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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想知道神秘的瓶內玄機？了解豬籠草生長環境！我們已盡所能，清楚記錄瓶內液體

對外來因素的種種改變與了解瓶內液體分解不同物質的詳細變化。在了解豬籠草結構與

生長形態後，我們加以應用本植物特性用以發電，期望帶動花卉觀光並推動台灣新興農

業發展，在文末會繼續探討生物科技的發展，在未來研究更多的應用性質實驗，並給予

未來共同研究者一篇豐富的文獻。 

壹、 研究動機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植物界中的食蟲狠角色－豬籠草，在土地貧瘠的地方總

少不了它的身影，然而它又是如何運用巧妙的引誘技巧讓昆蟲步步掉入陷阱中卻渾然不

覺呢？美味卻又致命的捕蟲液、鮮豔卻又暗藏玄機的捕蟲蓋又是如何分工捉到蟲兒的

呢？是否含氮量充足的土壤，豬籠草就懶的捕蟲呢？為了解決以上總總的困惑，我們開

始著手研究。 

貳、 研究目的 

1. 探討豬籠草瓶內捕蟲構造及原裡。 

2. 豬籠草是否在營養的土壤裡(含氮量高)捕蟲量會減少？ 

3. 瓶內液體是否因氣候而改變活性？ 

4. 不同品種豬籠草在分解獵物時瓶內液體的變化觀察。 

5. 酵素是否能分解蛋白與昆蟲中的甲殼？ 

6. 豬籠草應用電池探究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器材【表 3-1】 

器材 數量 用途 

數位照相機 １台 拍照做紀錄 

筆記型電腦 １台 查資料、打簡報 

15X 倍率放大鏡 １只 觀察豬籠草 

滴管 １０支 吸出酵素 

玻璃試杯 ３只 盛裝容器 

定溫電磁爐 １台 控制３５度ｃ溫水 

溫度計 ２支 測量水溫、室溫 

數位溫濕度計 １台 測量室溫 

廣用試紙 １捲 量測ｐｈ值 

水溶性速效肥 １罐 施肥，比較組用 

小鋼杯 １只 隔水加熱介質 

數位酸鹼計 １支 精確量測ｐｈ值 

電子秤 １台 量測物質重量 



 

1 

二、 實驗材料【表 3-2】 

豬籠草品種 數量 用途 

花市豬籠草(N. x’ventrata) 6 株 對照組與比較組 

辻本豬籠草(N. x 'Tsujimoto') 1 株 比較組 

米蘭達豬籠草(N.  x  'M i randa ' ) 1 株 比較組 

艾瑪莉(N. x 'Emmarene') 1 株 比較組 

 

  

名稱：Nepenthes 'Miranda' 米蘭達豬籠草 

特徵：擁 有 美 麗 花 唇 和 鮮 紅 的 瓶 紋  

名稱：N. x 'Tsujimoto'辻本豬籠草 

特徵：綠瓶紅唇、粉紅斑點 

              【圖 3-1】                                  【圖 3-2】 

 

  

名稱：N. x 'Emmarene'艾瑪莉豬籠草 

特徵：波浪寬唇、曲瓶 

名稱：Nepenthe 'Ventrata'花市豬籠草 

特徵：水滴型、幼時為綠色是最常見的豬籠草 

              【圖 3-3】                                  【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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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 文獻探討 

  綠油油的草地上各式各樣的植物都有，但在這遍綠之中一點紅、鮮豔如花的

「草」，我想就非這特化植物＿豬籠草莫屬了，它是多年草本植物。目前世上種類大

約有 120 種，主要是經由光合作用獲得能量。可別小看他們平凡的身軀，各個看似開

口笑的可愛彩繪圓筒可都在瓶頸處佈下了非常緻密的蠟質區，等著爬上瓶口憩息、吸

食蜜汁的獵物，一個不注意就成了供獻氮肥和磷肥的犧牲者，就算是有翅膀的昆蟲也

不一定能完全脫身! 

