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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食蟲植物 

文╱劉藍玉 

圖╱Noah Elhardt、Veledan、Buel, J. W.、Nep Grower、Lee C.C.、劉藍玉 

摘要 

科學界有一句名言：「有規則，就會有例外」。這句話用在生物分類工作上尤

其正確。植物的傳統定義是「可以自行製造養分的生產者」；可偏偏就有一群植

物，身懷秘密武器，能捕食小型動物 （如昆蟲等小型節肢動物），以補充無法從

生存環境中攝取的氮類養分，成為一級以上的消費者。這群奇特的植物就是食蟲

植物，目前全世界已知約有 630 種左右，多半生長在貧瘠的酸性沼澤區，或是裸

露的岩石表面上。 

捕蟲植物的秘密武器就是它們的捕蟲陷阱，大致可以分成陷落式、捕蠅紙

式、快門式、幫浦式，以及單向開口式等 5 種類型的陷阱。捕蟲陷阱使用的捕捉

機制，又可以概分為主動和被動機制，或是化學和機械機制。採用被動式機制的

捕蟲陷阱，通常都要跟化學腺體配合，才能製造出足以吸引獵物前來的氣味；反

觀機械性的機制則幾乎適用於各類陷阱，這應該是因為機械性的機制使用的能量

較少，不像化學性的機制會牽扯到一連串酵素反應，需要耗用許多能量。 

最近在婆羅洲雨林裡對世界上最大的幾種豬籠草進行的研究，結果很出人意

料，研究人員在不少捕蟲囊積存的液體裡發現分解到一半的樹鼩大便，由此可

知，這些大型的食蟲植物，也會分解、吸收哺乳動物大便中的養分。更有趣的是，

每種豬籠草的捕蟲囊開口前端到內側蜜腺的距離，跟喜歡來拜訪這種豬籠草的樹

鼩體長密切相關。這樣的比例關係，讓科學家做出有趣的推測，認為樹鼩會以屁

股朝外的姿勢，趴在豬籠草的開口上，取食蜜腺分泌出來的蜜汁，而且還會邊吃，

邊把捕蟲囊當成馬桶，便便在裡面。哺乳動物的糞便裡，含有大量的含氮養分，

所以掉進消化液裡的樹鼩糞便，一樣會被消化掉，其中的含氮養分就可以被豬籠

草吸收、利用。 

環保意識抬頭後，人們一直強調資源回收的重要性；在大自然界，資源回收

的機制已經實際運作了幾億年，越貧瘠的棲地，資源回收得越徹底。看來人類要

向大自然學習的地方還多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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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界有一句名言：「有規則，就會有例外」。這句話用在生物分類工作上尤

其正確。植物的傳統定義是「可以自行製造養分的生產者」；可是偏偏就有一群

植物，身懷秘密武器，能捕食小型動物 （如昆蟲等小型節肢動物），以補充無法

從生存環境中攝取的氮類養分，成為一級以上的消費者。這群奇特的植物就是食

蟲植物，目前全世界已知約有 630 種左右，多半生長在貧瘠的酸性沼澤區，或是

裸露的岩石表面上。 

秘密武器—捕蟲陷阱 

捕蟲植物都有獨特的秘密武器，藉以捕捉或吸引捕食對象，再分泌消化液將

「誤入歧途」的小動物分解、吸收。這些秘密武器其實就是它們的捕蟲陷阱，大

致可分成五種類型(Williams, 2002)： 

一、 陷落式陷阱：採用這類陷阱的食蟲植物（例如豬籠草），多半會從葉端發展

出一個可以盛裝消化酵素或細菌的容器，容器上方通常會有一個像蓋子的

構造，不過這個蓋子並不會在昆蟲等小型節肢動物進入容器時閉闔，因為

其主要功能在於遮擋雨水，而非攔截獵物。 

二、 捕蠅紙式陷阱：採用這類陷阱的植物，葉片邊緣密布可分泌黏液的腺毛，

一旦獵物落在葉面時，就會立即被粘住；不過體型較大的獵物，仍然可以

輕鬆逃離。這些腺毛極為敏感，一旦被外物觸及，就會向內、向下運動，

造成葉片扭曲，將蟲壓制在扭曲的葉片之間，直到昆蟲逐漸被消化後，腺

毛才會恢復原狀。 

  

