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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解適合毛氈苔的生長環境，探究過程會進行觀察式實驗，提供不同泥土

和水分配搭的生長環境，以找出較適合毛氈苔生長的泥土和水成分。繼而，利用

化學測詴，如酸鹼度測詴和比色計測詴，檢測泥土與水分特質以進一步推斷適合

毛氈苔生長的環境因素。同時，是次探究也會了解毛氈苔的消化習慣及營養需

求。透過提供不同類別的食物讓毛氈苔進行消化和吸收，以分析毛氈苔為何需要

透過捕食方法來補充營養。並了解毛氈苔的消化對象及其消化速率。 

 

 實驗分為兩階段。階段一為測詴適合毛氈苔的生長環境，階段二則為了解毛

氈苔的消化習慣及營養需求。 

 

 在階段一，結果發現，在不同泥土及水分配搭的生長環境中，毛氈苔在山泥

與山水的配搭中皆能保持較多的水珠數量及沒有死亡，並生出花蕾。顯示山水與

山泥的配搭所營造的生長環境是最適合毛氈苔。原因是毛氈苔適合生長在微酸又

不太鹼的環境。而山水屬較中性，山泥則只屬弱酸，並有一定份量的磷濃度。 

 

 在階段二，結果顯示，毛氈苔產生出的消化液水珠主要含有蛋白酶，而消化

對象就是蛋白質。證明毛氈苔需要利用這種方法以補充身體對蛋白質的不足。而

且毛氈苔會利用葉綠素吸收光能來進行光合作用，所以較少利用捕食昆蟲方法來

補充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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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本組對大自然生物的認識並不多。在正式進行指定對象的研究前，期望透過

多次的戶外考察，以便選定是次研究目標。由於本組成員多居住於屯門，因而揀

選了位於元朗的大棠自然教育徑作第一次的考察地點。透過本組成員對自然環境

的細心洞察，得到了意外的收穫。 

 

  在教育徑路邊濕潤的泥土附近有大片紅色的植物，仔細一看，牠們多為暗淡

的紅色，有的比較青綠。植物中間的位置有一條長長的莖向上生長，有一根手指

的高，末端長有粉紅色的花朵。當牠們的葉子全部平坦地張開時，有如盛開的花

朵一樣。把葉片放大便發現牠們的葉上長出一條條幼如絲般透明的管道，葉上的

管道的末端有一點點透明的水點，有好些葉片的水點黏著數隻螞蟻並呈捲曲狀，

把螞蟻包裹著。 

 

  繼續往上前進，便在河流旁發現更多這些一片片紅色的植物。種植牠們的泥

土都是比較潮濕，附近有豐富的水源，例如溪水。觀察完畢後，本組產生了一些

疑問。這植物能否離開山水及濕潤的泥土生長？山水和山泥的成分有何特別之

處？若以其他泥土取代山泥，植物還能生長嗎？這只有一個一元硬幣大小的植物

竟然可以以牠僅存的水點黏著數隻螞蟻。螞蟻是否牠們的日常的食物？沒有螞蟻

經過時，這植物會否進食其他昆蟲和食物？ 

 

  因著上述的疑問，本組以毛氈苔為探究對象，進行兩個階段的實驗。首先，

進行實驗以測詴適合毛氈苔的生長環境。然後，利用不同營養成分了解毛氈苔的

消化模式及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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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甚麼是毛氈苔 

 

  毛氈苔(Dionaea uscinale)，屬茅膏菜科的

茅膏菜屬，原生於北美洲的卡羅來納洲，有其獨

特的覓食方式。其生存方式與豬籠草相似，單靠

植物本身進行的光合作用是不足以維持生命，要

靠消化昆蟲等細小動物吸收部份難以從泥土吸收

的營養(例如蛋白質，直接吸收葡萄糖等)。另外，

毛氈苔適合生長於較惡劣的環境中。 

 

  毛氈苔長有長條形葉片，葉頂呈圓形，在葉

頂端帶有尖刺狀的絨毛，這些絨毛會分泌一些黏

性消化液，葉片對外界物體觸覺很敏感，當受到

刺激，如昆蟲爬過黏液時會把昆蟲黏著，並緩緩

向中心摺疊，防止昆蟲掙扎逃脫，同時增加消化

液與分解物的接觸表面積，達至加快消化速率的 

功效。因為毛氈苔原生地點較貧脊，每片葉子只 

能進行二至三次的捕食，然後再長出新葉片，繼續進行捕食。 

 

   由於毛氈苔會分解昆蟲，昆蟲的軀殼是由蛋白質組成，代表毛氈苔分泌出的

消化液含有一種能分解蛋白質的酶，以吸收不能從泥土吸取的養分。 

 

 

 

 

 

 

 

 

 

 

 

 

