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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豬籠草的生長限制, 我們利用兩棵市面購來的豬籠草來

進行實驗。探究過程中會進行觀察式實驗，提供不同水分和光強度配搭的生長

環境，以找出豬籠草的生長限制。同時是次探究亦會了解豬籠草的消化習慣及

營養需求。我們透過提供不同類型的食物給豬籠草消化和吸收, 從而分析豬籠

草在捕食過程中所需的營養, 並了解最適合豬籠草的食物及其消化速率。 

 

   實驗分為兩階段。階段一為探究豬籠草的生長限制。階段二則為測試豬籠

草的營養需求及消化速度。 

 

   在階段一, 我們透過野外考察, 發現豬籠草多貼地而生, 濕度高及光強度

高的地方。從而推斷出潮濕但多陽光的生長環境最適合豬籠草。於是我們進行

一系列的實驗, 營造不同的生長環境給豬籠草。以濕度及光強度來測試最適合

豬籠草的生長環境, 從而推斷出最適合豬籠草生長的環境及原因。我們在實驗

中發現最適合豬籠草生長的是在濕度高, 光強度的地方。 

 

  在階段二，因實驗結果顯示，豬籠草喜歡生長於多陽光和潮濕的地方，於是

我們對為何豬籠草要生於此環境產生興趣。於是從豬籠草的營養需求作考慮因

素，進行不同實驗。我們將探討捕蟲的作用，透過提供不同種類的營養如蛋白

質，糖分，澱粉，脂肪等來測試它的消化對象。實驗後發現消化液只消化昆蟲

中的蛋白質來補充泥土中所缺乏的氮養分，製造出氨基酸(Amino acid)。而豬籠

草主要靠光合作用來製造食物----澱粉。而捕捉昆蟲只要補充蛋白質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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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言 
   作為一名典型的中學生，本組對大自然生物的認識並不高。因此在定立研究

對象前都密切留意身邊的動植物。有一次我們看見村屋外掛滿了一盆盆的豬籠草, 

獨特的外貌吸引了我們的興趣。而小時候亦聽說它們喜歡吃蟲子，有別於其他植

物，於是便決定以它作為是次研究對象。 

 

  我們在野外考察時發現它們喜歡長在濕度高而多陽光的地方。而且只會貼地而

生, 並不會攀附到其他植物如大樹身上。而捕蟲囊裡只發現有昆蟲的屍骸。於是

我們便產生了一些問題。沒有陽光豬籠草會怎樣?光強度有多重要? 生長環境跟

昆蟲的生長環境有沒有關係?捕食昆蟲時會消化它們體內那些營養? 

 

  因為上述的問題，我們開始觀察豬籠草並進行一系列的實驗。第一階段以高

度，濕度及光強度為因素進行實驗來測試最適合豬籠草的生長環境及分析原因。

第二階段則探討它的營養需求。 

 

2.1 豬籠草的介紹 
   豬籠草，為豬籠草屬植物的統稱，是豬籠草科的唯一屬，也是多種能夠捕食   

昆蟲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主產地是熱帶亞洲地區。其為地生植物，是攀援狀的亞

灌木。豬籠草擁有獨特的吸取營養的器官——捕蟲籠，捕蟲籠呈圓筒形，下半部

稍膨大，因為形狀像豬籠，故稱豬籠草。由於單靠自身的光合作用不足以維持生

命，因此需要靠捕食昆蟲補充營養上的不足。因此豬籠草可以生長貧瘠的泥土上。 

     它的葉端吊著一個圓筒形,像豬籠.這豬籠其實是

捕蟲囊,由捲鬚增大而成,作捕食昆蟲,捕蟲囊的囊蓋和

紅色的內壁能分泌香甜的汁液,吸引貪吃的昆蟲.可是,

香甜汁液的背後其實是糖衣陷,捕蟲的內壁平滑,使昆

蟲跌進囊中,被黏住,然後被消化液麻醉,毒死,最後慢慢

分解。而消化液呈酸性，具有消化昆蟲的能力。掉進

籠內的昆蟲多數是螞蟻，也有一些會飛的昆蟲如野蠅

和蚊等。 

      

圖 1.豬籠草的詳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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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察及搜集數據 
3.1 考察地點介紹 

考察 地點 日期 時間 內容 

一 大棠自然教育

徑 

二月二十四日 下午一時至下午

三時半 

-尋找豬籠草  

-記錄環境因素 

二 獅子山郊野公

園 

三月九日 下午十二時半至

下午四時 

-尋找豬籠草  

-收集數據 

三 八仙嶺郊野公

園 

四月二十二日 下午二時至三時

四十分 

找不到豬籠草 

表 1.考察詳細資料 

 圖 2.大棠自然教育徑所行路線                      圖 3.大棠自然教育徑相片 

   在三次考察中我們共找到兩株野生豬籠草。本來目標訂立是想找到三株，但

野生豬籠草在香港頗稀有，經過三小時的搜查亦未能打到其蹤影。因此只能以那

兩株為研究對象。 

 