 

其實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是在豬籠草的瓶口處，有著超親水性結構而且這種

結構甚至比荷花葉（ lotus leaves）更來的能夠在大氣壓力下 (可達 680atm)保

持原有的快速 (0.1~1 秒內 )除汙作用，且性能與結構相當穩定，目前哈佛大

學已有實質上的技術應用 (SLIPS)光滑液體傾注多孔表面能運用在醫療、表

面清潔、透光性材料等…  

參考文獻 (1、2、3、4) 

(一)影響酵素作用的因素（消化酵素） 

溫度:不同酵素有不同的最佳溫度，如下圖。 

1. 在達到最佳作用溫度之前，溫度越高，酵素活性越高。溫度越低，酵素活性越低。

（如圖中的○1 ）。 

2. 在達到最佳作用溫度之後，酵素的活性會隨著溫度升高而降低，溫度過高時，酵素的

蛋白質結構會被破壞而失去活性（如圖中的○2 ）。    

 

【圖 4-1】國中復習講義（何，民 101） 

(二)細胞中的化學反應與酵素 

細胞含有許多不同酵素，來調節細胞的生理功能。可接受酵素的催化，進行反應的物質稱為

受質。每一種酵素僅能和特定的受質直結合，催化特定化學反應的進行（圖１、２），例

如：澱粉酶能催化澱粉的分解，但不能催化纖維素的分解，即酵素與受質之間具有專一性。

此外，酵素催化反應進行時，並不會於反應中消耗，故可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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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                【圖 4-3】  

                                                   高中生物課本（鄭湧涇等，101） 

(三)實驗材料（豬籠草）介紹： 

 

   分類 : Nepenthes mirabilis 有時候會在品種前以 N.表示 

   名由 : 葉片的頂端連接著向下彎曲的捲鬚，在捲鬚的頂端有一捕蟲囊。 

捕蟲囊圓筒形，下半部稍膨大，有些像豬籠，故稱「豬籠」草。在海南當地人多

叫它「雷公壺」，意指它像農民盛酒用的壺，在雨天響雷下雨時，捕蟲囊裝上雨

水，就好像酒壺灌了酒一樣。  （cp－essay＿食蟲食物記） 

 

   品種 : 全世界約有１２０種的豬籠草 

   花期 : 觀賞期為全年 

   日照 : 喜溫暖、濕潤和半陰環境。不耐寒，怕乾燥和強光。 

   消化液：.豬籠草的消化液可以視為洗衣服用的酵素洗衣粉，酵素洗衣粉含有脂肪酵

素和蛋白酵素，我們的手可以浸泡在其中仍不至於受到傷害。豬籠草的消化液所

含的消化酵素並沒有特別強烈的消化能力，因此需要數天到數十天才能將一隻昆

蟲消化掉；在正常狀況下，我們並不會讓消化液沾在人體上這麼久的時間，因此

這傷害對人來說是微乎其微的。 （cp－essay＿食蟲食物記） 

     科學分類:                      【表 4-1】 

界：植物界 Plantae 

門：被子植物門(Magnoliophyta) 

綱：雙子葉植物綱(Magnoliopsida) 

目：石竹目 Caryophyllales 

科：豬籠草科 Nepenthaceae 

屬：豬籠草屬 Nepenthes 

模式種：奇異豬籠草 Nepenthes mirabili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5%AD%B8%E5%88%86%E9%A1%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7%E7%95%B0%E8%B1%AC%E7%B1%A0%E8%8D%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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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豬籠草特色： 

 

甲、 蓋子：當我們在園藝店詢問豬籠草知識的時候，店員告訴我們:可以研究籠蓋蓋子

的時間，後來不斷的學習後才發現－＞豬籠草的蓋子在幼時（瓶身綠色）蓋子是閉合

的，當它成熟開蓋後就不會再閉合了，然而它的功能是擋雨水以避免過多的雨水稀釋

掉瓶內酵素，但如果仔細觀察頂蓋的構造其實它的主要功能不是擋雨水喔！！，頂 蓋

主 要 功 能 是 用 來 分 泌 蜜 汁 （ 箭 頭 處 ） 吸 引 昆 蟲 ～ 。 

 

【圖 4-4】 

乙、 瓶子生長特性：豬籠草的瓶子(特化的葉子)是由葉子末端芽孢長出來的，還沒長出

瓶子的芽苞會像藤蔓般，會捲曲並尋找攀附物攀爬，等到攀爬到一定程度或者真的找

不到攀附物的時候，芽苞便會開始結瓶，且慢慢由綠色未開瓶一直到後來的瓶身以上

程現粉紅色開瓶，然後是從瓶蓋開始枯萎慢慢擴散到瓶肩然後是瓶身，如此的反復完

成一次的生命週期！！ 

 

【圖 4-5】豬籠草葉子末端的藤芽  【圖 4-6】剛長成瓶子的芽苞   (鴨王，民 99） 

http://blog.roodo.com/duck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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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環境：豬籠草在台灣沒有原生種，大多都仰賴進口到花市販賣，主要的原因是：豬