 

 

 

 

圖 1. 元朗大棠自然教育徑拍攝的毛氈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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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怎樣的環境適合毛氈苔生長 

 

不同的植物也有不同的最適生長環境，而泥土和水分是植物的重要生長要

素。毛氈苔能成功於考察位置生長，代表該處的某些因素屬有利條件。有見及此，

探究過程其中包括分辨山泥與市面泥土成分，和了解山水能使毛氈苔生長良好的

原因。 

 

3.1 泥土成分 

 

是次探究將會使用三種泥土作研究對象，包括山泥、土壤改良劑及含肥泥。

成分詳見下表： 

 

泥土 成分 

山泥 樹枝、碎石、樹葉 

改良劑 椰糠、蛭石、珍珠石 

含肥泥 

巴西切樹、金錢樹、文竹、棰榕、黃金葛、長春藤、 

波士頓芒、玫瑰、白蘭樹、米仔蘭、兔仔花、大岩桐、 

紅白掌、菊花、白合、蕃茄、鉸剪蘭 

表 1. 實驗中以表較山泥的泥土成分表 

 

  除了使上述的泥土進行實驗外，觀察到毛氈苔生長環境有苔類植物出現。所

以，實驗也會將含肥泥配以水苔以模擬毛氈苔於山上的生長環境，探究水苔能否

有利其生長。水苔成分為水苔、芒骨和樹皮。 

  

    圖 2. 實驗中的泥土    圖 3. 收集山泥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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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神奇的山水 

 

    考察過程中，觀察到毛氈苔接近水源，泥土的含水量極高，非常濕。另外，

又觀察到山水較混濁、有沉澱物。根據以上觀察，本組成員認為不同水分對毛氈

苔的生長都有不同效果。所以，是次探究的其中一項實驗包括收集山水，以了解

山水對毛氈苔的生長影響及其特質。 

 

  為了解山水特質，實驗會利用自來水與去離子水作比較。去離子水經過純化

除去不穩定離子，較自來水和山水純淨。而自來水則有一些離子如鈣、鎂、氯等，

還有微量的細菌如大腸桿菌，更有一些其他的溶質。下表顯示不同水樣的成分：  

 

水樣本 收集地點 成分 

1.山水 元朗大棠自然教育徑 含有大量微生物、礦物質等 

2.自來水 本校 含有細菌、微量雜質 

3.去離子水 本校科學實驗室 去除所有雜質的純水 

   表 2. 不同水樣本的成分表 

 

  除了比較不同水樣本成分之外，也會藉著進行酸鹼度測詴和比色計測詴以探

究山水的礦物質成分對毛氈苔生長有何利處。 

 

  

  圖 4. 實驗使用的三種水樣本     圖 5. 收集山水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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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察及採集數據 

4.1 考察地點介紹 

 

  是次考察地點為元朗大棠自然教育徑。沿路而上，小徑兩旁樹木成蔭。沿護

土牆附近，有水流經過，水流較多之地開始發現毛氈苔的蹤跡。 

    

   圖 6. 進行戶外考察之路段    圖 7. 發現毛氈苔的地方之一 

      (圖取自中原地圖網站) 

 

4.1.1 毛氈苔生境 

 

    在毛氈苔出現的地方發現了很多的蕨類、青苔，接近小溪，泥土亦較濕潤。

沿途亦種有多種本地常見的植物如鐵芒箕、耳果相思、愛氏松、油杉、崗松及大

葉相思等，大棠的地質以花崗岩為主，那裡風化而來的泥土十分鬆軟，容易採挖，

曾是大型採泥區。 

 

4.1.2 生境物理因素 

 

表 3. 毛氈苔生境於考察時的物理因素 

觀察項目 情況 

日照情況 有陽光，該處能被陽光直接照射 

溪流情況 位於上游，流速緩慢，流量少，有

大量龐大的搬運物 

泥土溫度 12℃ 

天氣溫度 12℃ 

濕度 50% 

風向 東北至北 

風速 4-5 公里每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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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考察日程 

 

是次探究一共進行三次戶外考察，詳見下表： 

 

考察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1 2011 年 1月 30日 
8:30AM - 

1:00PM 
大棠自然教育徑 

〄收集物理數據 

〄記錄生境要素 

2 2011 年 2月 20日 
8:30AM - 

2:00PM 
大棠自然教育徑 

〄收集樣本 

 (山水、山泥和 

 毛氈苔) 

3 2011 年 3月 18日 
8:00AM - 

12:00PM 
大棠自然教育徑 

〄收集樣本 

 (山水、山泥和 

 毛氈苔) 

表 4. 考察日程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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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實驗設計原理 

 

階段一 測詴適合毛氈苔的生長環境 

 

甲〃如何設置實驗時毛氈苔的生長環境？ 

 

