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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有言︰「蚯蚓是自然界的農夫，牠們會不斷在土壤中挖洞，增加土壤的透水性，

並影響土壤的結構；牠們的排泄物更是天然的肥料，可改善土壤的質量，使植物

健康生長。」是次研究集中討論蚯蚓對、土壤、植物生長的關係，我們藉由種植

小白菜，配合不同實驗，觀察，藉此了解蚯蚓如何影響著上述的關係。今次的研

究結果顯示，蚯蚓對土壤的顏色、pH值、含水量、質地有直接影響，蚯蚓的存

在，對上述的關係有著正面影響。我們希望利用是次研究結果，鼓勵人們用蚯蚓

進行堆肥，減少使用化學肥料，為環保出一分力。 

(二) 研究動機   

「滴滴嗒嗒」的春雨聲在我的耳邊傳來，我在凝望著窗外，一路聆聽著悅耳的雨

聲，一路感受著春天的氣息。 

「唉吖，不知道校園花圃裡的植物會否被連綿大雨浸壊了?」 

我拉著數位同學一同走到花圃中查看，把在露天的小幼苗搬回到室內。怎料，我

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許多蚯蚓正慢慢地爬出泥土表面。」 

真想不到一盆小小的盆栽會居住了那麼多的蚯蚓，回常起廖老師的說話。 

「蚯蚓是益蟲、是農夫的朋友、是大自然的耕耘者。」 

我們真想知道蚯蚓是如何影響土壤和植物的生長呢! 

(三) 研究目的  

1.蚯蚓會否影響植物的生長。 

2.蚯蚓會否影響土壤的顏色、pH值、含水量、質地。 



(四) 研究設備與器材  

(一) 數碼相機 (四) 栽種盆 x 4 (七) 蚯蚓 x 240 (十) 泥土 

(二) 直尺 (五) 小白菜種子 (八) pH試紙 (十一)1cm
2
格仔紙 

(三) 離子水 (六) 濕度及溫度計 (九) 微波爐 (十二) 跳字磅 
 
(五) 研究過程及方法  

在 4月 13日至 16日，我們在校園的花圃中收集了約 240條蚯蚓，並種植了四盆

小白菜。我們根據蚯蚓的體形平均分到 2盆小白菜的栽種盆中﹔而另外 2盆小白

菜則沒有放入蚯蚓。在 4月 17日開始，在每天的放學後，進行觀察及記錄。分別

記錄四盆小白菜發芽的時間、生長情況、葉子、莖部的健康。 

可是，在種植實驗的第 12天，四盆小白菜都相繼枯萎了… 

我們決定進行第 2次的種植，實驗的方式大致相同，不同的是，我們將每盆植物

的蚯蚓數量減半為 60條，以便了解蚯蚓的多少對小白菜發芽，生長的影響。 

另外，在第 2次實驗 (5月 4日至 6月 1日)，我們亦記錄了四盆小白菜中的泥土

結構及成份有否不同，藉此了解更多蚯蚓的貢獻。因此，實驗亦從植物生長及土

壤結構及成份作為研究方向。 

(1) 蚯蚓的基本資料 

蚯蚓是對環節動物門寡毛綱類動物的通稱。它的身體兩側對稱，具有分節現

象；沒有骨骼循環系統是封閉式循環系統，消化管為一由前至後延伸的管狀

構造，排泄則經由肛門或腎管進行，喜愛食有機廢物。以皮膚呼吸，會從背

孔分泌黏液以保持皮膚的濕潤。(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究室，2009) 

http://www.google.com/url?q=http%3A%2F%2Fzh.wikipedia.org%2Fwiki%2F%25E7%258E%25AF%25E8%258A%2582%25E5%258A%25A8%25E7%2589%25A9%25E9%2597%25A8&sa=D&sntz=1&usg=AFQjCNGzfoOTICFhtOgIxWRLlAyxH2SMHg
http://www.google.com/url?q=http%3A%2F%2Fearthworm.zo.ntu.edu.tw%2Flabpage&sa=D&sntz=1&usg=AFQjCNElDXj7AdQYuT7W2jBSP2WdSppYsQ


(2) 小白菜的基本資料 

本次選用的小白菜屬於十字花科蕓薹屬作物，原產於中國。白菜由於

葉片較厚，致較耐雨淋，但根部不耐浸水，可全日照，適合排水良好

的肥沃砂質土壤，小白菜幾乎全年可種植，種子只需直撥在土中，用

手撥弄泥土使之均勻，每天澆水約 1-2 天即可發芽。幼苗需謹慎澆

水，約 30 天至 45 天後可採收。(養生食材栽種事典，2006) 

