質良好，溶氧量高，亦沒有受有機污染物及化學肥料及清潔

劑的污染。但是，從我們培植細菌的實驗中，發現「神仙水」含有大量細菌，因此我們建議

居民必須先煮沸「神仙水」才飲用。 

A. 簡介 
參加了「尋找自然的故事」比賽後，個多星期我們都在苦思該以什麼主題為研究

對象。在回校途中我們看見幾位中年男女(應是良景邨居民)拿著多個空瓶朝向菠蘿山

方向行進，更有人把空瓶放滿了手推車"推車仔"上山呢！一直以來聽說菠蘿山上有「神

仙水」，喝了「神仙水」後可「有病醫病，無病長生」。「神仙水」的傳說疑真疑假，組

員們對於「神仙水」都感興趣，喝未經煮沸的「神仙水」會生病嗎? 「神仙水」真是

可醫病嗎? 而且菠蘿山的位置在我們學校的附近，取水也很方便，我們更為雀躍的是，

雖然我們在學校讀了近四年之多，卻不曾登上菠蘿山呢! 為了探究「神仙水」的成份，

我們便以「菠蘿山神仙水之謎」作為題目。 

B. 菠蘿山「神仙水」的出水口位置 
菠蘿山 (Por Lo Shan) 是屯門的一座山，山勢陡峭，近輕鐵站山景北站，向南望

是青山禈院，東望是屯門工業中心，西鐵屯門站及屯門新市鎮。 
菠蘿山設有遠足徑，可由良景邨步行至元朗白泥一帶。 
    沿菠蘿山迂迴曲折的遠足徑步行約半小時，便可見「神仙水」的出水口處。有關

菠蘿山的鬼神傳說時有聽聞，近山腳的大石傍有附近居民擺放的一大堆神像，在半山

處也有一所寺廟，居民可燒香供奉神靈。 
菠蘿山一帶是以前英軍的練靶場，傳聞最早是由英軍在山坡上建造水管，流出山

水飲用，後來經「有心人士」改良水管，在出水口處加設地磚及台階，而「神仙水」

的「有病醫病，無病長生」的傳說逐漸在良景邨居民之間流傳，取「神仙水」的居民

的數目亦愈來愈多，「神仙水」的出水口處亦漸成良景邨居民閒話家常的聚腳地。  
 
 
 
 
 
 
 
 
 

 圖片 2 顯示菠蘿山遠足徑的起點 圖片 3 顯示良景邨居民使用蘿山遠足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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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4 顯示通往「神仙水」出水口的山路

圖片 6 顯示良景邨居民盛滿水樽的手推車

圖片 5 顯示良景邨居民取「神仙水」 

圖片 7 顯示居民鋪設的盛水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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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目的 
1. 透過直接訪問，探究良景邨附近居良取用菠蘿山「神仙水」的原因及用途。 
2. 探究菠蘿山「神仙水」的 pH值、溫度、鹽度、溶氧量及無機鹽 (包括氯化物、

銨鹽、亞硝酸鹽、硝酸鹽及磷酸鹽) 的濃度。 

3. 探究菠蘿山「神仙水」的含菌量及有否微生物的存在。 
4. 學習不同的技巧包括訪問、收集水樣本及培種細菌的技巧等。 
5. 評價飲用菠蘿山「神仙水」的安全性。 

 

D. 居民取用菠蘿山「神仙水」的原因及用途 
我們擬定了一些問題訪問取「神仙水」的居民，並在每次的考察記錄取「神仙水」

的人數，所得的結果如下: 
 
考察 尋找水源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日期及時間 10/3/2010 

4:30 – 5:30 
pm 

12/3/2010 
4:30 – 5:30 pm

26/3/2010 
5:15 – 6:15 pm 

31/3/2010 
8:10 – 9:40pm 

沿途相遇取神仙水的人數 3 13 4 5 
接受訪問人數                    5 

問題 取「神仙水」居民的答案 

Q1: 
你多久取一次「神仙水」? 

(i) 不定，每家的用水量不一樣，通常是一星期 2 至 3 次。 
 
 

Q2: 
取「神仙水」的習慣持續

了多久? 