  由於要測詴適合毛氈苔的生長環境，了解山泥和山水是否具有有利因素以提

供毛氈苔生長，所以，實驗過程須將小量的毛氈苔帶離郊外環境，才能進行長時

間觀察。待實驗完結後，會將毛氈苔放回，以減少對大自然的影響。 

 

乙〃怎樣揀選進行實驗用的毛氈苔？ 

 

揀選毛氈苔方面，需考慮毛氈苔能於實驗環境中進行生長及參與消化食物活

動，所以必須考慮以下兩項準則： 

 

第一，必須選取較成熟的毛顫苔進行實驗。原因是較幼嫩的毛氈苔於活躍生

長階段，對外在環境的改變較敏感。若果由郊外環境搬到實驗環境，些微的生境

變化對於幼嫩的毛氈苔都有較大影響。即使生長環境可能適合毛氈苔生長，也會

因為其敏感程度也影響實驗之準確性。所以，在揀選上，通常選取葉片較大，較

為成熟的毛氈苔作是次實驗之用。 

 

第二，必須選取能產生消化液水珠的毛氈苔。由於實驗分為兩階段。第二階

段主要了解毛氈苔的消化習慣及營養需求。植物必須能產生消化液水珠，才能進

行第二階段之實驗。同時，揀選過程中，亦會盡量揀選能產生較多消化液水珠的

毛氈苔，這可使消化速率增加，減少進行實驗的等待時間，效果更明顯。 

 

丙〃如何設定不同泥土及水的組合？ 

 

基於本組的實驗設計，利用不用的泥土和水分以測詴適合毛氈苔的生長環

境，所以整項實驗一共有十二項實驗裝置。利用山泥、土壤改良劑、含肥泥及含

肥泥配以水苔四類泥土，配合山水、自來水及去離子水三類水分作生長要素，營

造十二種生長環境。期望以不同的泥土與不同水分的組合，觀察比較各種生長環

境毛氈苔的情況，從而得出結論。泥土與水分的詳細配搭請參考本報告之第六部

分－實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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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如何保持其他生長環境因素不變？ 

 

階段一之實驗中，唯一變項是泥土與水分的成分，所以其他生長環境因素必

須保持不變。由於大氣溫度、濕度和風速等都會影響毛氈苔的生長，所以是次實

驗選擇將毛氈苔置於本校的溫室之中，目的是為了將以上因素維持在較穩定的狀

態。盡可能提供較佳的生長環境，避免上述因素成為毛氈苔生長的限制因素。而

階段一之實驗將維持兩星期。 

 

戊〃如何進一步了解泥土和水分的特質？ 

 

進行完毛氈苔生長測詴後，必須了解泥土有哪些特質能成為有利因素使植物

良好生長。有見及此，本組會利用數據收集儀以檢定不同泥土的磷成分和利用酸

鹼度測詴檢定其酸鹼值。植物從泥土和水分需要吸收的元素分為主要元素和微量

元素，而磷是主要元素中的其中一項，可見其重要。當植物缺乏磷時，會生長得

較緩慢外，葉片亦會變紫，葉綠素較少，其可進行光合作用的表面積就較少。而

磷亦可合成蛋白質、細胞膜、ATP、多種輔酶等，磷的多少會直接影響植物的代

謝過程，所以本組選擇測詴磷，從而代表泥土中的礦物質成分。至於水分，會進

行酸鹼度測詴檢定其酸鹼值。 

 

階段二 了解毛氈苔的消化習慣及營養需求 

 

己〃怎樣了解毛氈苔的消化模式？ 

 

綠色植物是自養生物，能進行光合作用以製造葡萄糖取得營養，但單靠葡萄

糖一營養素以釋放能量和製造細胞壁是不足夠的。在測詴毛氈苔消化模式的過程

中，期望能找出毛氈苔除葡萄糖外的消化對象，即補充欠缺的營養的食物。因此，

預計毛氈苔需補充的營養之一為蛋白質，並以蛋白和麥皮蟲代表蛋白質。因為蛋

白質是植物生長必需的重要物質，例如製造細胞質和酶。第二，利用含豐富碳水

化合物的得力素糖代表葡萄糖，以及含碳水化合物的麵包代表澱粉。當有需要

時，葡萄糖還可用於植物轉化為澱粉作儲存，澱粉則會轉化為蔗糖並於韌皮部內

轉運到其他儲藏器官，再變回澱粉儲藏。當毛氈苔對上述食物進行消化，便代表

毛氈苔需要該種營養或含有可消化該食物本質的酶。 

 

庚〃判定毛氈苔消化情況的方法 

 