(3) 觀察及實驗方法： 

1.用智能電話的測光程式，量度環境的亮度 2.用肉眼觀察小白菜葉面的顏色及大小 

3.選取最高的枝葉，用直尺量度它的高度 4.用 pH試紙測量土壤的酸鹼度 

5.用濕度計量度空氣及泥土的濕度 6.用溫度計量度空氣及泥土的溫度 

7.運用微波爐進行含水量實驗 8.運用瓶子進行土壤質地實驗 

 
 
(4) 種植小白菜實驗 (4月 17日 至 4月 28日) 
不變項 變項 

每天澆水 2次 

每次約 50毫升 
日照時間 
環境濕度 
每盒植物 15棵種子 

植物(1) 約有 120數蚯蚓 

植物(2) 約有 120數蚯蚓 

植物(3) 沒有蚯蚓 

植物(4) 沒有蚯蚓 

 
(5) 觀察葉子狀態記錄 

是次實驗，我們觀察種子發芽的情況，並依從葉子的外觀、包括面積、顏色、高

度來作研究，了解蚯蚓如何改變葉子的狀態。實驗結果如下： 



 
植物(1) 有蚯蚓 (120條) 

日數 日期 葉子面積 葉子顏色 高度 備註 

第二天 18-4-2015 --- --- 5mm 種子發芽 

第四天 20-4-2015 40mm2 翠綠 30mm 大部份種子成功發芽 

第五天 21-4-2015 70mm2 翠綠 38mm --- 

第六天 22-4-2015 90mm2 翠綠 45mm --- 

第七天 23-4-2015 100mm2 翠綠 50mm --- 

第八天 24-4-2015 150mm2 淡綠 55mm 莖部微嚴重曲向下 

第十一天 27-4-2015 100mm2 黃 57mm --- 

第十二天 28-4-2015 90mm2 枯黃 57mm 大部份小白菜枯萎 

 
植物(3) 沒有蚯蚓 

日數 日期 葉子面積 葉子顏色 高度 備註 

第三天 19-4-2015 --- --- 5mm 種子發芽 

第四天 20-4-2015 18mm2 青綠 15mm 小部份種子成功發芽 

第五天 21-4-2015 42mm2 翠綠 25mm 莖部微微彎曲向下 

第六天 22-4-2015 50mm2 翠綠 30mm --- 

第七天 23-4-2015 70mm2 淡綠 35mm 莖部微嚴重曲向下 

第八天 24-4-2015 100mm2 淡綠 42mm --- 

第十一天 27-4-2015 100mm2 黃 47mm --- 

第十二天 28-4-2015 80mm2 枯黃 45mm 大部份小白菜枯萎 

 
(*植物(2)與植物(1)數據相若  **植物(3)與植物(4)數據相若) 
 

植物(1)和(2)的相片 
   

防止小鳥吃了幼苗 大部份種子成功發芽 小白菜生的很荗盛 
 

 

植物(3)和(4)的相片 
   

小部份種子成功發芽 小白菜微微彎曲向下 小白菜都枯萎了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newwindow=1&espv=2&q=%E8%8D%97%E7%9B%9B&spell=1&sa=X&ei=hHpoVZGKGouG8QXH84KoAg&ved=0CBkQvwUoAA


 