圖 1. 將獵物壓制在捲曲葉片間的捕蠅紙式

捕蟲陷阱（Noah Elhardt 攝）。 

三、 快門式陷阱：這類陷阱通常由兩瓣的葉組成，葉緣部分具有蜜腺，會分泌

蜜汁來引誘昆蟲靠近。昆蟲接觸到葉面後，一旦碰觸到位於葉瓣內側的感

覺毛兩次，兩瓣的葉就會迅速闔起來。葉緣上突出的刺毛，沒有感應功能。

但可以在葉片闔起來時，緊緊相扣的交互咬合，防止昆蟲脫逃。 

四、 幫浦式陷阱：這種陷阱就像長在枝芽末端的小囊袋，多數水生食蟲植物都

採用這種陷阱。小囊袋壁上的細胞會利用主動運輸的方式，把囊內的水或

其他小分子物質排出，使得整個囊袋因為中空而內陷。一旦水中的小型無

脊椎動物碰到內陷囊袋開口兩側的纖毛，就會造成槓桿運動，把囊袋口打

開，形成一股朝囊袋內流動的水流，將觸動纖毛的小動物沖進囊袋內。 



  

圖 2. 採用幫浦式陷阱的狸藻

（Veledan攝）。 

五、 單向開口式陷阱：這種陷阱專門用來捕捉水生單細胞生物，通常形成 V 字

型。獵物一旦進入陷阱開口，就會碰到大量朝內倒生的纖毛，逼得牠們無

法回頭，非得從 V 字型構造的兩臂朝內部移動，一直移動到 V 字型構造的

底部，被那裡的消化液分解為止。 

奇妙的捕蟲機制 

食蟲植物採用的五大類陷阱，使用到的捕捉機制大概可以分成主動和被動機

制，或是化學和機械機制。 

表 1. 食蟲植物捕蟲陷阱採用的機制及代表性植物 

 主動式 被動式 化學性 機械性 代表植物 

陷落式陷阱  ＊ ＊  豬籠草 

捕蠅紙式陷阱  ＊ ＊ ＊ 茅膏菜 

快門式陷阱 ＊  ＊ ＊ 捕蠅草 

幫浦式陷阱 ＊   ＊ 狸藻 

單向開口式陷阱  ＊  ＊ 螺旋狸藻 

採用被動式機制的捕蟲陷阱，通常都要跟化學腺體配合，才能製造出足以吸

引獵物前來的氣味；反觀機械性的機制則幾乎適用於各類陷阱，這應該是因為機

械性的機制使用的能量較少，不像製造化學性的機制會牽扯到一連串酵素反應，

需要耗用許多能量。 

陷落式陷阱是唯一沒有使用到機械性機制的陷阱，僅靠蜜腺分泌的蜜汁引誘

昆蟲前來，昆蟲進入捕蟲囊後，光滑的內側囊壁能防止昆蟲爬出，迫使其直接墜

進囊袋底部稍帶黏性的消化液裡。採用這種陷阱的豬籠草主要生長在雨林區，捕

蟲囊因此容易積水，如果囊內水滿了，掉進水裡的獵物就很容易逃走。所以這些

捕蟲囊都掛在葉片末稍，由葉片末稍延伸出去的捲鬚變形而成，如此一來，當這

些掛在葉稍捲鬚末端的囊內積水過重時，捲鬚就會承受不住重量而彎曲，造成捕

蟲囊傾斜，排出過多的水(Clarke & Lee, 2004)；另外，豬籠草捕蟲囊的頂端還有

一個像蓋子一樣的構造，可以遮擋雨水。 



 圖 3. 掛滿捕蟲囊的猪籠草。 

快門式陷阱的機械性機制跟含羞草類似，但是設計更為精巧。當獵物第一次

接觸到感覺毛，或未在 20 秒內對感覺毛造成連續刺激，葉片就不會有什麼動作；

但是如果在 20 秒內連續刺激感覺毛兩次，葉片就會在 0.5 秒內闔起來。跟含羞

草的閉闔機制相同，快門式陷阱的一連串反應也跟葉柄基部的電位差有關，當捕

蠅草接受到連續兩次碰觸刺激時，其葉柄基部就會產生大約 100 毫伏(mV)的活動

電位(action potential)。當活動電位差傳到葉片表面，葉片內側的水分就會迅速流

失，導致內外壓力不等，造成葉片閉闔(Hodick & Andreas, 1989; Williams, 2002)。

這樣需要 2 次刺激才會引發閉闔反應的精密機制，提高了捕蟲的準確性，避免不

必要的能量耗損。 

 

