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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鳳梨是多年生單子葉草本植物，可再細分為三個亞科，分別為地生型鳳

梨、積水型鳳梨及空氣型鳳梨，本研究主要是觀察空氣型鳳梨(Tillandsia capitata)

葉子表面氣孔與毛狀體分布密度、氣孔開閉，還有根部及葉子維管束吸水的模

式。結果發現此種空氣鳳梨的氣孔只分布在下表皮，主要在晚上開啟，而葉子

的毛狀體大多分布在上表皮與基部。另外，根部似乎不具輸導能力，僅靠葉子

的毛狀體吸收水份。而分布在葉表的毛狀體的鱗片還具有毛細作用的功能，可

以將葉子尖端的水份傳輸到葉子基部，形成類似積水型鳳梨的集水效果，水份

主要由基部的毛狀體進入至維管束內，再由下而上的蒸散作用產生拉力，推測

此種空氣鳳梨可能主要是藉由夜晚氣孔打開時進行水份的輸送。 

 

壹、研究動機  

 屏東是鳳梨的著名產地，有些同學家甚至是以此為生。另外我們也對此類

CAM 植物很有興趣，再加上查了一些相關資料及實驗報告後，對鳳梨科特殊

的吸水方式感到興趣，後來發現有一類空氣型鳳梨雖然不需要種在土裡，但是

竟然可以適應炎熱的環境，我們覺得太神奇了！此外，在課本中瞭解到很多有

關植物吸水以及水分在根部運輸的方式，所以希望能進一步探討空氣鳳梨如何

進行水份的吸收與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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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目的 

(一) 探討空氣鳳梨氣孔密度與開閉的時間  

(二) 探討空氣型鳳梨葉子毛狀體的構造與分布情形 

(三) 探討空氣型鳳梨葉子毛狀體吸收水的路徑 

二、相關資訊 

空氣鳳梨是鳳梨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原產於美國南方及中南美州。它

們與大部份的植物不同之處為根系不發達，僅提供固定作用，真正吸收水及養

分的器官是葉片，因此，它們不需要長在土中，只要接收點雨水或吸收空氣中

的濕氣便可生存，在原生環境中，它們多附生或垂掛於樹幹或石頭、甚至於電

纜線上。  

空氣鳳梨外觀，常泛著銀白色光澤，這是因為有適應環境的利器—毛狀

體的原因。毛狀體是一種葉毛細胞，由表皮細胞特化而來，可以折射掉過強的

陽光，提供光保護(photo-protection)的功能，具有減少水份散失與降溫的效果。

同時毛狀體還能吸收空氣中濕氣與養分，使在枝椏上的空氣鳳梨得以生長(梁

和顏，2015)。 

        此種 Tillandsia capitata 是一種園藝種的空氣鳳梨。 在空氣鳳梨當中，卡

比他他算是常見，也常有人討論的種類之一。光是它的中文名字「卡比他他」

就讓人覺得新鮮。臺灣所引進的空氣鳳梨種類名稱大多是約定成俗的名字，其

中不少會讓人匪夷所思。雖然學界曾有人命名過一些種類，但這些名字在市場

上流通並不多，更別說那些沒被學界命名過的種類了。這些在臺灣市場中流通

的名稱中，「卡比他他」是其中直接採用拉丁文學名發音的。這種鳳梨的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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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capitate 是「頭狀的」的意思，是形容它的花序呈頭狀，有人因此戲稱它是

有頭的空氣鳳梨。不過這個特徵要在它開花的時候才看的到。卡比他他空氣鳳

梨的天然分布從墨西哥到中美洲的宏都拉斯與多明尼加，西印度群島中的古巴

也可見到，從平地到海拔高度 2500 公尺的地方都有它的蹤跡 (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網站)。至於我們為何選擇此種空氣鳳梨為實驗材料，主要是由於相對於

其他種而言價格較低，且其葉片大較易採樣，尤其是其毛狀體發達較容易觀

察 。 

 

參、研究設備與器材 

一、實驗器材： 

      培養皿(個)、燒杯(數個)、保鮮膜(一捲)、鑷子(支)、 解剖刀、刀片(數

片)、蓋玻片(數片)、載玻片(數片)、滴管(數支) 、手套(數雙)、解剖顯微鏡(一

台)、光學顯微鏡(一台)、數位顯微鏡(一台)、桌上型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手提

電腦、水氧加濕機(加濕量: 250-350 ml/h)、空氣鳳梨(數十株)、嘉得麗雅蘭、指

甲油(一罐)、紗布。 

二、實驗藥品：  

        甲基藍染劑、優碘、水溶性色素(紅色墨水一瓶)、0.5% safranin O in 50% 酒

精、 0.1% fast green in 95% 酒精、50% 70% 85% 95% 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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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探討空氣鳳梨葉子氣孔密度、開閉時間與毛狀體的分布情形  