(6) 我們從第一次種植的觀察結果及總結 

有蚯蚓的小白菜 沒有蚯蚓的小白菜 

 種子較早發芽，情況良好，成功率高 

 葉子的顏色翠綠，面積都較大 

 葉子的莖部較高 

 種子較遲發芽，情況良好，成功率較低 

 葉子的顏色青綠，面積都較細 

 葉子的莖部較矮 
 

我們發現蚯蚓對小白菜的生長有著明顯的影響，有蚯蚓的兩盆小白菜的發芽時間

都比沒有蚯蚓的小白菜要早，而且從葉子的外觀觀察結果顯示，有蚯蚓的小白菜

都長得較為健康。 

在種植實驗的第 12天，四盆小白菜都相繼枯萎了，我們推測可能是以下的原因︰ 

6.1 天氣因素 

為防止小白菜的幼苗會比小鳥吃掉，我們用綠色的格網稍為遮蓋著植物。或許這

原因，植物得不到足夠的陽光，導致枯萎。另外，在 4月 26、27日等日子都曾經

刮起狂風大雨，小白菜的幼苗可能因此被摧毀了。 

6.2 人為因素 

我們替小白菜灌溉時，因水的衝力過大，有些組員曾經弄斷一些小白菜的幼苗。 

6.3 幼苗太多 

植株之間過密，導致幼苗得不到足夠的養分。 

(7) 第二次種植的準備 

7.1 改放植物位置及教導灌溉正確方法 

為防止植物被小鳥吃掉，我們不再用綠色格網，而是改放植物的位置。此舉，同

時避免植物被暴雨傷害。另外，老師教導組員灌溉時，應在植物的周邊灌溉。 



7.2 種子的數量減為 5棵 

為確保每棵幼苗都有充足的養分，我們決定將種子數量減少。 

7.3 蚯蚓的數量減半為 60條 

為進一步了解蚯蚓對種子發芽及生長的影響，我們改變蚯蚓的數量為每盆 60條。 

7.4 觀察土壤狀態記錄 

我們將會觀察土壤的外觀及測試 pH值、質地、含水量等，了解蚯蚓如何影響土壤

的結構及成份，讓種子健康發芽及成長。 

(8) 種植小白菜實驗 2 (5月 4日 至 5月 30日) 

不變項 變項 

每天澆水 2次 

每次約 50毫升 
日照時間 
環境濕度 
每盒植物 5棵種子 

植物(1) 約有 60數蚯蚓 

植物(2) 約有 60數蚯蚓 

植物(3) 沒有蚯蚓 

植物(4) 沒有蚯蚓 

 

(9) 觀察葉子狀態記錄 

是次實驗，我們再次觀察種子發芽的情況，並依從葉子的外觀、包括面積、顏

色、高度來作研究，了解蚯蚓如何改變葉子的狀態。實驗結果如下： 

植物(1) 有蚯蚓 (60條) 
 

日數 日期 葉子面積 葉子顏色 高度 備註 

第二天 6-5-2015 --- --- 5mm 種子發芽 

第四天 7-5-2015 24mm2 翠綠 26mm 全部種子成功發芽 

第八天 11-5-2015 50mm2 翠綠 55mm --- 

第十一天 14-5-2015 75mm2 翠綠 65mm --- 

第十五天 18-5-2015 95mm2 翠綠 70mm --- 

第十八天 21-5-2015 120mm2 翠綠 72mm --- 

第二十三天 26-5-2015 160mm2 翠綠 75mm --- 

第二十七天 30-5-2015 190mm2 翠綠 80mm 莖部微曲向下 

 



植物(3) 沒有蚯蚓  
 

日數 日期 葉子面積 葉子顏色 高度 備註 

第三天 4-5-2015 --- --- 5mm 種子發芽 

第四天 7-5-2015 16mm2 翠綠 22mm 大部份種子成功發芽 

第八天 11-5-2015 42mm2 翠綠 49mm --- 

第十一天 14-5-2015 68mm2 翠綠 60mm --- 

第十五天 18-5-2015 87mm2 翠綠 70mm --- 

第十八天 21-5-2015 106mm2 翠綠 80mm --- 

第二十三天 26-5-2015 148mm2 翠綠 90mm 莖部微微曲向下 

第二十七天 30-5-2015 169mm2 翠綠 95mm 莖部微微曲向下 

 

(*植物(2)與植物(1)數據相若  **植物(3)與植物(4)數據相若) 

 
植物(1)和(2)的相片 

   

大部分種子都成功發芽 小白菜正健康生長 小白菜微微彎曲向下 
 

 

植物(3)和(4)的相片 
   

大部分種子都成功發芽 小白菜正健康生長 小白菜微微彎曲向下 

(10)我們從第二次種植的觀察結果 (葉子) 

有蚯蚓的小白菜 沒有蚯蚓的小白菜 

 種子較早發芽，情況良好 

 葉子的顏色翠綠，大小正常 

 葉子的莖部較高 

 種子較遲發芽，情況良好 

 葉子的顏色翠綠，大小正常 

 葉子的莖部較高 
 

與第 1次實驗比較，有蚯蚓的兩盆小白菜都是較早發芽，但在生長情況，葉子在

顏色、大小、莖部等方面都沒有明顯分別，這可能與蚯蚓的數量不夠多有關。 



(11) 觀察土壤狀態記錄 
是次實驗，我們依從土壤的外觀，pH值、質地、含水量來作研究，了解蚯蚓如何

改變了土壤的結構及成份。實驗進行日期分別為 11/5、15/5、20/5及 27/5 ，共

4天。由於當中的土壤質地、含水量測試需要較多泥土作測試，因此，這部份將

會於 27/5進行。實驗結果如下： 
有蚯蚓的小白菜栽種盆 

日期 11/5/2015 15/5/2015 20/5/2015 27/5/2015 

土壤

的 

外觀 

 

 

 

 

 

 

 

  

土壤

的 

pH值 

 

 

 