籠草原是生長在土地貧瘠（缺乏氮元素）及溫暖潮濕的地方，或許在山上能找到它的

身影但數量可能不多，不過如果有機會到花市可以打聽看看其他的品種，會有意想不

到的收穫！！由於目前大部分想買豬籠草的顧客大部分都是觀賞用的，所以在目前市

面上會出現比原生種更漂亮或是更奇特的交 種 豬 籠 草 ， 但 要 特 別 注 意 的 是 交

種 豬 籠 草 環 境 適 應 力 不 是 很 強 ， 所 以 往 往 會 造 成 剛 買 回 家 後 會 有 多 數

瓶 子 枯 萎 的 跡 象 ， 這 可 能 就 是 剛 從 花 市 的 環 境 換 到 新 環 境 後 ， 豬 籠 草

的 環 境 適 應 不 良 。  

 

    

【圖 4-7】野生豬籠草（作者：雙向，民 99） 【圖 4-8】交 種 豬 籠 草 （ SUN,民 103）  

 

丁、 光照：大多數的人認為豬籠草應該放置潮濕陰暗處，然而我們在花店選購實驗用豬

籠草時，發現很多園藝店業者都把它放置於陰暗的小角落，這樣不僅會讓葉片看起來

顏色較淺、較為柔軟以外，豬籠草所結的瓶也會較軟、較為脆弱且結的瓶不多，所以

豬籠草喜歡在陽光充足且充滿水分的地方，但有些特殊品種本身就習慣於較陰暗處，

這時候就不宜強烈的光照否則是會被曬傷的！！ 

  

  
 

陰暗處的花市豬籠草 輕微曬傷的花市豬籠草 健康的花市豬籠草葉 

【圖 4-9】                    【圖 4-10】                     【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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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op3.com.tw/Documents/UserDocs.aspx?id=868


 

二、 研究內容 

 

 

實驗一                           

透過「植物解剖、15x 放大鏡、數位酸鹼計」詳細了解豬籠草的捕蟲構 造與各部位的酸鹼

值 

                

 

實驗二      

設相同土壤且瓶數相同豬籠草對照組為：無施肥、比較組為：施（氮）肥在固定密室裡放

入螞蟻，觀察捕獲量。 

 

 

實驗三  

1. 將豬籠草瓶內液體用低管取出，置於３個燒杯內，每個燒杯內含 3C.C 

2. 將 3 個燒杯分別置於 甲、室外通風處 乙、室內陰暗處 丙、隔水加熱 35∘C 恆溫處 

3. 各燒杯分別放入一隻螞蟻，觀察並紀錄 

 

 

實驗四 

以米蘭達豬籠草、辻本豬籠草、艾瑪莉豬籠草抽取酵素 3 C.C，並加入 1.5 C.C 的水稀釋再放

入１g 的餅乾，置於室外觀察 6 小時內變化。 

 

 

實驗五 

（一）、取同一株花市豬籠草相同一瓶內的液體，滴入燒杯分成 2 等分，並把其中 A 燒杯放

入３５∘ｃ溫水隔水加熱，B 燒杯在室內同條件，但沒有隔水加熱。之後各加入２公克的蛋

白，每天記錄其變化。 

 

（二）、分別在相同品種、不同豬籠瓶內放入１平方公分面積的蝦殼與一立方公分２ｇ蛋

白，每２４小時記錄其變化。  

 

 

實驗六 

嘗試利用不同的活性金屬元素再搭配豬籠草裡的瓶中液體做發電，經過水果與不同金屬做測

試下我們發現利用炭棒與鋁箔的組合放入瓶液混合後做出來的發電電壓最高， 

 

 

5.酵素是否能分解蛋白與昆蟲中的甲殼 

 

１.豬籠草瓶內的捕蟲構造 

2.豬籠草是否在營養的土壤裡(含氮量高)捕蟲量會減少 

 

3.消化液是否因氣候而改變活性 

 

4.不同品種的豬籠草分解獵物時瓶內液體的變化觀察 

 

6. 豬籠草應用電池探究 

 

 

 5.酵素是否能分解蛋白與昆蟲中的甲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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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實驗歸零： 

   

【圖 5-1】、【圖 5-2】把每株買來的豬籠草換土並等待１個月，這是實驗豬籠草前的平等條

件 

 

實驗一觀察結果 

  

【圖 5-3】                              【圖 5-4】 

 

外表與解剖後大略觀察: 

甲、 外觀呈現前窄後寬，類澎湖的雙心石滬，容易讓昆蟲成為囊中之物 

乙、 內部瓶頸細長，不易讓蟲逃出 

丙、 從瓶口一直到瓶頸有很長的蠟質區 

丁、 瓶口處有溝槽狀裙緣且顏色鮮艷  

戊、 瓶中液體呈酸性 

己、 瓶腹內有黑色凸起小點 

 