圖 4. 於大棠發現野生豬籠草                  圖 5.於獅子山發現的豬籠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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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因素 

是次野外考察主要的目的: 找出野生豬籠草的獨特生長環境 

研習所考慮的因素 

環境因素 ＊光強度 

＊風速 

＊相對濕度 

＊溫度(泥土及空氣) 

＊高度 

表 2.研究豬籠草的物理因素 

3.3 考察儀器 

 
3.4 生長環境的物理因素 

 第一次考察 第二次考察 第三次考察 

溫度 29.2℃ 27.7℃ / 

高度 3cm 1cm / 

泥土溫度 19.3℃ 18.6℃ / 

相對濕度 71% 85% / 

光強度 

(日照情況) 

45.6 lux 

能被陽光直接照射 

47.1 lux 

能被陽光直接照射 

/ 

風速 0.4 公里每小時 0.7 公里每小時  

雨量 微量 0 亳米 / 

表 3.豬籠草生長環境於考察時所量度的因素 

3.5 考察結果 

   根據我們從野外考察收集的資料可見，豬籠草的生長環境有以下特徵： 

1.溫度高                           4.濕度高 

2.貼地而生                         5. 光強度高 

左一 軟尺 

左二 濕度計, 溫度計 

右二 光強度探測器 

右一 風速計 

圖 6.各種儀器 



3.風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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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驗(階段一) 

4.1.1 實驗概念 

   由於觀察到豬籠草喜歡生長在有陽光照射的地方, 於是決定測試豬籠草在不

同光強度下會有什麼改變，從而推斷出光強度對豬籠草的影響。第二我們將從濕

度入手。由於考察後發現豬籠草喜歡生長在潮濕的地方，於是決定透過營造不同

濕度的環境供豬籠草生長一個月，比較之間的差異從而推斷出濕度對豬籠草的影

響。 

4.1.2 如何挑選實驗因素 

    我們只就以上兩個因素探討豬籠草的生長環境，因為若以風速為一種探究因

素，難以維持一個穩定的風速用作長時間的觀察，實驗結果將會不準確。而高度

亦不適合作其中一個因素。因為豬籠草共分為兩類------高地豬籠草和低地豬籠

草。高地種為標高 800~2500m 以上, 而低地種普遍生長於 0~800m 左右。我們難

營造一個高達 800m 的生長環境如豬籠草去生長，因此只能放棄從這一方面探究。 

 

4.2 光強度(實驗一) 

a.假說:光強度影響豬籠草進行光合作用繼而影響其生長 

b.假定:各株豬籠草泥土的水分和養分相

同 

c.實驗儀器: 

-光強度探測器         一個 

-黑色膠袋             一個 

-豬籠草(A.B)          兩株 

-燈光: 18W 枱燈       一盞 

d.目的: 研究光強度對豬籠草生長的影響 

圖 7. 光強度實驗所需儀器 

e.方法:我們將營造一個有陽光和沒有陽光的地方供豬籠草生長，從而製造出極端

的光強度情況便比較。控制變項為除了光強度外其餘外圍環境如濕度溫度將保持

一樣, 供水量亦維持一樣。 

f.量度: 葉面顏色的轉變 

g.預期結果:能接觸陽光的豬籠草能透過光合作用取得澱粉，葉面翠綠。而處於黑

暗的豬籠草會因沒法進行光合作用而沒法取得足夠澱粉, 有機會葉面變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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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實驗步驟: 

1. 將兩株豬籠草(A,B)同時放於黑暗地二十四小時以移取先前製造的澱粉。 

2. 用水筆將其中一塊樹葉作標記，以便兩星期後再次觀察。 

3. 用相機將實驗前的情況紀錄下來並用光強度探測器探測兩邊的光強度，有助

之後作分析和比較的用途。 

4. 將其中一盆(A)放置於枱燈下照射(日間於陽光下)，      

5. 而另一盆(B)則用黑色膠袋矇住以防止和陽光接觸。 

6. 將兩盆同時放於同一地方以儘量保持其他因素一樣。 

7. 每天把一樣分量的水(10mL)作灌溉，為期一星期。 

8. 一星期後，將兩株豬籠草拿出來作比較。 

 

 

i.實驗量度數據:                                         圖 8.實驗設置 

豬籠草 光強度 

A (放置於照射下) 1131 lux 

(維持於 1000 lux 以

上) 

