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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探究含羞草閉合時會受到甚麼因素影響，我們利用五棵含羞草來進行實驗。 

 

我們的實驗有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利用不同的光強度和不同顏色來測試含羞草會否因這些因

素改變而閉合。我們在光強度的實驗結果中發現，光強度愈高，含羞草羽葉張開的角度愈大。

此外，我們更無意中發現含羞草有自然快速閉合及下垂的表現，所以我們進行了進一步實驗

去了解其原因。 

 

所以，探研的第二部份是測試溫度對含羞草的影響，觀察溫度的改變會否令其閉合。最後我

們發現原來溫度的突變對含羞草的閉合會做成等同於觸碰的效果，令到含羞草出現「不觸亦

垂」的詭異現象！ 

引言 

研究動機及目的 

含羞草，又名『怕醜草』，是在香港頗為常見的一種植物。還得小時候，每每在路邊看到

怕醜草時，總會忍不著去觸摸它的葉子，然後觀察它的葉子由張開變成閉合起來，覺得這個

現象十分之有趣。因此，我們組員在商討研究題目時，均希望以怕醜草作為研究對象。我們

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知道怕醜草受到外物觸碰時會進行閉合運動。可是我們也在資料中發

現怕醜草在晚間也會自動閉合，但我們並不清楚到底是什麼因素令到怕醜草會在晚間閉合。

所以我們便選了這個題目，嘗試解開怕醜草於晚間閉合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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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觀察期中對怕醜草進行一些觀察，發現怕醜草真的在晚間會自動閉合，證明資料

的說法是真確的。這亦令我們起了疑惑，我們一向認為只有接觸才會令怕醜草閉合，但現在

或許還有其他因素可以觸發怕醜草的閉合。我們認為這可能是與光有相關性，例如光的強度

或光的波長有關，並提出了以下假說： 

1) 怕醜草的閉合是受到光強度所影響 

2) 怕醜草的閉合受光的顏色（波長）所影響 

觀察期 

在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我們曾於學校附近的山坡地考察，嘗試尋找野生含羞草，看

看有沒有辦法在現場或移植至校園進行實驗，但可惜我們經多番努力後，未有發現任何含羞

草的影踪。加上我們在網上搜尋過相關移植的資料，發現移植的方法困難，如含羞草未適應

土壤，移植時容易弄傷根部，以致植物死亡或造成實驗誤差。所以我們決定於旺角花墟購入

五盆人工種植的含羞草進行實驗。 

由花墟購入五盆人工種植的含羞草由花墟購入五盆人工種植的含羞草由花墟購入五盆人工種植的含羞草由花墟購入五盆人工種植的含羞草 

  首先，購買的五株含羞草的大小相約，我們放於學校的戶外花圃內數天，讓它們自然生

長，並適應學校的環境，以進行往後的試驗。 

過程： 

� 觀察期由三月五日起至三月九日，共５天。 

� 每日在中午午膳期間到花圃進行觀察，如生長情況，日照光度的變化。 

� 在旁晚放學時份再進行觀察，以配合題目的方向，觀察是否有閉合現象。 

� 放在陽光能照射的位置。 

觀察結果： 

� 五株含羞草明顯正常生長，長出嫩葉，相信大致已適應

環境，可用作進行實驗。植物的生長情況和閉合運動的

反應時間相約。 

� 在午時膳時觀察到葉片的閉合角度最大。 

� 在旁晚，光線明顯轉暗時，含羞草羽葉的確有閉合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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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期 

實驗期由三月十二至廿三日，在學校生物實驗室內進行，共進行了兩輪合共六個實驗。 

第一輪實驗：研究光強度及光波長對含羞草葉片閉合的影響 

假說一： 含羞草葉的閉合是受到光強度所影響 

假說二： 含羞草葉的閉合受光的顏色（波長）所影響 

假定：各株含羞草泥土的養分、水分相同，生長情況亦相約 

材料及工具： 

� 四個用紙皮製成的黑箱 

 

� 內部以黑色紙包裹，及其中一面開一個邊長 10cm的正方形開口 

� 燈光： 80W枱燈四盞 

� 一個全黑無洞的箱子作對照用途 

 

� 五顆實驗用含羞草(A,B,C,D,E) 

� 三張不同顏色的玻璃色紙 (藍,紅,綠) 

 

正方形開口 

內部 

80W 枱燈 

玻璃色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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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裝置如下： 

 