蠟質區 

瓶腹 

瓶底(酸) 外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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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特化葉子（豬籠瓶）各部位的觀察結果： 

瓶口 瓶頸 

  

圖為瓶口解剖圖 

【圖 5-5】 

圖為瓶頸解剖圖(瓶口是內翻的) 

【圖 5-6】 

  

圖為１５Ｘ放大鏡下的瓶口 

【圖 5-7】 

圖為１５Ｘ放大鏡下的瓶頸 

【圖 5-8】 

  

與瓶身交界處 



PH 值為 7.45 

【圖 5-9】 

PH 值為 6.17 

【圖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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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身 瓶底 

  

圖為瓶身側面圖 

【圖 5-11】 

圖為瓶底解剖圖(內壁有許多小黑點) 

【圖 5-12】 

 
 

圖為１５Ｘ放大鏡下的瓶身 

【圖 5-13】 

圖為１５Ｘ放大鏡下的瓶底 

【圖 5-14】 

 
 

尾端 



PH 值為 4.91 

【圖 5-15】 

PH 值為 3.51 

【圖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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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 

1、稀釋肥料 

  

1g:1000c.c 稀釋藍色小顆粒的（氮）肥料 營養成分標示 

【圖 5-17】                            【圖 5-18】 

  

2、分組，施肥等待 1 個月          3、隔離，確保無蟲進入瓶中(原無蟲在瓶中)  

              【圖 5-19】                               【圖 5-20】 

無施肥 施肥 

 



  

4、在我家中庭挖螞蟻窩（小黑蟻）   5、用實驗的２組盆栽把螞蟻窩架空（隔離室） 

              【圖 5-21】                               【圖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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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3】                               【圖 5-24】 

   6、相隔５天後，一隻隻小心翼翼吸出瓶外並放入瓶中計算(些許螞蟻有被初步分解) 

實驗二結果：                        【表 5-1】 

 無施肥（原７瓶） 施（氮）肥（原７瓶） 

螞蟻量 11 隻 17 隻 

總瓶數 ７瓶 11 瓶 

發現:加了（氮）肥的豬籠草反而產生更多酵素、蜜汁,因此吸引更多的螞蟻,所以我們發現土

地貧瘠與缺乏養份,讓豬籠草透過天擇產生瓶子以補充缺乏的營養,然而天擇後的豬籠草卻不

會因為土壤的養分,限制酵素與蜜汁的分泌量反而還因土地營養長出了更多的瓶子呢!! 

實驗三 

無施肥 施肥 



  

    １、準備實驗器材【圖 5-25】        ２、滴入酵素（控制的變因）【圖 5-26】 

   
室外環境 室內陰暗處 ３５∘ｃ恆溫(隔水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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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３１日 天氣：晴、涼爽  溫度最高：31.3∘C   最低:22.8∘C    觀察時數：７小時  

平均溫度:27.05∘C      主題: 瓶內液體是否因氣候而改變活性 

【表 5-2】 

記錄時間   瓶中液體   螞蟻活動行為 溫度     濕度   ｐｈ值   觀察    室外環境 

09：53 加入豬籠瓶液

7c.c 

水內爬行 23.3∘ｃ 60% RH ３.３３ 瓶中液體變淡黃 

10：53 些許蒸發 抽動 23.4∘ｃ 55% RH ３.２４ 螞蟻四肢鬆散 

11：53 呈現透明 抽動 26.5∘ｃ 44% RH ３.２１ 螞蟻四肢曲折 

12：53 蒸發３c.c 靜止 28.7∘ｃ 41% RH ３.０４ 螞蟻已死亡 

13：53 蒸發１c.c 靜止 29.3∘ｃ 39% RH ３.３０ 無生命漂浮中 

14：53 蒸發量減緩 靜止 27.9∘ｃ 44% RH ３.３４ 無生命漂浮中 

15：53 蒸發２c.c 靜止 24.6∘ｃ 61% RH ３.２４ 無生命漂浮中 

16：53 略見杯底 靜止 24.6∘ｃ 65% RH ３.２６ 無生命漂浮中 

【表 5-3】 

記錄時間   瓶中液體   螞蟻活動行為 溫度     濕度   ｐｈ值   觀察  室內陰暗處 

09：53 加入豬籠瓶液

7c.c 

靜止 22.8∘Ｃ 60%RH ３.１０ 瓶中液體變淡黃 

10：53 還有 6c.c 活動中 21.5∘Ｃ 58%RH ３.１８ 螞蟻身體曲折 

11：53 微量蒸發 抽動中 21.3∘Ｃ 54%RH ３.１７ 螞蟻抽動中 

場地布置（操縱的變因） 

 