把各類食物放於毛氈苔葉片上所分泌的黏液上，食物有否被消化可根據兩項

因素識別從而判斷情況。第一，觀察食物有沒有消失。食物被消化後會消失，因

已經被毛氈苔吸收所有營養。第二，觀察食物的體積、形狀的改變。食物被消化

會改變其體積、形狀，例如：有缺口和體積變小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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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實驗工具及步驟 

6.1 階段一 測詴適合毛氈苔的生長環境 

6.1.1移植毛氈苔 

工具 數量 材料 數量 

花盆 18 個 毛氈苔 18 棵 

鑷子 1 把 含肥泥 1 包 

燒杯 7 個 土壤改良劑 1 包 

標籤貼紙 30 張 山泥 1 堆 

量筒 3 個 水苔 1 包 

  去離子水 900mL 

  山水 900mL 

  自來水 900mL 

表 5. 移植毛氈苔的工具及材料表 

 

實驗步驟： 

1. 按表 5準備和檢查工具及材料。 

2. 按表 6內容利用標籤貼紙分別在花盆、燒杯上寫下名稱。 

3. 按表 6把山泥分別放入燒杯 1。 

4. 按表 6將燒杯 1 的山泥分配至花盆 1－3 中。 

5. 利用鑷子在花盆 1－3中各放一棵毛氈苔。 

6. 重覆步驟 3－5三次，以含肥泥、含肥泥及水苔和土壤改良劑代

替，直至花盆 1－12皆有泥土。 

7. 按表 6把去離子水加入花盆 1、4、7、10中。 

8. 按表 6重覆步驟 7兩次，以山水和自來水代替，直至花

盆 1－12 皆被灌溉。 

9. 利用相機把每盆毛氈苔拍攝作記錄。 

10. 每天按表 6以相稱的水樣本作灌溉，為期兩星期。 

11. 兩星期後，利用相機把每盆毛氈苔拍攝作記錄。 

 

       水樣本 

   泥土 
去離子水 山水 自來水 

山泥 花盆 1 花盆 2 花盆 3 

含肥泥+水苔 花盆 4 花盆 5 花盆 6 

含肥泥 花盆 7 花盆 8 花盆 9 

土壤改良劑 花盆 10 花盆 11 花盆 12 

表 6. 泥水和水分組合表 

圖 8. 組員在移植毛氈苔中 

圖 9. 12盆毛氈苔完成移植 圖 9. 12盆毛氈苔完成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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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泥土和水分的酸鹼值和泥土的比色計測詴 

工具 數量 材料 數量 

電熱板(含磁石丸) 3 個 去離子水 400mL 

計時器 3 個 山水 100mL 

燒杯 3 個 自來水 100mL 

濾紙 3 張 含肥泥 1 包 

pH 計 1 個 山泥 1 包 

小燒杯 7 個 土壤改良劑 1 包 

玻璃棒 3 支   

數據收集儀 1 個   

量筒 3 個   

漏斗 3 個   

標籤貼紙 10 張   

電子秤 1 個   

表 7. 酸鹼值及比色計測詴的工具及材料表 

 

實驗步驟： 

量度泥土的酸鹼值： 

1. 利用電子秤把含肥泥、山泥和土壤改良劑量度 12.00g，並各放於一燒杯中。 

2. 利用量筒量度 100ml 去離子水倒於以上三個燒杯中。 

3. 放置一粒電熱板本身有的磁石丸於各燒杯中。 

4. 把三個燒杯放在電熱板上。 

5. 把電熱板調至 3 度，並一同用計時器計時 30分鐘。 

6. 30 分鐘後，關掉電熱板。 

7. 把濾紙放在漏斗上。 

8. 把含肥泥混合物倒於漏斗上，進行過濾。 

9. 重覆步驟 7-8兩次，利用山泥混合物和土壤改良劑混合物代替。 

10. 利用貼紙標示不同濾液的名稱於小燒杯中。 

11. 把該濾液倒於各自的小燒杯中。 

12. 用已知的 pH 值的溶液調教 pH 計度數。 

13. 用小量去離子水清洗 pH計的感應頭。 

14. 再用 pH計量度 3種濾液的 pH 值。 

量度水的 pH 值： 

1. 量度 25ml山水、去離子水和自來水於三個不同的小燒杯中。 

2. 利用貼紙標示它們。 

3. 用已知的 pH 值的溶液調教 pH 計度數。用小量去離子水清洗 pH計的感應頭。 

4. 再用 pH計量度 3種水樣本的 pH值。 

注意：每當量度完一個 pH 值後要用去離子水清洗。 

圖 10. 電熱板正在攪拌泥土 

圖 11. 混合物的過濾情況 圖 11. 混合物的過濾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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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比色計測詴： 