   

 pH值在 8左右,帶

點藍。屬微鹼性。 
pH值在 7.5與 8之間,

帶點藍。屬微鹼性。 
pH值在 8左右,屬

微鹼性。 
pH值在 8.5與 9

之間,屬鹼性。 
沒有蚯蚓的小白菜栽種盆 

日期 11/5/2015 15/5/2015 20/5/2015 27/5/2015 

土壤

的外

觀 

    

 

土壤

的 pH

值 

 

 

 

   

 pH值在 7.5與 8之

間，屬微鹼性。 
pH值在 7左右，屬中

性。 
pH值在 7左右，屬

中性。 
pH值在 7左右，屬

中性。 



我們從泥土的觀察發現 

有蚯蚓的小白菜土壤 沒有蚯蚓的小白菜土壤 

 土壤呈棕色 

 泥土顆粒較幼細 

 泥土水份較高，黏性較強 
 pH值在微鹼性與鹼性之間 

 土壤呈棕色 

 泥土顆粒較大 

 泥土鬆散 
 pH值在中性之間 

 

(12) 土壤質地的實驗 

我們從兩盆泥土中分別拿取 300克的土壤裝進量杯中，再加入 500ml的離子水，

用棒子攪和，然後靜置 6小時，讓土粒沈澱。觀察並記錄各土層的高度，發現以

下結果： 

 

 

 

我們從土壤質地的實驗觀察發現 

土壤的砂含量相若，但有蚯蚓的土壤壤土成份較沒有蚯蚓的土壤壤土成份高出 1

厘米。同時，前者的黏土成份亦較後者的高出 0.1厘米。 

 

有蚯蚓的小白菜土壤 沒有蚯蚓的小白菜土壤 

 

 

 

 

砂：0 - 2.5厘米     約高 2.5厘米   

壤土：2.5 - 5厘米   約高 2.5厘米 

黏土：5 - 5.3厘米   約高 0.3厘米 

砂：0 - 2.5厘米     約高 2.5厘米 

壤土：2.5 - 4厘米   約高 1.5厘米 

黏土：4 - 4.2厘米   約高 0.2厘米 



(13) 土壤水份的實驗 

我們從兩盆泥土中分別拿取 100克的土壤放到微波爐中以同樣溫度加熱三次，每

次 3分鐘，然後秤重，並記錄土壤的重量，以測試它們的含水量，結果如下： 

 

 

 

我們從土壤水份的實驗觀察發現 

有蚯蚓與沒有蚯蚓的土壤重量於加熱後亦有所下跌。可是，前者下跌的百分比較

後者的平均及穩定。這代表了有蚯蚓的小白菜土壤的保水能力較高。 

(六) 討論︰蚯蚓對泥土的貢獻 

1. 改變了土壤的結構 

在實驗當中，我們發現了有蚯蚓的土壤的壤土及黏土比率較高。學者賀淹才(2004)

指出，壤土有適當比例的各類土粒，保水力，保肥力均適中，空氣與水流動適

中，適合較多類型的作物生長。 

2. 蚯蚓糞具保水的功能 

在實驗當中，我們發現了有蚯蚓的土壤具有較佳的水份保存。學者賀淹才(2004)

指出蚯蚓的鑽動活動可使土壤中構成很多縱橫交錯的道路，而道路會被排出的蚯

蚓糞粒而填充。蚯蚓糞本身是極好的團粒結構，保水能力強。因此，增加了土壤

有蚯蚓的小白菜土壤 沒有蚯蚓的小白菜土壤 

首次加熱 剩重 80克 下跌 20% 首次加熱 剩重 50克 下跌 50% 

第二次加熱 剩重 60克 下跌 25% 第二次加熱 剩重 45克 下跌 10% 

第三次加熱 剩重 50克 下跌 17% 第三次加熱 剩重 43克 下跌 4.5% 
  



滲水量與團粒的穩定性，減少土壤沖刷的流失，對於水土的保持有相當功效，利

於農作物生長發育。 

3. 提高作物產量 

研究發現蚯蚓糞可以改善了土壤的水份及土壤情況，提供了更有利植物生長的條

件。同時，蚯蚓糞可以刺激植物對養份的吸收及同化能力，有助植物的枝葉及根

部的成長(崔玉珍等，1998)。正如我們的實驗一樣，有蚯蚓的小白菜的生長狀況

都較沒有蚯蚓的理想。 

(七)結語 

是次種植實驗讓我們親身感受到蚯蚓的生命力，體積小小的牠們，原來對植物生

長、土壤的改善都起了奇妙的作用。現今環保意識抬頭，或許蚯蚓的默默耕耘，

有一天可全面取締化學肥料，為大眾提供優質的土壤，並減輕地球沉重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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