12：53 微量蒸發 動做變慢 20.5∘Ｃ 56% RH ３.１８ 螞蟻捲球 

13：53 微量蒸發 仍在掙扎 21.2∘Ｃ 53%RH ３.１３ 漂浮在液面定點 

14：53 微量蒸發 靜止 20.4∘Ｃ 57%RH ３.１３ 螞蟻無生命跡象 

15：53 剩下 4c.c 靜止 20.1∘Ｃ 55%RH ３.２４ 螞蟻無生命跡象 

16：53 透明水狀 靜止 21.2∘Ｃ 58%RH ３.１８ 螞蟻無生命跡象 

【表 5-4】 

記錄時間   瓶中液體   螞蟻活動行為  溫度     濕度   ｐｈ值   觀察   35∘c 恆溫 

09：53 加入豬籠瓶液

7c.c 

不斷向外划 37∘Ｃ 60% RH ３.３７ 瓶中液體蒸發快 

10：53 蒸發快 不動 36∘Ｃ 58% RH ３.８７ 螞蟻手腳扭曲 

11：53 些許黏稠 不動 36∘Ｃ 53% RH ４.２０ 螞蟻身體曲折 

12：53 變得黏稠 不動 37∘Ｃ 56% RH ４.２５ 螞蟻已死亡 

13：53 透明黏稠 不動 35∘Ｃ 57% RH ４.３１ 螞蟻捲球 

14：53 透明黏稠 不動 36∘Ｃ 59% RH ４.１５ 螞蟻靠在試杯邊 

15：53 液面共蒸發

5c.c 

不動 35∘Ｃ 52% RH ４.１８ 螞蟻靠在試杯邊 

16：53 透明水狀 不動 36∘Ｃ 54% RH ３.７０ 螞蟻靠在試杯邊 

 

1３ 

 

【圖 5-27】 

＜圖 5-27 說明＞ 

大致上瓶內液體取出後，酸鹼值就固定不變了，但由於本次實驗沒有事先包上保鮮膜，導致

35∘ｃ隔水加熱的瓶中液體因為起初的水氣與後來的蒸發，產生了些許的誤變化。 

 



 

<圖 5-28 說明>                       【圖 5-28】 

由實驗可知，35∘c 恆溫下的螞蟻在一小時後已無活動力而室外環境下的螞蟻在２個小時後

仍會抽動。放在室內陰暗處的螞蟻卻活得比較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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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肆: 

  

１準備實驗餅乾（控制的變因） ２準備實驗用水（控制的變因） 

   
1 2 3 

米
蘭
達 

辻
本 

艾
瑪
麗 



  

３、選不同品種,取相同液高豬籠草瓶液 ４、再加入 1.5CC 水,並置入餅乾 

  

環境控制（控制的變因） 觀察 

15 

１月３１日 天氣：晴、涼爽  溫度最高：32.9∘C   最低:26.1∘C    觀察時數：6 小時  

平均溫度:29.5∘C      主題: 不同品種豬籠草之消化觀察 

【表 5-5】 

記錄時間   瓶液      餅乾     溫度    濕度    陽光        備註   1、米蘭達 

09：53 透明 變軟 23.2∘Ｃ 51% RH 斜射  

10：53 呈淡黃 充滿黏液 25.6∘Ｃ 49% RH 直射入窗  

11：53 淡黃 充滿黏液 25.6∘Ｃ 52% RH 直射試杯  

12：53 淡黃 釋出屑片 27.0∘Ｃ 49% RH 稍微斜射  

13：53 淡黃 釋出屑片 29.8∘Ｃ 41% RH 光線略減  

14：53 淡黃 釋出屑片 31.5∘Ｃ 35% RH 往西方靠近  

15：53 淡黃 很多小屑 28.7∘Ｃ 40% RH 斜射溫暖  

16：53 偏淡黃 鬆軟 26.1∘Ｃ 45% RH 夕陽  

 

【表 5-6】 

記錄時間   瓶液      餅乾     溫度     濕度    陽光        備註     2、辻本 

09：53 透明 變軟 23.2∘Ｃ 51% RH 斜射  

10：53 呈淡黃 充滿黏液 25.6∘Ｃ 49% RH 直射入窗  



11：53 淡黃 充滿黏液 25.6∘Ｃ 52% RH 直射試杯  

12：53 淡黃 感覺柔軟 27.0∘Ｃ 49% RH 稍微斜射  

13：53 淡黃 有小屑片 29.8∘Ｃ 41% RH 光線略減  

14：53 淡黃 感覺柔軟 31.5∘Ｃ 35% RH 往西方靠近  

15：53 淡黃 有小毛灰

塵 

28.7∘Ｃ 40% RH 斜射溫暖  

16：53 偏淡黃 散狀屑片 26.1∘Ｃ 45% RH 夕陽  

 