1. 盒子長 30cm，闊 25cm，高 20cm，正方形開口 10cmｘ10cm 

2. 以 80W 的枱燈照射植物 14 小時，內部黑暗，放在內的是含羞草 

3. 燈光的距離設順次為 10 cm，30 cm，50 cm和 70 cm 

4. 另外有一株的含羞草會放在全黑的黑箱內作對照實驗  

 

實驗一︰不同光強度與閉合的關係 

目的：研究光強度對含羞草葉片閉合的影響。 

方法：光強度這自變項可透過改變含羞草與光源(80W 枱燈)的距離來操控，而應變項是可 

以透過量度葉片的闊度改變，從而計算閉合的角度。控制變項是外圍的環境相同及供

水量相同。 

預期結果：與光源相距 10cm的含羞草的葉片會完全張開 180度，而每相隔 20cm的含羞草葉 

 片張開度會遞減，而處於黑暗的含羞草則會完全閉合。 

 

 



 8

步驟： 

1. 記錄起始時葉面的開合度 

2. 先以有洞的黑箱分別蓋著 B,C,D,E四顆含羞草，而洞口向光源 (80W 枱燈) 

3. 設置四台 80W 枱燈，分別為 B,C,D,E進行照射 

4 將 A 置於全黑的紙箱內 

5. 將 B 置於距離為 10cm，將 C 置於距離為 30cm，將 D 置於距離為 50cm，將 E 置離距

為 70cm 

6. 同時開啟電源，使射燈分別照射 B,C,D,E含羞草，照射時間為 14 小時 (一般是由傍晚

5:00 至翌日早上 7:00) 

7. 記錄最終葉面最闊的距離 

9. 計算葉面交角 

實驗前： 

 

結果： 表列五顆植物在不同光強度下的葉片開合變化 

植物 光源距離 

(cm) 

起始葉面的闊度 

(cm) 

最終葉面的闊度 

(cm) 

計算後葉面閉合角度 

(度) 

A (黑箱) 0.8 0 (完全閉合) 0 

B 10 1.7 0 (完全閉合) 0 

C 30 2.0 1.6 106 

D 50 1.8 1.2 106 

E 70 1.8 0.8 53 

葉面最闊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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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後： 

  利用間尺量度 

分析： 

發現含羞草 E (距離＝70cm)的閉合情況最強，交角是 53 度，而 C 及 D 的交角是相等。 含羞

草 B 則在開箱時數秒後開始自動閉合，尤如「中槍」一樣，一支支逐一閉合羽葉，繼而葉柄

下垂（見圖）！這是個現象十分奇怪，我們不知為何，這可能與距離太近，以致溫度或光強

度較高有關，這引發我們進行了實驗三和第二輪的實驗探究。 

我們發現的奇怪現象我們發現的奇怪現象我們發現的奇怪現象我們發現的奇怪現象：：：：                                                 

  －－－＞   

開啟得燦爛               突然「中槍」倒下 

 

 

 

 

15 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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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不同色光對閉合的影響 

目的：探究不同顏色的光（不同的波長的光線）對含羞草閉合的影響。 

方法：光不同的波長這自變項可透過利用不同顏色的透光玻璃紙所改變，應變項仍是量度葉 

片的闊度改變，從而計算閉合的角度。控制變項是其他的環境因素保持不變，包括光

源距離、水份供應及溫度。但必須假定三株植物沒有差異和光強度是相同的。 

預期結果：不同顏色的光（不同的波長的光線）對含羞草閉合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 

 

步驟： 

1. 選擇紅、藍、綠三種顏色的玻璃紙，並如下圖所示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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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別裝置三個相同的裝置，每個都以不同顏色的玻璃紙覆蓋開口 

3. 保持每個裝置都與光源距離 30cm 

4. 照射 14 小時 

5. 觀察葉片閉合的情況 

 

 

 

 

 

 

 

 

結果：表列不同顏色的光對含羞草葉片閉合的影響 

 

光顏色 實驗後葉面閉合角度 (度) 

紅 44 

藍 67 

綠 72 

 

分析： 

發現在紅光的環境下葉片閉合得最大，其次為藍光的環境之下，最後為綠光的環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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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自然下垂!? 