1. 量度 20ml 水(blank)(先作比較)於小燒杯作對照實驗。 

2. 加入一滴鉬酸銨(無色)和三滴鹽化錫(黃色)。 

3. 用玻璃棒攪動溶液。 

4. 將溶液倒於數據收集儀的長方體容器。 

5. 按下按鈕，取得數據。 

6. 量度 20ml的含肥泥濾液於小燒杯中。 

7. 重覆步驟各自 2－5 以取得數據。 

8. 重覆步驟 6-7兩次，以土壤改良劑和山泥代替。 

 

6.2 階段二 了解毛氈苔的消化習慣及營養需求 

6.2.1消化實驗 

工具 數量 材料 數量 

鑷子 1 把 毛氈苔 8 棵 

剪刀 1 把 蛋白 2 粒 

計時器 1 個 麥皮蟲 2 粒 

相機 1 部 麵包 2 粒 

標籤貼紙 4 張 得力素 2 粒 

間尺 1 把   

表 8. 消化實驗的工具及材料表 

 

實驗步驟： 

1. 按表 8內容利用剪刀和間尺把材料剪成 0.5cm×0.5cm×0.5cm。 

2. 利用標籤貼紙在毛氈苔上貼上編號 1－8。 

3. 利用鑷子在各毛氈苔的葉片上分別放上一粒材料。 

4. 利用計時器開始計時並記錄於表 9。 

5. 利用相機拍攝各毛氈苔作記錄。 

6. 待食物完全消失於毛氈苔中便記錄消化時間於表 9。 

7. 利用相機拍攝各毛氈苔作記錄。 

 

毛氈苔 1 2 3 4 5 6 7 8 

開始時間         

完成時間         

消化時間*         

表 9. 毛氈苔消化時間表 

*消化時間＝完成時間－開始時間 

 

圖 12. 比色計測詴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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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實驗結果 

7.1 階段一 測詴適合毛氈苔的生長環境 

 

毛氈苔的生長情況是否良好可由其色澤和葉片上所分泌的黏液多與少所得

知，因此進行移植後把各盆毛氈苔的照片作對比，觀察出其移植前後的生長情

況，包括：植物會不會枯萎和葉片上所分泌的黏液會否沒有了去判斷這些植物的

生長。下圖顯示毛氈苔於實驗前及兩星期後的生長外貌。 

 

花盆 1（山泥及去離子水） 

實驗前                                兩星期後 

               

 

 

 

花盆 2（山泥及山水） 

實驗前                                兩星期後 

               

 

 

 

 

 

 

 

 

圖 13. 花盆 1的葉片呈青綠

色，葉片上的黏液含量多 

圖 14. 花盆1的葉片上仍有頗

多黏液，色澤維持青綠色 

圖 15. 花盆 2的葉片呈深紅

色，葉片上的黏液含量多 

圖 16. 花盆 2的葉片黏液增

多，葉片呈綠色，生出花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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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盆 3（山泥及自來水） 

實驗前                                兩星期後 

               

 

 

花盆 4（含肥泥+水苔及去離子水） 

實驗前                                兩星期後 

 

 

 

花盆 5（含肥泥+水苔及山水） 

實驗前                                兩星期後 

 

 

 

花盆 6（含肥泥+水苔及自來水） 

實驗前                                兩星期後 

 

圖 17. 花盆 3的葉片呈青綠

色，葉片上的黏液含量多 

圖 18. 花盆 3的葉片的黏液含量增

多，色澤維持青綠色，花蕾沒有凋謝 

圖 19. 花盆 4的葉片呈青綠

色，葉片上的黏液含量多 

圖 20. 花盆 4的葉片的黏液含量輕微

減少，葉片維持青綠色，花蕾沒有凋謝 

圖 21. 花盆 5的葉片呈青綠

色，葉片上的黏液含量多 

圖 22. 花盆 5的葉片的黏液含量

輕微減少，葉片更青綠 

圖 23. 花盆6的葉片上的黏液

含量不多，葉片呈青綠色 

圖 24. 花盆6的葉片上的黏液

含量輕微減少，葉片呈青綠色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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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盆 7（含肥泥及去離子水） 

實驗前                                兩星期後 

 

 

 

花盆 8（含肥泥及山水） 

實驗前                                兩星期後 

 

 

 

花盆 9（含肥泥及自來水） 

實驗前                                兩星期後 

 

 

 

花盆 10（土壤改良劑及去離子水） 

實驗前                                兩星期後 

 

 

圖 25. 花盆 7的葉片呈紅色，

葉片上的黏液含量多 

圖 26. 花盆 7的葉片上的黏液含量減少

了許多，葉片色澤暗淡，有些葉片枯了 

圖 27. 花盆8的葉片上的黏液

含量較少，葉片呈青綠色 

圖 28. 花盆 8的葉片上的黏液含量

仍是很少，植物維持青綠色 

圖 29. 花盆9的葉片上的黏液

含量較少，葉片呈青綠色 

圖 30. 花盆 9完全不見葉片上的黏

液，葉片大多已枯死，葉片呈啡色

葉片呈青綠色 

圖 31. 花盆 10 的葉片呈紅

色，葉片上的黏液含量不多 

圖 32. 花盆 10的植物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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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盆 11（土壤改良劑及山水） 