【表 5-7】 

記錄時間   瓶液      餅乾    溫度    濕度   陽光        備註   3、艾瑪莉 

09：53 透明 變軟 23.2∘Ｃ 51% RH 斜射  

10：53 偏淡橘 充滿黏液 25.6∘Ｃ 49% RH 直射入窗  

11：53 亮黃 充滿黏液 25.6∘Ｃ 52% RH 直射試杯  

12：53 亮黃 感覺非常

濕潤 

27.0∘Ｃ 49% RH 稍微斜射 11:05 被風吹翻

0.2 C.C 

13：53 亮黃 釋出屑片 29.8∘Ｃ 41% RH 光線略減  

14：53 些微蒸

發 

上半稍乾 31.5∘Ｃ 35% RH 往西方靠近  

15：53 比較少

水分 

有小灰塵 28.7∘Ｃ 40% RH 斜射溫暖  

16：53 金黃色 鬆軟 26.1∘Ｃ 45% RH 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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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五（一）：探討蛋白質在不同環境下的分解速度                         【圖 5-29】 



  

１、用 PH 值 7.14 的 RO 水去煮蛋 ２、水煮後的蛋白為弱鹼性 9.14 

  
３、切成每塊都控制在 1 立方公分 ４、控制在每塊都 2 公克 

  

5、取相同液高的酵素 6、包上保鮮膜以免揮發影響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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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實驗５（一）結果：               Ｂ燒杯              室內 

日期 溫度 ＰＨ 瓶液顏色 重量 備註 

２月５日 ２４∘C 8.13 透明 ２g  

２月６日 ２６∘C 7.09 濁白 ２g  

２月７日 ２６∘C 7.66 混濁 ２g 些許酸味 

２月８日 ２５∘C 8.07 混濁 ２g 角落長白色

菌 

２月９日 ２４∘C 7.92 稠濁 １g 酸臭噁心 

                                    Ａ燒杯          35 度 C 溫水 

日期 溫度 ＰＨ 瓶液顏色 重量 備註 

２月５日 ３５∘C 7.43 透明 ２g  

２月６日 ３６∘C 7.14 濁白 １g  

２月７日 ３５∘C 7.33 濃白 １g 噁心臭味 

２月８日 ３５∘C 7.64 混濁白 １g 超噁心 

２月９日 ３４∘C 7.87 偏黃 0.多 g 無法形容 

很營養 

 

  

7、觀察液體顏色、蛋白表面（發霉）變化 8、觀察 PH 值、重量、味道變化 

室內（Ｂ） 35∘ｃ溫水（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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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５（二）： 把待測物分別放入不同豬籠瓶中，探討蝦殼是否能像蛋白質一樣被消

化 

  

       取一平方公分的蝦殼                放入蝦殼     【圖 5-31】 

實驗５（二）結果：                 【表 5-8】                  蝦殼(豬籠瓶內) 

日期 溫度 ＰＨ 瓶液顏色 面積 備註 

２月６日 ２５.１∘C 6.75 透明 1 平方公分  

２月７日 ２４.３∘C 7.43 透明 1 平方公分  

２月８日 ２３.０∘C 6.90 透明 1 平方公分  

２月９日 ２４.３∘C 7.34 透明 1 平方公分  

   

     取２公克１立方公分的蛋白           放入蛋白   【圖 5-32】 

【表 5-8】                                                    蛋白(豬籠瓶內) 

日期 溫度 ＰＨ 瓶液顏色 重量 備註 

２月５日 ２５.８∘C 3.10 透明 ２g  

２月６日 ２７.３∘C 4.98 濁白 ２g  

２月７日 ２７.８∘C 6.85 濁白 1g  

２月８日 ２５.８∘C 6.80 濁白 1g 些許異味 

２月９日 ２５.０∘C 7.25 濁白 1g 有點惡臭 



 

 

 

 

 

 

【表 5-9】把變化程度分為 1、2、3…名 

狀態 消化速度 濃稠、混濁度變化 重量、大小變化 

室內 ３ ２ ３ 

35∘C 溫水 １ １ １ 

豬籠瓶內(蝦) ４ ４ ４ 

豬籠瓶內(蛋) ２ ３ ２ 

  