(i) 數年 

Q3: 為什麼你會取用 
「神仙水」? 
 

(i) 因為好飲、清涼、清甜。 
(ii) 天然，對身體有益。 
(iii)   不用放雪櫃，可存放多天也不會變壞。 
(iv)    因為失業，可節省水費。 
 

Q4: 多不多人取用「神仙

水」? 
(i) 多，有時十多人，要排大隊，更試過有打鬥事件發生。 

表格顯示考察日期、訪問取水居民的問題及他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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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你如何使「神仙水」? 
 

(i) 煮沸後沖茶。 
(ii) 煲湯。 
(iii) 沖奶給嬰兒飲。 
(iv) 煮沸後放入雪櫃，效果更佳。 

Q6: 「神仙水」是否源源

不絕供應? 
(i) 是，只是有時流得快，例如下雨後便流得較快，有時則較慢。

Q7: 你會否直接飲用「神仙

水」？若有，再回答第 7 及

8 題。 

(i) 曾經試過，但通常都會煮沸才飲用。 

Q7: 神仙水的味道如何? 
 

(i) 清甜、可口。 

Q8: 直接飲用神仙水，你不

怕水內含有毒物質或細菌

嗎? 

(i)不會的，很多人也喝過，沒有問題。 
 

 居民的其他意見: 
(i) 衛生署也做過測試，「神仙水」是安全的。 
(ii) 「神仙水」有否受污染? 若果找出「神仙水」是有害

的，緊記貼上告示通知他們。 
續表格 顯示考察日期、訪問取水居民的問題及他們的答案 

E. 生物原理 

1. 溫度 

溫度是生態系統內最常被量度的物理參數，水溫會影響水體密度、礦物質及氣體

的溶解度，還對於污染物的傳播和稀釋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水溫是影響生

物的數目和分佈的一個重要因素。水溫很多時會隨環境氣溫的變化而變化。 

2. 溶解氧 

溶解氧是水體重要氣體之一。呼吸作用需要氧氧，我們常以低溶解氧為有機污染

的指標。 

3. 五天生化需氧量 

五天生化需氧量可被看作是有機污染的一個綜合指數。它表示在氣溫為 20 oC 的

五天時 間內用生物分解化合物所消耗的氧氣量。如同溶氧量一樣，這一參數顯示

出有機污染的 存在。  

4.  酸鹼度 

水的酸鹼度是水體重要化學參數之一。它可顯示水氫離子濃度，也可反映鹼鹽的

含量，它影響生物的多樣性和分佈，並決定多種化學反應的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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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銨鹽、硝酸鹽及磷酸鹽 

這些無機鹽是化學肥料的成分，而清潔劑也含大量磷酸鹽，量度水體這些無機鹽

的含量可反映水體受化學肥料及清潔劑的污染。 

6.  細菌量 

大腸內有大腸桿菌，因此量度水體內大腸桿菌的濃度是水體受糞便污染的指標。

而水中總細菌濃度則是水內有機污染的指標，因為細菌可分解水內的有機污染物

得到養料生長及繁殖。水樣本需經連續稀釋後再作分析，才能找出精確的細菌量。

含菌量高的水體不適宜飲用或作其他用途，也不適合生物生存。 

 

7. 其他的微生物 

未經煮沸的水可能含有微生物，引致人類的腸道受感染或腹瀉。 

F. 實驗儀器和材料 

- 鹽度計、溶氧量計(連溫度計)、酸鹼度計、顯微鏡                         

- 銨鹽檢測試劑、亞硝酸鹽檢測試劑、硝酸鹽檢測試劑、磷酸鹽檢測試劑 

- 試管、量筒、移液管、滴管、試管架、燒杯、培養皿、擴展器 

- 培植細菌用的瓊脂、 酶胰蛋白 溶液、硝酸及硝酸銀 

 

 

                                                                            

 

 

 

 

 

 

 

 

 

 