實驗前                                兩星期後 

 

 

 

花盆 12（土壤改良劑及自來水） 

實驗前                                兩星期後 

 

 

 

 

為進一步了解泥土和水分有何有利因素引致以上結果，下表顯示各泥土樣本

及水樣本的酸鹼值。同時，亦表列出各泥土樣本上的磷濃度。 

泥土樣本 酸鹼值(pH) 水樣本 酸鹼值(pH) 

山泥 6.34 去離子水 7.35 

含肥泥 6.03 山水 7.18 

改良劑 7.72 自來水 7.53 

表 10. 各泥土樣本及水樣本的酸鹼值表 

 

由於泥土中的磷濃度是透過比色計測詴得出，參考事先預備的標準曲線圖

(附錄一)，便能獲得下列數據。 

泥土樣本 PO4
3-
濃度(mg/L) 

山泥 0.35 

含肥泥 0.75 

土壞改良劑 0.05 

表 11. 各泥土樣本的磷濃度 

 

根據上述資料，得出山水與山泥使毛氈苔有最好的生長情況。因為山水屬較

中性，而山泥只屬弱酸，並有一定份量的磷濃度。 

圖 33. 花盆 11 的葉片呈紅

色，葉片上的黏液含量不多 

圖 34. 花盆 11的葉片呈綠

色，沒有黏液 

圖 35. 花盆 12 的葉片呈綠

色，葉片上的黏液含量多 

圖 36. 花盆 12 的葉片的黏液含量減

少，花蕾凋謝，葉片維持綠色 

p.15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第三十組 

 

7.2 階段二 了解毛氈苔的消化習慣及營養需求 

 

此階段實驗目的是測詴毛氈苔的消化對象及速率。以得力素糖代表葡萄糖、

麵包代表澱粉，蛋白和麥皮蟲代表蛋白質，從而找出毛氈苔的消化對象及速率。 

 

實驗前                              實驗後 

   

 

   

 

    

 

    

 

圖 37. 得力素糖被放置在毛氈苔有黏液的葉片上 圖 38. 得力素糖被消化液沾濕，體積沒有明顯改變 

圖 39. 麥皮蟲被放置在毛氈苔有黏液的葉片上 圖 40. 麥皮蟲只留下驅殼，大部分的肉質被分解 

圖 41. 麵包被放置在毛氈苔有黏液的葉片上 圖 42. 麵包表面濕潤，保持原本的體積 

圖 43. 蛋白被放置在毛氈苔有黏液的葉片上 圖 44. 蛋白體積減少，變為乾涸，呈半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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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拍攝記錄記果，也將食物的消化時間歸納成下表： 

 

食物 開始時間 完結時間 消化所用時間 

得力素糖 29/3 4:52pm 31/3 12:00pm 未能完成消化 

麥皮蟲 29/3 5:13pm 30/3 11:55pm 30 小時 42 分鐘 

麵包 29/3 5:13pm 31/3 12:00pm 未能完成消化 

蛋白 29/3 5:32pm 30/3 10:54pm 29 小時 22 分鐘 

表 12. 毛氈苔消化食物時間表 

 

實驗結果顯示麵包和得力素糖皆未能被完全消化，食物只被消化液沾濕了，

代表毛氈苔較少藉葉片消化和吸收碳水化合物。而部分蛋白和麥皮蟲則被消化，

可見毛氈苔的消化對象可能為蛋白質。估計這是因為毛氈苔的消化液含有蛋白

酶，把由蛋白質組成的麥皮蟲和蛋白分解並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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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分析及討論 

8.1 結果分析 

 

階段一 

 

根據實驗結果，顯示毛氈苔在山泥與山水的配搭中皆能保持較多的水珠數量

及沒有死亡，並生出花蕾。相反，毛氈苔在泥土改良劑及含肥泥與其他水樣本的

配搭中，生長情況皆不能保持原有水珠的數目並且有減少的跡象，另外就是出現

顏色變得暗淡的情況及有些毛氈苔死亡。 

 

考慮毛氈苔在不同泥土和水分配搭的生長情況，如同 7.1部份的結果推論所

說，山水與山泥的配搭所營造的生長環境是最適合毛氈苔。相信生長環境中泥土

和水分的酸鹼值及泥土的磷濃度有所影響。 

 