實驗六: 酵素應用的可行性＿利用炭棒與鋁箔活性差再與瓶液混合做發電 

  

1. 一瓶豬籠草測試電壓值（0.69v） 2. 二瓶豬籠草串連電壓值(1.38v) 

說明：上實驗發現：液體對蛋白質在４８小時就可看出明顯變化，但在瓶中五天

蝦殼似乎未有變化。 

隨著觀察時間增加，可看出分解蛋白質的瓶液 PH 值也隨著增加,並漸至中性了。 

 

 

 

 

 

 

豬籠瓶內蛋白質 

 

豬籠瓶內蝦殼 

 



  

3. 三瓶豬籠草串連電壓值(1.86v) 4. 四瓶豬籠草串聯電壓值(2.0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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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瓶豬籠草串聯電壓值(2.28v) 6. 豬籠草電池串連示意圖 

【圖 5-33】 

 

 

【圖 5-34】 

 

【表 5-10】LED 燈與瓶數串連關係 

LED 燈 不亮 不亮 不亮 微亮 微亮 

第一瓶 第二瓶 第三瓶 第四瓶 第五瓶

串連電壓(V) 0.69 1.38 1.86 2.06 2.28

串連電流(ma) 0.01 0.03 0.07 0.21 0.21

ph值 6.45 4.46 4.12 7.16 6.51

0.01

1.01

2.01

3.01

4.01

5.01

6.01

7.01

8.01

量
化

數
值

實驗結果

LED 



豬籠草串連數 1 瓶 2 瓶 3 瓶 4 瓶 5 瓶 

說明:我們利用碳棒與鋁箔放入豬籠草瓶內，以當作氧化還原物質，從實驗中我們發現： 

1. 瓶內液體屬於電解質 

2. 串連後，電壓並不會隨瓶數倍數成長 

3. ｐｈ值越低，產生電位差越大 

4. LED 未發光以前，幾乎只能量測到微量電流 

5. 串連後，電流幾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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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討論 

在實驗三中，測量豬籠草瓶內液體酸鹼值時。發現: 

  

咦!? 豬籠草裡的酵素怎麼會是鹼性的…  推測發現有三種可能會造成此現象 【圖 6-1】 

 

1. 花市裡會為了讓瓶子能保存更久,在酸性的瓶子裡加入大量的水,理由是瓶子的組織需要水分,在長

期缺水的狀態下會使瓶子容易枯萎 

2. 澆花時,一個不注意把水澆到瓶子裡 

3. 實驗時,稀釋用水使用自來水而非 7.0 中性的蒸餾水或是瓶裝水 

 



 

【圖 6-2】 

自來水的酸鹼值達 7.89 趨近於弱鹼性，這是因為自來水中會溶解一些礦物質或雜質，所以

有一點偏弱鹼性，然而隨著雜質的多寡所產生的鹼值也就不盡相同～，而且需經１－２月才

能復原酸性，所以有一種說法是豬籠草可以在雨林中成為「森林中的水壺」或「旅人的救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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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綜合以上實驗,我們發現： 

1. 由長期觀察中，我們可以發現豬籠草在幼時結的瓶子與蓋子都呈現青蘋果綠，且蓋子是

呈封閉狀態（此時已開始分泌消化液），直到瓶頸由青綠轉變成為粉紅，此時的蓋子會

慢慢打開且永不閉合。 

 

2. 由實驗一可知到豬籠草內部的蠟質區，與各部位的酸鹼濃度、整體從捕蟲到消化的機制

與流程，再透過放大鏡與酸檢測試筆等工具可更進一步的做資料分析與觀

 

3. 由實驗二可知土地貧瘠與缺乏養份是豬籠草天擇後的結果,用以以補充缺乏的營養,然而

天擇後的豬籠草卻不會因為土壤的養分限制酵素與蜜汁的分泌量反而還因土地養分長出



了更多的瓶子呢!! 