鹽鹽鹽度度度計計計 

磷磷磷酸酸酸鹽鹽鹽測測測試試試劑劑劑         亞亞亞硝硝硝酸酸酸鹽鹽鹽測測測試試試劑劑劑                              

銨銨銨鹽鹽鹽測測測試試試劑劑劑               硝硝硝酸酸酸鹽鹽鹽測測測試試試劑劑劑                

溶溶溶氧氧氧量量量計計計(((連連連溫溫溫度度度計計計))) 

用用用來來來培培培植植植細細細菌菌菌的的的瓊瓊瓊脂脂脂 



              P.8 

 

G. 實驗步驟 

1. 在菠蘿山的「神仙水」出水口處收集水樣本，用儀器量度水的溫度、溶氧量、酸鹼

度及鹽度。 

2. 收集三瓶水樣本回實驗室，並用鋁箔包裹膠瓶。 

3. 用測試劑量度水樣本的銨鹽、亞硝酸鹽、硝酸鹽及磷酸鹽。加入硝酸及硝酸銀入水

樣本，測試水樣本有沒有氯化物。 

4. 利用顯微鏡觀察水中有沒有微生物。 

5. 量度水樣本的溶氧量 (DO1)，五天後再量度水樣本的溶氧量 (DO5)，DO1 減去 DO5

便是五天生化需氧量。 

6. 量度水樣本的細菌濃度： 

(i)首先準備 10 支試管，把試管標示 10
0-10-10，每支試管均放 0.9ml 的胰蛋白酶。 

(ii)把 0.1ml 的水樣本直接加入瓊脂培養皿，再把 0.1ml 的水樣本加入 10-1 試管，並且

把其試管搖勻。 

(iii)從 10-1 試管抽取 0.1ml 混合液直接加入瓊脂培養皿，再從 10-1 試管把 0.1ml 混合液

加入 1 -2 試管的胰蛋白酶溶液，並且把其試管搖勻。如此類推。 0 
7. 再以蒸餾水及水喉水重做步驟 1,2,3 及 6。 

 1ml水 (先搖勻水樣本)  

 

 

 

 

 

 

 

 

 
 

 

 

** 無菌狀態下做實驗。 

100 

*0.1 ml 

10-1 10-2 10-3 10-4 

*0.1 毫升 

10-1

0.1 ml 

0.1 毫升

 

10-2

0.1 毫升

 

10-3 

0.1 ml 0.1 ml 

塗勻  LB培養

基  
 

*震動搖勻水樣本後才抽取。 

每枝試管含有 0.9ml胰化蛋

白酶液（試管一除外） 

48 小時後，數菌落

的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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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7 顯示混合液加入瓊脂培養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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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實驗結果 
1. 水樣本的混濁度及有否微生物 
  「神仙水」清澈，沒有懸浮物，在顯微鏡 (放大率 600 倍)下沒有發現微生物。 
 
2. 水樣本的pH 
 

水樣本的 pH    
   水樣本     

第一次考察 第二次考察    第三次考察

 
  平均值 

 

A(神仙水) 6.17 5.6 6.34 6.04 

B(蒸餾水) 6.12 7.7 5.0 6.27 

C(水喉水) 5.67  7.4 6.03 6.37 

表格一 顯示各水樣本的pH值 

圖表一 顯示各水樣本的pH值

5.8

5.9

6

6.1

6.2

6.3

6.4

A(神仙水) B(蒸餾水) C(水喉水)

水樣本

pH
值

 
 
3. 水樣本的溫度及溶氧量 
 

A (神仙水) 第一次考察 第二次考察    第三次考察 
 

氣溫 (oC) 24.3 21.2 23.6 
溫度 (oC) 21.3 19.9 21 
溶氧量 (mg/L) 15.9 8.4 10.8 
表格二 顯示神仙水的溫度及溶氧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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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樣本有否氯化物 
 

水樣本有否氯化物 水樣本 
第一次考察 第二次考察    第三次考察 

 
A(神仙水) 有 有 有 
B(蒸餾水) 沒有 沒有 沒有 
C(水喉水) 有 有 有 

表格三 顯示各水樣本的氯化物濃度 
 
 
 