 1.  於採集時間點將指甲油反覆厚塗在葉表皮上，每 6 個小時採樣一次，其中

夜間每 2 小時採樣一次。採樣部位分葉子的中間部位與基部，因為葉尖較不容

易撕取表皮，因此未採樣此部位。 

 2.  待指甲油乾後，以解剖刀和鑷子撕取一層細胞之厚度。 

 3.  置於顯微鏡下觀察，拍照並且計數不同部位，單位面積的毛狀體與氣孔數

目，單位面積是指在特定倍率下(100X)的照片影像，長*寬各為 1100*550 um。

此外，也記錄並比較各個時段氣孔開閉之情形。 

 

二、探討空氣鳳梨葉子表面毛狀體的構造 

1. 撕取空氣鳳梨的葉子表皮組織，置於載玻片上， 以光學顯微鏡進行毛狀體

構造的觀察並拍照。 

2. 切取幾小塊空氣鳳梨的葉片，置於掃描式顯微鏡的座台上，進行毛狀體的表

面與橫切面細部構造之觀察。  

 

三、探討空氣鳳梨根與葉子橫切面的構造 

1. 根及葉的橫切面構造之觀察。  

將根及葉橫切薄片之後放入載玻片中，滴一滴甲基藍染劑，蓋上蓋玻片，用水

洗去染劑，並在顯微鏡下進行觀察及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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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根及葉橫切薄片之後放入載玻片中，滴一滴碘液作為染劑，蓋上蓋玻片，

用水洗去染劑，並在顯微鏡下進行觀察澱粉粒的分布及拍照。 

3. 切取幾小塊空氣鳳梨的根與葉片橫切，置於掃描式顯微鏡的座台上，進行表

面與橫切面細部構造之觀察。  

4. 將空氣鳳梨與嘉得麗雅蘭葉橫切薄片之後放入 50% 酒精固定 2-4 小時，之後

以 0.5% safranin O in 50% 酒精染色 3 小時，經過酒精序列脫水後 (50% 70% 85% 

95% 酒精，分別浸泡約 10 分鐘)，再以 0.1% fast green in 95% 酒精染色 1 分鐘，

最後以 95% 酒精清洗 2-3 次各 10 分鐘，放置顯微鏡底下觀察並拍照。 

 

四、探討空氣型鳳梨根部與葉子吸收水的方式 

1. 根部吸水及葉子吸水的比較。 

將紅墨水分別吸出 50ml 於燒杯中，加入 50ml 的蒸餾水稀釋(1:1 的比例充分攪

拌至均勻)，之後將空氣鳳梨分別放入： 

A (紅)只將根浸泡在溶液中。 

B (紅)只將葉尖大約 0.5 公分浸泡在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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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切片前處理之測試 

 (1). 先取下一片葉子，再將其用衛生紙以沾吸的方式將顏料擦乾之後再切 (並

切除原先那一個切面)。 

 (2). 先取下一片葉子，再將其用水沖 30 秒，並將顏料吸乾之後再切 (並切除原

先那一個切面)。 

發現：以第一個作法比較不會有顏料在洗的時候被沖掉，影響觀察色素分布的

情形。因此採用處理(1)的方式進行切片。 

3. 切片後處理之測試 

(1). 將切片置於載玻片上，滴一滴水並蓋上蓋玻片觀察。 

(2). 將切片置於載玻片上，不滴水並直接蓋上蓋玻片觀察。 

發現：以第二個作法比較不會有水溶性顏料被溶出擴散的情形。因此採用處理

(2)的方式進行鏡檢。 

4、空氣鳳梨根部與葉子水分運輸速率的觀察，每小時進行觀察及採樣至葉子

表面吸滿紅墨水。之後取出作根部及葉子的橫切觀察。觀察切片表面與內部紅

色素分布情形並作記錄，以推測水分在維管束運輸的狀況。 觀察時間分為白

天時段與晚上時段，白天時段為早上 11:00-17:00 (溫度 25 度 C，濕度 70%)，晚

上時段為午夜 12:00-04:00 (溫度 25 度 C，濕度 90%)的觀察。 

 

五、 探討空氣型鳳梨葉子毛狀體吸收水的路徑 

1、取一片空氣鳳梨葉子，在葉子中間部位以浸泡過紅墨水的紗布包著，觀察

色素毛細作用的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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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過 10-20 分鐘的時間採樣一次，分別切取包著紅墨水紗布的上方與下方部