B(沒有接受陽光) 3 lux 

(維持於 3 lux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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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實驗結果: 

豬籠草 實驗前 (25/4/2013) 實驗後(2/5/2013) 

A(光強度大於

1000lux) 

 
 

B(光強度少於 10 

lux ) 

k.結果描述:  從以上四張圖可見, A(放置於照射下)的樹葉顏色並沒有明顯變化, 

光澤跟實驗前一樣。而 B(沒有接受陽光)的樹葉則有一點變黃變啡的現象，葉面

顏色亦比以往的暗淡。 

 

l.分析及推論: 

    就以上實驗可見, 可推論出豬籠草需要高的光強度高讓它們進行光合作用

以提供養分生長。若光強度低則會不足夠陽光供它們做光合作用，讓葉面不能製

造足夠養分生長而出現變黃的現象。因此豬籠草需要生長於光強度高的地方以讓

它們能透過光合作用來製造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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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濕度(實驗二) 

a.假說:濕度會影響昆蟲的出現, 繼而影響營養提供及生長。 

b.假定:四周環境因素一樣 

c.實驗儀器: 

-濕度計             一個 

-豬籠草             兩株 

-噴壺               一個 

-抽濕器             一盒 

-顯微鏡             一個 

-枱燈               一個 

d.目的:探討濕度對豬籠草生長的影響                 圖 9.抽濕器 

e.方法:我們將營造一個濕度高(>75%)和濕度低(<50%)的地方供豬籠草生長， 從

而製造出極端的濕度環境以便比較。控制變項為除了濕度外其餘外圍環境如光   

強度溫度將保持一樣, 供水量亦維持一樣。 

f.量度: 豬籠草內的昆蟲數量 

g.預期結果: 處於濕度高的豬籠草內的昆蟲數量會較多，而處於濕度低的豬籠草

內的昆蟲數量較少 

h.實驗步驟: 

1.用顯微鏡觀察實驗前豬籠草的昆蟲數量 

2.用透明膠袋將兩株豬籠草籠罩在內，其後在膠袋穿幾個洞讓昆蟲亦能進去。 

3.用噴壺往其中一株豬籠草(a)內噴三下，確保其濕度維持於 75%以上 

4.將抽濕器放到另外一株豬籠草內，確保其濕度維持於 50%以下 

5.將兩株準備好的豬籠草放在同一地方 

6.一天後用顯微鏡觀察豬籠草的昆蟲數量 

 

i.實驗量度數據:   

豬籠草 A(濕度高) B(濕度低) 

濕度 3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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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實驗結果 

豬

籠

草 

實驗前(16/5/13) 實驗後(16/5/13) 

A(濕

度

高) 

 

B(濕

度

低) 

K.結果描述 

   從實驗結果可見，濕度高的豬籠草(A)昆蟲數量較多；而濕度低的豬籠草(B)

昆蟲數量相比下比較少。 

 

l.分析及推論: 

   就實驗結果，可推論出豬籠草喜歡生長在濕度高的地方。因為它們是吃蟲的

植物，而從實驗可見，昆蟲比較喜歡到濕度高的地方。簡單來說潮濕的地方就有

更多昆蟲棲息，因此豬籠草能捕捉的昆蟲數量六會因此提升，繼而吸收的養分亦

會增加，因此豬籠草喜歡生長左潮濕的環境。 

4.4 結論 

   根據上述資料，得出光強度高和濕度高能使豬籠草有最好的生長情況。因為

光強度高使光合作用所製造的養分增加；而濕度高是因為昆蟲喜歡潮濕的地方，

豬籠草能捕食更多昆蟲，獲取更多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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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豬籠草的消化對象(階段二) 

       此階段的實驗目的為找出豬籠草的消化對象，找出已進行光合作用取得

養分生長還需捕食的原因。 

5.1 實驗所需工具 

-得力素糖(葡萄糖)            一粒 

-麵包(澱粉)                  一小塊 

-蛋白(蛋白質)                一小滴 

-碘液                        一瓶 

-尿糖試紙 (clinistix paper)  一張 

-尿蛋白試紙(albustix paper)  一張 

-豬籠草                      一株 

-滴管                        一個 

5.2 方法 

    將代表不同營養成分的食物放進不同捕蟲囊中讓豬籠草慢慢消化。經過四十

小時後，透過使用不同試紙及試驗，測試出捕蟲囊的汁液中還有否留下該種營養

成分，推斷出豬籠草會只消化那一種營養成分。 

5.3 預期結果 

營養成分(仍存在) 測試結果(顏色) 