 
 
 
 
                                      圖片 8 顯示硝酸及硝酸銀試驗之實驗結果 

 
5. 水樣本的銨鹽、亞硝酸鹽、硝酸鹽及磷酸鹽濃度 
 

水樣本的銨鹽濃度 (mg/L)    
   水樣本     

第一次考察 第二次考察    第三次考察

 
  平均值 

 

A(神仙水) 0.1 0 0 0.033 

B(蒸餾水) 0 0 0 0 

C(水喉水) 0.1 0 0 0.033 

表格四 顯示各水樣本的銨鹽濃度 
 
 

水樣本的亞硝酸鹽濃度 (mg/L)    
   水樣本     

第一次考察 第二次考察    第三次考察

 
  平均值 

 

A(神仙水) 0 0 0 0 

B(蒸餾水) 0 0 0 0 

C(水喉水) 0 0 0 0 

表格五 顯示各水樣本的亞硝酸鹽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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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樣本的硝酸鹽濃度 (mg/L)    
   水樣本     

第一次考察 第二次考察    第三次考察

 
  平均值 

 

A(神仙水) 0 0 0 0 

B(蒸餾水) 0 0 0 0 

C(水喉水) 5 0 5 3.33 

表格六 顯示各水樣本的硝酸鹽濃度 
 
 
 
 
 
 
 
 
 
                                   圖片 9 顯示硝酸鹽試驗之實驗結果 
 

水樣本的磷酸鹽濃度 (mg/L)    
   水樣本     

第一次考察 第二次考察    第三次考察

 
  平均值 

 

A(神仙水) 0.5 0.5 0.25 0.42 

B(蒸餾水) 0 0 0 0 

C(水喉水) 0.25 0.25 0.25 0.25 

表格七 顯示各水樣本的磷酸鹽濃度 
 
 
 
 
 
 
 
 
 
                                  圖片 10 顯示磷酸鹽試驗之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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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二水樣本的銨鹽,硝酸鹽及磷酸鹽濃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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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
濃

度 銨鹽濃度

硝酸鹽濃度

磷酸鹽濃度

(mg/L)

 
6. 水樣本的細菌濃度 
 

每毫升水樣本的細菌含量 (x 1010 ) 水樣本 
第一次考察 第二次考察    第三次考察 

 
A(神仙水) 190 29 450 
B(蒸餾水) 100 9 360 
C(水喉水) 70 27 700 

表格八 顯示各水樣本的細菌含量 
 
   
 
 
 
 
 
 
 

圖片 11 顯示神仙水培植細菌之實驗結果      圖片 12 顯示蒸餾水培植細菌之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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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 13 顯示水喉水培植細菌之實驗結果 
               

圖表三顯示水樣本的細菌濃度

0

200

400

600

800

A(神仙水) B(蒸餾水) C(水喉水)

水樣本

細
菌

濃
度

 (x
10

10
 / m

l)

第一次考察

第二次考察

第三次考察

 
7. 水樣本的生化需氧量 
 
神仙水 第一天的溶氧量 

(mg/L) 
第五天的溶氧量 
(mg/L) 

生化需氧量 (BOD5) 
(mg/L) 

3.2 6.4 -3.2 第一次考察 
5.1 7.3 -2.2 
6.4 7.8 -1.4 第二次考察 
6 7.6 -1.6 
8.1 8.4 -0.3 第三次考察 
8.1 9.2 -1.1 

表格九 顯示神仙水的生化需氧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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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討論    

(a) 解釋實驗結果 

 

1. 「神仙水」的溫度及溶氧量 

 

在三次的考察中，「神仙水」的溫度均較氣溫略低，這是由於「神仙水」是由雨

水滲入泥土再流出。在我們的訪問中，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神仙水」較為清涼， 

這是因「神仙水」的溫度較氣溫低，。 

 

在三次的考察中，「神仙水」的溶氧量均在 8 mg/L 以上，根據環境保護署的海水

水質指標 (由於找不到淡水水質指標) 顯示「神仙水」的水質是良好，這可反映

「神仙水」沒有受有機污染物的污染。 

 