圖 4. 食蟲植物的快門式捕蟲陷阱，靠近兩瓣

葉內側者為感覺毛（Noah Elhardt 攝）。 

無盡的想像空間 

親眼看著食蟲植物捕捉獵物，總會讓人一陣毛骨悚然，而利奇博士(Dr. Carl 

Liche)在 1878 年提出的報告，更引爆人們對食蟲植物的無限遐想。在報告中，利

奇博士描述了一種生長在馬達加斯加島的食人植物，以及他親眼目睹這棵植物吞

掉一位年輕女性土著的經過(Buel, 1887)。可能因為這種土著生性殘忍，所以利奇

博士就眼睜睜的看著她被食人植物吞掉，而沒有拉她一把。 



 圖 5. 食人植物吞食人類的想像畫（Buel, J. W.繪）。 

雖然利奇博士的報導還有配上插圖，描繪土著被食人植物吞食的畫面，來提

高報導的可信度，可是不久之後，這篇報導還是被證實為徹頭徹尾的謊言。儘管

利奇博士說了謊，但這篇報導仍舊啟發了後世的文學家，在 60 年代創造出像是

《恐怖小店》(Little shop of horros)和《三腳樹傳奇》(The day of the Triffids），這類

描寫食人植物的作品，日後好萊塢科幻電影裡面的食人植物，也都是以這些作品

為雛型，發展出「新一代」的食人植物。 

物盡其用 

大自然一直在上演的演化戲碼，從來沒讓人失望過，食蟲植物的故事也一樣

有新頁，讓我們對自然界奉行物盡其用的精神十分佩服。 

 圖 6. 鳳梨科植物葉縫可以積水。 

雨林中的樹洞、折斷的中空竹莖、鳳梨科植物的葉縫，都可以儲存水份，這

些以靜水狀態存在的小水池，常常會成為很多小型動物的棲所，這類棲所被科學

家統稱為「容器棲所」(container habitat)。採用陷落式陷阱的食蟲植物，其捕蟲囊

也可以儲存水分，因此科學家也把捕蟲囊歸為容器棲所之一，研究其中的動物

相，結果發現以豬籠草捕蟲囊為棲所的動物群聚，已經使得小小的捕蟲囊成為自

成一格的小型生態系(Kitching, 2000)。 



婆羅洲的雨林裡生長著幾種世界上最大型的豬籠草，這些豬籠草的捕蟲囊可

以裝得下 2 公升的水，大到常讓人傳說它們可以捕食小老鼠。衝著這樣的傳聞，

克拉克博士(Dr. Charles Clarke)和他的同事們，決定好好調查一番，以確定捕蟲植

物是不是真的也可以捕食脊椎動物。幾個月下來，他們幾乎踏遍了婆羅洲西部的

豬籠草棲地，但卻沒有發現任何裝著老鼠屍體或骨頭殘屑的大型豬籠草，看來豬

籠草還是不能捕食脊椎動物。不過故事並沒有因此劃下句點，而是成為另一個故

事的開端，因為他們在踏查過程中，被這些豬籠草捕蟲囊的超大型開口引發了好

奇心—如果這些豬籠草不能捕食老鼠，那麼它們的捕蟲囊為什麼需要那麼大的開

口，大到足以讓老鼠失足跌落呢？ 

  

圖 7. 婆羅洲的大型猪籠草，Nepenthes 

rajah（Nep Grower 攝）。 

於是這群科學家開始收集每個大型豬籠草捕蟲囊裡的液體，看看這些豬籠草

到底吃些什麼。研究結果很出人意料，因為不少捕蟲囊積存的液體裡有分解到一

半的樹鼩大便（樹鼩是一種住在樹上、外型酷似老鼠和松鼠的小型哺乳動物），

由此可知，這些大型的食蟲植物，也會分解、吸收哺乳動物大便中的養分。 

  

圖 8. 趴在猪籠草捕蟲囊開口取食蜜汁的樹鼩

（Lee C.C. 攝）。 

大型豬籠草的捕蟲囊開口很大，囊口的蓋子也很大，並以 90 度角傾斜於捕

蟲囊開口的一側，而蓋子靠近開口的內側則有製造蜜汁的蜜腺。有趣的是，每種

豬籠草的捕蟲囊開口前端到內側蜜腺的距離，跟喜歡來拜訪這種豬籠草的樹鼩體



長密切相關(Clarke et al., 2009)。這樣的比例關係，讓科學家做出有趣的推測，認

為樹鼩會以屁股朝外的姿勢，趴在豬籠草的開口上，取食蜜腺分泌出來的蜜汁，

而且還會邊吃，邊把捕蟲囊當成馬桶，便便在裡面。哺乳動物的糞便裡，含有大

量的含氮養分，所以掉進消化液裡的樹鼩糞便，一樣會被消化掉，其中的含氮養

分就可以被豬籠草吸收、利用。 

環保意識抬頭後，人們一直強調資源回收的重要性；在大自然界，資源回收

的機制已經實際運作了幾億年，越貧瘠的棲地，資源回收得越徹底。看來人類要

向大自然學習的地方還多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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