位。 

3、取其橫切，置放在顯微鏡下，觀察毛狀體吸入紅墨水分布情形，以判斷水

份輸送的方向性。取新的葉子重複此實驗三次。 

 

六、 探討空氣型鳳梨葉子毛狀體吸收霧氣的路徑 

1. 取數片葉子固定在燒杯內，使其懸空且不碰觸杯壁也不碰到水氧加濕機。 

開啟加濕機，並在裡面加入紅墨水溶液(與蒸餾水 1:4 比例)。每隔三十分鐘切

片觀察結果，如圖(A)。 

2. 以培養皿在裡面加入紅墨水溶液(與蒸餾水 1:4 比例)，取數片葉子放置在旁

並且以葉尖部位吸取紅墨水，作為霧氣吸收路徑的比較。每隔三十分鐘切片觀

察結果，如圖(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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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探討空氣鳳梨葉子氣孔密度、開閉時間與毛狀體的分布情形  

1. 於初步觀察時發現，此種空氣鳳梨的葉表呈現銀白色是因為布滿杯狀鱗片的

毛狀體(A)，進一步撕其表皮觀察，同時具有兩類特化的細胞在表皮上，即氣

孔與毛狀體(B)。                        

 

2. 空氣鳳梨葉子上表皮氣孔在中間部位與基部位置，單位面積的數量皆為

零。而下表皮氣孔中間部位較基部為多。 

  

3. 氣孔於傍晚 18:00 時發現有較高比例為開啟的狀態，並且於午夜 24:00 時為開

啟高峰，清晨 6:00 時至中午 12:00 時發現有較高比例為關閉。下圖(A)為氣孔

關，(B)為氣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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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中不同時段的氣孔開閉，每六個小時採樣一次。 

 

夜晚到清晨的氣孔開閉比例，每兩個小時採樣一次。 

 

4. 上表皮之毛狀體較下表皮單位面積多約 1/2 – 1/3。此外，基部位置之毛狀

體無論是上下表皮皆是分布數量高於葉中間部位。 



 10 

 

二、探討空氣鳳梨葉子毛狀體的構造 

1. 毛狀體從上而下總共可分為三個部分：(A) 外圈的鱗片(wing)與 16 個細胞

(ring cells)圍成一圈 (B) 內圈的中央盤細胞(central disc cells)與 8 個細胞(ring cells)

圍成一圈 (C) 下層的凹陷細胞(dome cells)。若施以外力，外圈及內圈的部分可

能會依程度不同而脫落，僅剩下底部的凹陷細胞。 

 

2. 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可發現毛狀體的鱗片層層相疊，相當緊密(A)，

鱗片的紋路為輻射狀平行排列。中央皆為十字型圖樣(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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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毛狀體的橫切面可見為漏斗型的構造(A)，包含由上而下，依次由大而小有

三層細胞，稱為拱頂細胞(dome cells)，兩邊可見還有伴隨漏斗狀傾斜在側邊的

細胞(B)。 

 

4. 在拱頂細胞與其兩側之細胞均可見一些小孔，這些孔道可能是類似原生質絲

的細胞間隙(A)(B)，如箭頭所示。比例尺皆為 20 um。 

 

三、 葉子的橫切面構造 

1、 葉子的甲基藍染色觀察 

(1) 橫切面可以看到中央部位染成深藍色的維管束，木質部的導管朝向上表

皮，韌皮部朝向下表皮，周圍是支持作用的厚壁細胞(B)。 

(2) 上下表皮細胞的下方，是透明的葉肉帶，中間葉肉帶才具有較密集的綠

色葉綠體(A)，且上層透明帶較下層透明帶厚。除維管束(B)之外，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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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顯的氣室與之相間排列。此外，氣室內具有不規則形狀的網狀立體

排列細胞，細胞內也具有許多葉綠體(C)。 

 

2. 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空氣鳳梨的葉子橫切面(A)，以及維管束的局部放

大圖(B)，發現中央部位的木質部導管管徑較韌皮部篩管大，且周圍具有厚壁細

胞圍繞。 

 

3. 葉鞘部位的甲基藍染色觀察，發現在此處上下表皮皆缺乏毛狀體的分布

(A)。此外，維管束與上下表皮之間距較近(B)。 

 



 13 

4. 染碘液之後，發現在葉子的中間地帶，出現許多紫黑色的澱粉粒(A)，然而

在根部卻看不到此種現象，此處也是葉綠體分布較密集之處(B)，顯示光合作用

的產物醣類，就近儲藏於此，而不是運送到根部。 

 