2. 「神仙水」的pH值 
 

在三次的考察中，「神仙水」的 pH 值均是微酸性 (pH<7)，這是由於「神仙水」

是由雨水滲入泥土再流出，雨水一般是微酸性，因為雨水溶解了二氧化碳及酸性

的空氣污染物例如二氧化硫。當雨水流經泥土時會沖刷岩石及沙粒，令水中也含

礦物質，不過「神仙水」的 pH 值反映它的礦物質含量較少。 

 

3. 「神仙水」含有氯化物 
 

在三次的考察中，「神仙水」像水喉水一樣均含有氯化物，水喉水加入氯氣殺菌 
，而「神仙水」是由雨水滲入泥土再流出，在流經岩石及沙粒時將氯化物淋溶出

來。 

 

4. 硝酸鹽、亞硝酸鹽、銨鹽、磷酸鹽的濃度 

 

在三次的考察中，「神仙水」均不含亞硝酸鹽及硝酸鹽，而銨鹽濃度的平均值為

為 0.033 mg/L，磷酸鹽濃度的平均值則為 0.42 mg/L。 

水中的銨鹽、亞硝酸鹽、硝酸鹽、磷酸鹽的主要來源為化學肥料及細菌分解有機

污染物例如糞便所產生，而磷酸鹽另一主要來源為清潔劑。 

「神仙水」的銨鹽濃度合乎環境保護署的海水水質指標 (由於找不到淡水水質指

標)，無機氮含量不超過 0.5 mg/L，而環境保護署的海水水質指標不包括磷酸鹽濃

度，不能作比較，估計 0.42 mg/L 的磷酸鹽濃度的平均值也是較低，因此「神仙

水」並沒有受化學肥料、清潔劑及有機污染物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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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細菌含量 

 

「神仙水」、水喉水及蒸餾水均含有細菌，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消毒設施不完善，空

氣內的細菌會染污了瓊脂，不過「神仙水」及水喉水的細菌濃度仍較蒸餾水為高， 

可見「神仙水」及水喉水均含有大量的細菌。水中的細菌包括有大腸桿菌，它的數

量可顯示水受糞便的污染。環境保護署的海水水質指標，大腸桿菌的數量不超於           

610 個/100 毫升。 

 

6.生化需氧量 

在表格九中，生化需氧量 (BOD5)出現負數值，正常是不應該出現負數值的；這可

能因為在量度第一天溶氧量出現誤差，在膠樽內量度到的第一天溶氧量的數值與我

們在山上量度的溶氧量數值相差很大。不過，在第五天溶氧量的數值接近 8 mg/L，

這反映了「神仙水」沒有受有機污染物的污染。 

 

(b) 實驗誤差 

1. 因為校內的消毒設施及過程不完善，在培植細菌的實驗時，瓊脂可能受空氣內的細

菌會染污。實驗用的瓊脂不是專門用來培植大腸桿菌，所以未能找出「神仙水」有

沒有大腸桿菌和是否受糞便污染。 
2. 使用儀器量度溶氧量時可能出現誤差。 
3. 水樣本含有的硝酸鹽、亞硝酸鹽、銨鹽、磷酸鹽的濃度可能太低，未能用試測準確

檢測。 

 

(c) 改良技巧及進一步探究的建議 
 

1. 為確保實驗的準確程度，應該重複進行實驗數次。 

2. 利用一些較先進的儀器量度實驗結果﹐令實驗結果更加準確。 

3. 改善消毒程序，重複進行細菌培植實驗。 

4. 使用專門的瓊脂，量度水樣本大腸桿菌的數量。 
5. 研究水樣本內的重金屬例如鐵的含量。 
 

J. 結論 

良景邨居民普遍認為「神仙水」的水質良好，可用來沖茶及煮食用。 

水質實驗證明「神仙水」的水質良好，溶氧量高，亦沒有受有機污染物及化學肥料

及清潔劑的污染。但是，「神仙水」與水喉水一樣含有大量細菌，居民必須煮沸「神

仙水」才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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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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