葡萄糖 尿蛋白試紙       黃綠 

澱粉 碘液             啡深藍 

蛋白質 尿糖試紙         粉紅藍 

5.4 實驗結果 

食物 實驗前 測試結果 

得力

素糖

(葡萄

糖) 



推斷:測試結果顯示仍有糖分存在，推斷出豬籠草並不消化糖分。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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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物 

實驗前 測試結果 

麵

包

(澱

粉) 

推斷:測試結果顯示仍有澱粉存在，推斷出豬籠草並不消化澱粉。 

食

物 

實驗前 測試結果 

蛋

白 

推斷:測試結果顯示並沒有蛋白質存在，推斷出豬籠草會消化蛋白質。 

  

    實驗結果顯示麵包和得力素糖皆未能被消化，指出豬籠草較少行用捕食方法

吸引碳水化合物和糖分。而當中蛋白則被豬籠草消化，可見豬籠草主要透過捕食

獲得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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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討論 

6.1 結果分析 

階段一 

       根據實驗結果，顯示出豬籠草喜歡生長在光強度高和濕度重的地方。相

反若在光強度低的地方生長，則會令葉面出現變黃的情況，看上去並不健康。可

見光合作用對植物的重要性。亦正因陽光對豬籠草這麼重要，因此才會分為高地

豬籠草和低地豬籠草兩種。高地豬籠草為爭奪陽光，於是便攀附到其他植物身

上，到更高處的地方獲取更多陽光。可見大自然的每一種植物的生長環境背後都

隱藏著自身對營養的需求。就像豬籠草一樣, 它身在潮濕地方是為了捕食更多昆

蟲，在高處生長是為了爭取更多陽光。 

 

階段二  

       根據實驗結果，麵包和得力素糖皆未被消化而蛋白則被豬籠草消化，可

見豬籠草的消化對象為蛋白質。這是因為為了補充泥土中所缺乏的氮養分。氮是

製造氨基酸的重要原料，而氨基酸是構成蛋白質的基本單位。蛋白質對植物是極

其重要的。蛋白質是地球上生物體中的必要組成成分，參與了細胞生命活動的每

一個進程。酶是最常見的一類蛋白質，它們催化生物化學反應，尤其對於生物體

的代謝十分重要。因為豬籠草沒法吸收泥土中的氮養分而沒法製造蛋白質，因此

牠便依靠捕食昆蟲來獲取昆蟲體內的蛋白質來補充身體對蛋白質的不足。 

      

       而得力素糖和麵包都是碳水化合物，豬籠草能透過進行光合作用來製造

碳水化合物來提供能量，故較少捕食昆蟲來補充碳水化合物。 

 

6.2 研究不足之處 

濕度 

   在第一次考察是雨後一天，正常的濕度跟雨後的濕度不一樣，可能形成誤差。 

 

每株豬籠草的生理狀態不一樣 

   由於階段一需利用兩株豬籠草倅實驗，而每株豬籠草的葉片數量和所需營養

都不一樣，因此可能做成實驗上的誤差。 

 

濕度實驗 

   在濕度實驗中，因為要量度豬籠草的昆蟲數量，因此需要在透明膠袋中穿幾

個洞分便昆蟲進入。但透明膠袋內的濕度可能會因外空氣的流入而有影響，造成

實驗上的誤差。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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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限制 

做實驗時間不足 

    由於本組在尋找野生豬籠草亦花了很多時間，因此只剩下約一個月時間做實

驗。因為要在有限時間內探究多樣現象，鑑於每個實驗都需要時間預備和觀察，

所以未能作周詳及全面考慮，令實驗結果未能達至全面。 

    而且在階段一的實驗中因能力有限而未能就風速這因素探討豬舔草的生長

環境，令實驗結果未夠全面具體。 

 

7. 結果 

  經過一連串的實驗後，我們發現最適合豬籠草的生長環境是光強度高和濕度高

的地方。而豬籠草的消化對象則主要為蛋白質。 

 

8. 反思及總結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往往四出奔波，功課考試充斥著我們的生活。忽略了四

周的大自然這塊寶物。若不是這個活動，我們才放下手上的工作，細心欣賞

大自然這份禮物。 

   可是能做考察的地方又有多少?香港高樓臨立。一幢幢的大廈取代一棵棵

的大樹。大自然慢慢地被人類所獨霸，大肆破壞它。嚴重影響植物的生長環

境。社會發展是好事還是壞事? 

   經過這次經驗，我們能學到更多書籍以外的知識，如何設立實驗…如何做

野外考察…這些都是課本看不到的知識。但更重的是明白到保護大自然的重

要性。一株豬籠草, 一條小生命, 全掌握在我們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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