4. 由實驗三可知加入螞蟻後的酵素會馬上變成淡黃色的，螞蟻幾乎一碰到酸性物質的酵素

就很難存活，更何況剛長成的豬籠草瓶子起碼都有 3 公分且在瓶頸處還有蠟質區(白色)

連瓶環都呈現內翻再加上瓶口有光滑的紋路(實驗二__豬籠草瓶內的捕蟲構造)，基本上

只要掉入瓶口且無翅膀的昆蟲死亡率會頗高，假設剛生成的瓶內酵素為中性也會被淹

死！！ 

 

5. 實驗四是由非常簡單的觀察探討豬籠瓶液對餅乾（澱粉）外觀及軟化程度……等等變

化，其中艾瑪麗對於澱粉（餅乾）顏色變化最快且酵素較濃稠、辻本對於餅乾軟化最明

顯，三者都產生差不多的屑片量。 

 

6. 透過實驗五（一）我們可以知道蛋白(胺基酸)對於豬籠草酵素是否能消化及蛋白水煮後

ph 值呈現弱鹼性。 

 

 

 

 

 

 故結論：豬籠草瓶中液體的確能對蛋白質做分解，但時間上需４－５天才有明顯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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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五 (二)則是透過豬籠草酵素能否消化蝦殼測量是否能消化掉昆蟲的外殼或外骨骼 

    幾丁質為題材,並分別把蛋白與蝦殼放入豬籠瓶中做每天的觀察。 

  

 

 

 

 

7. 由表 5 發現瓶內液體在 35∘C 恆溫燒杯(A)的環境下,消化與液體外觀都有很明顯的改

變,但蝦殼對瓶內液體卻毫無變化，特別的是我們發現此種酵素不能消化甲殼類的幾丁

質。 

8. 透過不斷的實驗，我們意外發現到只要雨水或澆花時不小心把水倒入瓶中，瓶內的酵素

本實驗對於＂豬籠草液體是否能消化蛋白質來獲得養分＂得到結果如下： 

(1) 2 組液體顏色皆在第二天觀察時即呈現混濁狀,且 PH 值也逐漸升高。 

(2) 在實驗第三天(48 小時後)觀察,蛋白質已具明顯的臭味!! 

(3) 2 組分別在第 4 天與第 5 天,蛋白質的重量的確有減少現象。 

本實驗對於＂豬籠草是否能分解昆蟲外殼＂目前得到結果為：植物缺乏消化幾丁質之

酵素，所以豬籠草無法像分解蛋白質一樣分解昆蟲甲殼，然而實驗索取樣本仍不夠

多，還要再重複實驗以證明之。 

 



就會被沖淡且呈中性或弱鹼性而且經過幾個禮拜後…依舊呈現中性，豬籠草的確在森林

裡可成為「雨林中的水壺」或「迷失森林者的救星」呢！！ 

 

9. 思考實驗五（一）、實驗五 (二)的結果 

(1) 五天內的蛋白質變化是否能證明豬籠草能消化蛋白質 

(2) 室內與 35∘C 的溫水環境做比較，是否會改變分解速度 

(3) 把蝦殼與蛋白分別放入豬籠草瓶內，判別豬籠草所能消化物質 

(4) 加入蛋白質後，ＰＨ值的改變原因 

(5) 酵素應用的可行性 

 

綜 觀 所 有 實 驗 結 果、提 問，再 加 上 的 合 理 推 斷， 

可 以 說 ：瓶內酵素可消化蛋白質(胺基酸)但無法消化蝦殼(甲殼素)。 

          在 35∘C 恆溫時的酵素活性。會比沒有控溫時來的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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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豬籠草應用電池探究 

   

實驗六 我們以提高效率、提升電流為目標，但此發電方式還不夠完善，金屬物質和作用後

的電解液可能會造成環境汙染，所以此文獻以待後人研究改良。在未來的研究裡，如果能運

用我們把瓶中液體結合生物電池的想法，使用酵素分解反應後的物質（葡萄糖、微生物..

等）再利用生物觸媒將化學能轉化成電能，推動一盞（或更多）LED 閃爍燈並裝於葉蓋

下。我們預估能增加豬籠草的捕蟲量並在貧瘠土壤貢獻氮肥和磷肥，尤其在美觀方面也

能帶動花卉觀光，研究順利的話就能營造出『夜（葉）裡的人造螢火蟲』，也許就能在黑夜

裡添增不少感動。 

 

 

 

 

 



柒、 結論 

由以上實驗可得知豬籠草結瓶後的瓶內構造，開蓋後蓋葉下開始產生蜜汁並與瓶中液體開始

吸引昆蟲接近，此兩種分泌物成為豬籠草之所以可以捕到蟲的主要誘因，然而挺拔又有水滴

型的瓶腹與瓶頸就成了困住昆蟲的陷阱!! 美味卻又致蟲於死地的捕蟲液、鮮豔卻又暗藏玄

機的捕蟲蓋，如此完美的分工真是令人讚嘆不已，然而每項實驗雖然沒有非常精密又昂貴的

儀器，但我們會用最簡單的方式、投入大量的時間研究，從中我們發現很多意想不到的結

果，我想這種收穫才是我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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