在先前實驗一中，我們發現了被置於光源前 10cm的含羞草的葉片在我們關閉光源並拿走紙

箱後便隨即自動閉合並下垂，我們認為這現象可能由溫度或光的強度突然轉變所引致，所以

我們決定再重覆進行多一次實驗，以確定是否有相類似的發現，並嘗試找出原因。 

步驟： 

1. 設立兩個以下裝置： 

 

2. 照射 14 小時 

3. 熄燈及小心移開盒子，避免有任何觸碰，立即觀察葉片有否自動閉合及下垂 

4. 把過程拍攝 

結果： 

在關閉光源及小心移開紙箱後，所有羽葉片約五秒後開始閉合及下垂，如下圖： 

 

 

 

 

 

分析：由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葉片的自動閉合，很大機會是和光的強度或溫度突然大幅轉變

有關，並會在第二輪研究實驗找出真正原因。 

自動閉合後的含羞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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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輪實驗：找出經強光照射後的含羞草突然閉合的原因 

前因：因為在第一輪研究的實驗一發現，如含羞草在距離燈光很近時，一把燈光閉上後，就

出現葉片自動閉合及下垂的情況；在實驗三進一步證實此現象，所以我們懷疑這現象可能是

與光的強度或溫度突變有關，並設定以下假說和進行實驗四和五作進一步測試成因。 

假說一：經強光照射後的含羞草突然閉合是由於熄燈後光強度的變化 

假說二：經強光照射後的含羞草突然閉合是由於熄燈後的溫度變化 

我們會先測試假說一是否成立，假定含羞草的吸水情況每株相同，泥土的養分相同，生長情

況相約 

材料及工具： 

1. 兩個用紙皮黑箱（與實驗一所用的黑箱相同） 

2. 兩塊薄透明塑膠板 

3. 四塊厚透明塑膠板 

4. 兩台 80W 的枱燈 

5. 含羞草 C,D,E 

6. 兩支溫度計及支架 

 

實驗四︰光強度與自然下垂 

利用透明塑膠板作為隔熱層，放置在燈前，以保持植物在近似室溫中生長，進行試驗含羞草

自動閉合及下垂的現象是否由光強度的突變所引發。 

預期結果：如葉片依然自動閉合及下垂，則證明這現象與光強度突變有關，相反，沒有出現

這現象的話，則證明與光強度無關，可能是與溫度突變有關。 

步驟： 

1. 將含羞草 C 及 D 分別以黑箱覆蓋 

2. 將兩塊厚塑膠板夾著一塊薄塑膠板，膠板後放置植物及黑箱 

3. 設置溫度計於膠板的前後，以量度植物附近和枱燈外圍的溫度 

4. 設置 80W 枱燈於與黑箱相距 10cm處，並能照射含羞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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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覆以上設置，使形成的兩組裝置(C 及 D) 

6. 開啟電源 

7. 照射 14 小時 

8. 記錄內、外兩支溫度計的溫度 

9. 小心拿起黑箱，不可觸碰植物，之後閉上電源把燈熄滅 

10. 觀察兩株含羞草有否發生自動閉合及下垂的現象，並拍攝變化 

 

 

 

 

 

 

 

 

 

 

結果：表列隔熱膠板內外溫度和熄燈後含羞草的閉合情況 

含羞草 隔熱膠片外面溫

度（oC） 

植物附近溫度（oC） 

(隔熱膠片內) 

有否發生自動閉

合及下垂的現象 

C 58.3 25.5 沒有 

D 58.4 25.6 沒有 

 

分析： 

當內部溫度接近室溫 25 oC，外部溫度是 58 oC 時，發現兩株含羞草都在燈熄滅後並沒有出現

如先前的自動閉合和下垂現象，這證明下垂現象與光的強度突變無關。

薄透明塑膠板 

厚透明塑膠板 

溫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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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五︰溫度驟變與自然下垂 

既然含羞草的下垂是與光強度的突變沒有關係，溫度的突然下降相信是令含羞草自然閉合及

下垂的唯一因素，為了證明這個原因，進行了以下的實驗： 

步驟： 

1) 設立以下裝置 

 

2) 開啟暖風機以提高含羞草附近環境的溫度 

3) 於開始 15 分鐘關閉暖風機，溫度計顯示為 58 oC 

4) 觀察含羞草的狀況 

結果： 

含羞草於實驗進行期間葉片已經閉合並變得捲曲，無法取得結果。因此，我們在下一個實 

必須加倍小心，嘗試把溫度控制在 40 oC 至 45 oC 的安全溫度，否則會導致羞草受到傷害或死

亡。對於有兩株含羞草壯烈犧牲，我們深表遺憾！！！ 

 

 

 

 

 

 

� 因我們的疏忽，導致牠們受傷了  �

暖風機 



 16

實驗六︰溫度驟變與自然下垂(小心控制溫度後) 

題目：探討溫度的突然下降是否會令含羞草閉合的因素 

步驟： 

1. 設立以下裝置： 

 

2. 開啟暖風機以提高含羞草附近環境的溫度 

3. 不斷觀察溫度變化，約 5 分鐘後，當溫度計的溫度提升至 40oC 

4. 關掉電源並觀察葉片的變化 

 