其中山水、去離子水及自來水的酸鹼值分別是 7.18、7.35 和 7.53，可見山

水的酸鹼值是最低的。而山泥、含肥泥及土壤改良劑的酸鹼值分別是 6.34、6.03

和 7.72。雖然山泥的酸鹼值不是三個樣本中最低的，但毛氈苔是適合生長在微

酸又不太鹼的環境。山水的酸鹼值是最低，為較中性，所以符合毛氈苔的生長指

標。另外，雖然山泥的酸鹼值是高於含肥泥，但由於含肥泥的酸鹼值較低，而土

壤改良劑的酸鹼值亦過鹼，而含肥泥的酸鹼值屬中等，因此符合微酸的指標。 

 

最後，山泥、含肥泥及土壤改良劑的磷濃度分別是 0.35mg/L、0.75 mg/L 和

0.05 mg/L，可見含肥泥的磷濃度最高，與山泥相差 0.4mg/L。結果發現，土壤

改良劑的磷濃度則太小，而毛氈苔是最需要磷來生長及生存(已在實驗設計原理

中講述)。因此，含肥泥能滿足毛氈苔對磷的需求。但基於含肥泥的酸鹼值較山

泥低，輕微的酸鹼值差異也會影響植物生長情況，可見於毛氈苔在含肥泥與其他

水樣本的配搭的生長情況較惡劣。所以山泥是最適合毛氈苔生長。總括而言，山

水與山泥的配搭所營造的生長環境是最適合毛氈苔。 

 

階段二 

 

根據實驗結果，部分蛋白和麥皮蟲被消化，可見毛氈苔的消化對象為蛋白

質。這是由於毛氈苔的消化液含有蛋白酶。酶有其專一性，只能對一種或與該種

相似的受質作出反應，互相結合成酶受質複合物，把蛋白質分解成細小分子從而

消化並吸收蛋白質。因此，毛氈苔可消化由蛋白質組成的蛋白和麥皮蟲。亦由此

證明毛氈苔需要利用這種方法以補充身體對蛋白質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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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力素糖和麵包都是碳水化合物，含葡萄糖和澱粉。根據實驗結果，毛氈

苔未能消化甚至不能消化碳水化合物，推斷毛氈苔中碳水化合物酶的數量很少，

而且毛氈苔會利用葉綠素吸收光能來進行光合作用，產出氧和葡萄糖提供能量與

營養。所以較少利用捕食昆蟲方法來補充糖分。 

 

8.2 結果之準確性 

 

每棵毛氈苔的生理狀態皆不同 

 

由於實驗過程利用不同的毛氈苔進行階段一之實驗，而每棵毛氈苔的消化液

水珠數量不相同。實驗需要在種植一段時間後靠着觀察毛氈苔的水珠數量能不能

夠增加或保持著，才可以定判斷毛氈苔的最適合生長環境。因此，基於每棵毛氈

苔的消化液水珠數量不相同，結果得出來未必最準確。 

 

 同時，每種毛氈苔雖然成熟，但其生長背景如生長時間和酶的數量等，都未

能準確追縱。實驗進行未能選擇完全只有一棵毛氈苔進行生長或消化的工作。毛

氈苔進行分解的蛋白酶數量未必相同，因而影響其消化速率。 

 

8.3 限制 

 

於實驗環境進行毛氈苔實驗的時間不足夠 

 

由於本組進行種植實驗的時間只有兩星期，時間較短，令毛顫苔未能有足夠

時間適應本組所造的生境，令毛氈苔於階段一實驗前後的生長結果未有明顯的比

對效果，成為是次實驗所遇的限制。其次，在有限的日子內需進行三項實驗。鑑

於每項實驗亦需要時間預備及觀察，所以沒有足夠時間檢測泥土中其他植物所需

的元素濃度，如氮和鉀等。因此，實驗結果未能逹至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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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反思及總結 

 

  眾所周知人類是不會餵飼植物的，最多也是澆水補充水分而已。在進行實驗

前，本組只知道綠色植物如毛氈苔只需要陽光和水分進行光合作用產生葡萄糖以

取得營養便可生存。但經過找出其最適生長環境和其消化對象及速率後，對毛氈

苔這綠色植物有更多的認知。 

 

  從實驗可得知毛氈苔的最適生長環境為山泥與山水的配搭，證明天然的因素

最有利其生長。令人反思的是人類移除植被興建道路樓房、傾倒家居污水於河

道。豈不是破壞毛氈苔天然的居所？人類破壞大自然屢見不鮮，但破壞食物鏈的

最終受害者都是人類，人類應該盡量避免擾亂毛氈苔的生境。 

 

  另外，毛氈苔消化蛋白質，代表這綠色植物對蛋白質的需求很大，單靠進行

光合作用以製造葡萄糖是不足以滿足毛氈苔的需求。而製造蛋白質的過程，必需

靠外來吸收所需之元素，如利用昆蟲的營養或攝取泥土中的礦物質。 

 