結果：在關掉暖風機的五秒後，奇蹟既事情就發生在這裡！葉片開始自動閉合，並每枝像行

刑的犯人一樣，應聲倒下。 

 

                                20 秒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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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結果明顯證實，熄燈後的自動閉合並下垂的現象，是由於溫度的突然下降，這樣的變化猶如

觸摸所產生的刺激程度一樣。 

 

討論︰ 

� 在實驗一中，根據以下曲線圖結果顯示，除去了不明原因閉合的含羞草 B 外，我們發現

當光強度愈強，含羞草的閉合便會愈小，而在沒有光的環境下更加會完全閉合。 

含羞草在不同光強度下的閉合角度

53

106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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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證明了含羞草在晚間自動閉合，相信是與光強度有關，當天色轉暗時，會影響羽葉

內的細胞生理或水勢的變化，從而令葉枕收縮把葉片閉合。當然，這個實驗只是很粗略

地找出關係，證明了光強度對其閉合有一定的影響性，但不能解釋含羞草內細胞生理如

何變化導致閉合。而且這個實驗有不少局限性，例如植物並非野外生長的品種及在野外

生長，並不能代表所有含羞草的反應。這實驗有可以改良的地方，例如不應只量度一片

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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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片的閉合角度，應量度多於一片葉片的角度，以增加其準確性。此外，如所有實驗都

可以利用同一株含羞草的分株來進行實驗，結果會更為可信，因可以排除不同植株的遺

傳成分差異所造成的誤差。在實驗中，我們並沒有控制植物外圍的溫度，光源愈近，溫

度愈高，所得出的結果或許是溫度造成；所以，將來重覆實驗，如能如實驗五或六一般，

在燈前加上隔熱膠板，誤差會大大減少。 

 

� 在實驗二中，我們發現了含羞草在紅光的環境下葉片閉合得最大，其次為藍光的環境之

下，最小是綠光的環境之下。可是含羞草是綠色的植物，所反射的光線也應是綠光，所

以它吸收的綠光應該是相對上少，但在這實驗中卻發現它在綠色的環境之下卻閉合得最

少，與我們的預測相違背。我們認為分歧來自誤差：紅色和藍色玻璃紙的顏色在視覺上

比起綠色為深，導致在藍光和紅光的環境下，含羞草接收到的光量較少而有較大幅度的

閉合，使實驗出現與預期不同的結果。因此，當進一步重覆實驗時，可考慮利用光度計

量度箱內的光強度，以調校相同的光量，得出更可信的結果。含羞草的開合機制是十分

複雜的，所以單從本實驗的結果的發現，不能有效推斷含羞草的閉合與光波長的相關性。 

 

� 在實驗三中，我們證實了當含羞草放置在十分接近光源的位置一段時間後，在關閉了光

源之後及沒有受觸摸的情況下，含羞草的羽葉片會先自動閉合，葉柄繼而下垂。由於光

源和熱能同時作出影響，所以光或熱都有可能是令含羞草急速閉合的因素。 

 

� 在實驗四中，兩個裝置所面對的環境溫度與室溫相同(25oC)，但所面對的光強度則和實

驗三中相若。最後發現把燈熄滅後，含羞草的葉片沒有自動閉合及下垂，這證實了含羞

草葉片的突然閉合應該與光強度無關，反而可能和溫度突然下降有關。 

 

� 在第五個實驗中，我們令含羞草受傷，大量的葉片變得捲曲，更有一些枯萎了，因此我

們發現含羞草無法忍受高達 58 oC 的高溫，我們改良了下一個實驗，降低了含羞草環境

的溫度，以防含羞草死亡，繼而可以獲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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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驗六中，在暖風機關閉了的五秒後，葉片在 20 秒內開始閉合及下垂，這證實了含羞

草的葉片閉合和下垂與溫度突然改變有莫大的關係。在進行這個探究之前，我們一直認

為含羞草在晚間的閉合，很可能是與光有關，而我們從實驗一發現了這相關性。但從實

驗三至實驗六的結果顯示，除了光強度外，溫度的變化可能是更為重要，溫度突然的下

降所產生的刺激與觸碰的效果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結果改變了我們早期的看法，讓我們

可以推測到含羞草在晚間的閉合，會是由於是光強度及溫度轉變的共同影響下所引發的。 

 

結論： 

經過一連串的實驗後，我們發現含羞草在晚間的閉合是由於光強度和溫度下降所引致。而且

溫度的突降所引起的閉合運動更為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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