經過這次經驗，本組都增加了對毛氈苔的認識。毛氈苔並非單靠進行光合作

用維生，更是要靠捕食其他昆蟲而吸收蛋白質，補充了書藉對毛氈苔的內容。 

 

 

 

 

 

 

 

 

 

 

 

 

 

 

 

 

 

 

 

 

p.20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第三十組 

 

10.參考文獻 

 

書籍 

 溥奎（著）（2007）。世界最美麗的 280種植物。江西美術出版社。 

 馬錫祚（著）（2009）。香港有趣的植物。香港：香港自然探索學會。 

 凱薩琳〃瓦頓（著）粘耿嘉（譯）。不可思議的植物。晨星出版。 

 陳大風（著）。食蟲植物栽植。香港：香港得利書局印行。 

 

網址 

 大棠自然教育徑 漫遊山徑觀元朗平原（2010 年 6 月 8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06/08/zt1006080007.htm 

 食蟲植物的簡易栽培方法（2005 年 2月 10日） 

http://www.cp-essay.com/know/culture_cp/culture_cp.htm 

 植物栽培與解說－毛氈苔（2009 年 1月 6 日） 

http://classweb.loxa.edu.tw/clockloxa/plant/html/u/u003.htm 

 小毛氈苔（2009年 4 月 30日） 

http://www.hljh.tcc.edu.tw/teach/%E6%A0%A1%E5%9C%92%E6%A4%8D%

E7%89%A9/%E5%B0%8F%E6%AF%9B%E6%B0%88%E8%8B%94/%E5%B

0%8F%E6%AF%9B%E6%B0%88%E8%8B%94.htm 

 化學物質的成分（2010年 4 月 6日） 

http://www.stp-mineral.com/chengfen.asp 

 中原地圖（2011年） 

http://hk.centamap.com/gc/home.aspx 

 大棠的食蟲植物─豬籠草及毛氈苔（1999 年） 

http://www.ss.qesosa.edu.hk/susdev/curriculum/treeman/report/report3/REPORT

_3A.htm 

 漫步在食蟲植物的奇幻異境（2009 年 4 月 5日) 

http://cp-toxin.blogspot.com/2009/04/blog-post.html 

 

11.鳴謝 

協作單位： 

 

 鍾耀榮老師 

 蔡嘉豪老師 

 化學實驗室技術人員許麗珠小姐 

I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06/08/zt1006080007.htm
http://hk.wrs.yahoo.com/_ylt=Axt7wJV5DJtNkxEAxpnwzAt.;_ylu=X3oDMTE1YXI5dTkxBHNlYwNzcgRwb3MDNQRjb2xvA2hrMgR2dGlkA0hLUEMwMDFfMzE-/SIG=12akudvjh/EXP=1302028505/**http%3a/www.cp-essay.com/know/culture_cp/culture_cp.htm
http://www.cp-essay.com/know/culture_cp/culture_cp.htm
http://classweb.loxa.edu.tw/clockloxa/plant/html/u/u003.htm
http://www.hljh.tcc.edu.tw/teach/%E6%A0%A1%E5%9C%92%E6%A4%8D%E7%89%A9/%E5%B0%8F%E6%AF%9B%E6%B0%88%E8%8B%94/%E5%B0%8F%E6%AF%9B%E6%B0%88%E8%8B%94.htm
http://www.hljh.tcc.edu.tw/teach/%E6%A0%A1%E5%9C%92%E6%A4%8D%E7%89%A9/%E5%B0%8F%E6%AF%9B%E6%B0%88%E8%8B%94/%E5%B0%8F%E6%AF%9B%E6%B0%88%E8%8B%94.htm
http://www.hljh.tcc.edu.tw/teach/%E6%A0%A1%E5%9C%92%E6%A4%8D%E7%89%A9/%E5%B0%8F%E6%AF%9B%E6%B0%88%E8%8B%94/%E5%B0%8F%E6%AF%9B%E6%B0%88%E8%8B%94.htm
http://www.stp-mineral.com/chengfen.asp
http://hk.centamap.com/gc/home.aspx
http://www.ss.qesosa.edu.hk/susdev/curriculum/treeman/report/report3/REPORT_3A.htm
http://www.ss.qesosa.edu.hk/susdev/curriculum/treeman/report/report3/REPORT_3A.htm
http://cp-toxin.blogspot.com/2009/04/blog-post.html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第三十組 

 

12.附錄 

 

根據已知磷濃度的標準溶液，在比色計下找出相對的吸光度，然後製作下列標準

曲線圖。利用下圖數據，找出不同泥土樣本中的磷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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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磷濃度與吸光度之標準曲線圖 

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