 5. 染番紅(safranin)和固綠(fast green)的結果顯示，除了維管束的厚壁細胞外，空

氣鳳梨上下表皮細胞部位，尤其是毛狀體的杯狀構造，皆有細胞壁加厚的現象

(A, B)，番紅可以染植物次生細胞壁(如木質化、木栓化的組織)，如圖中染成的

紅色部位。另外，加得麗雅蘭的表皮細胞則無此現象(C)。 

 

 

四、根部的構造與吸收水份的路徑 

1. 由莖部往下橫切，可見葉子基部的葉鞘包圍著莖(A)，於中間部位莖的維管

束呈現散生分布(B)，在莖周圍的初生根仍保有單子葉根的正常型態(C)，次生

根有加粗的厚壁細胞生成，且內皮細胞似乎已經退化不見，取而代之的是環狀

的空洞與中間一小部分的髓與維管束(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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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空氣鳳梨的根橫切面，周圍有加粗的厚壁細胞

(A)，內部呈現環狀的空洞與中心部分可見具有網紋狀的導管(B)。根部外觀呈

現粗糙有空隙的表皮(C)，與放大圖(D)。 

 

 

3. 根部原本的橫切面(A)。經過浸泡紅墨水 1 小時、2 小時、24 小時及 72 小

時，發現只有根部的厚壁細胞 (C)及中間部位的導管細胞(D)具有色素，但是無

法運送到葉子，葉子基部切片並無吸收染料(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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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葉子毛狀體的吸收水份的路徑 

1、以葉尖 0.5 公分沾吸紅色素，發現色素會藉由毛細現象染紅上表皮，稀釋後

的紅墨水速度較快，由葉尖至葉子基部只需 20-30 分鐘，未稀釋的紅墨水因濃

度較高，速度較慢，約需要 2-3 小時。紅墨水沿著上表皮至葉子基部後會染紅

葉基下表皮，接著再使其他葉子上表皮繼續變紅(A)，此種利用毛細現象的運

輸方式，可使整株植物葉面沾滿水份，尤其是葉子的上表皮與基部的下表皮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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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白天經過不同時間將葉片橫切，包括葉尖、葉中與葉基部分，分別是 1 小

時、2 小時、24 小時、72 小時，結果發現短時間內 (1-2 小時) 紅色墨水位在表

皮與透明葉肉附近，未進入維管束內，約經過 24 小時後，才在維管束內可見

到明顯的紅色墨水，葉鞘部位則沒有染上紅墨水。O 代表有紅色出現，X 代表

無紅色出現。 

 

1-2hr 表皮 透明葉肉 綠色葉肉 維管束 

葉鞘浸溶液 X X X X 

葉基浸溶液 O O X X 

 

 

 
經過 24-72 小時的觀察切片，可在上表皮及維管束中觀察到紅色染劑出現(A)，

與局部放大維管束(B)。 

 

 

3. 將染劑直接沾棉花包在葉子中間位置，水平放置葉子，並觀察水份向上、下

傳輸速度 ，我們發現從葉子表面向上輸送水份較向下方向快。 



 17 

 

由中間傳至葉基速度 ＞ 由中間傳至葉尖速度 

由中間傳至葉基速度 ＜ 由中間傳至葉尖速度 

由中間傳至葉基速度 ＜ 由中間傳至葉尖速度 

 

30min 表皮 透明葉肉 綠色葉肉 維管束 

葉中至葉基，葉基橫切 O O X X 

葉中至葉尖，葉尖橫切 O O X X 

 

4.白天與晚上吸水的觀察比較 

(1) 葉子表面毛細現象的吸水速度，發現午夜的速率較快，最後的葉鞘因為無

法吸附紅墨水，造成無法到達 100%。(以紅墨水占葉面的比例代表吸水速率%) 

 

(2) 白天自葉尖吸紅墨水進入不同部位的狀況。 

A、上表皮在第一個小時就全部染色，下表皮則是直到六小時才完全被染色。 

B、在六小時的觀察時間內，綠色葉肉並不會被染色。 

C、紅墨水是從葉基和葉尖進入透明葉肉帶，至第四個小時完全進入。 

D、紅墨水是從葉基先進入維管束，至第六個小時整片完全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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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午夜自葉尖吸紅墨水進入不同部位的狀況。 晚上十二點開始 

A、上表皮在第一個小時就全部染色，下表皮則是直到三小時才完全被染色。 

B、在觀察時間內，綠色葉肉不會被染色。 

C、紅墨水是從葉基和葉尖進入透明葉肉帶，至第三個小時完全進入。 

D、紅墨水是從葉基先進入維管束，至第四個小時完全進入。 

 

(4) 白天與午夜之比較，自葉尖吸紅墨水，到空氣鳳梨葉基處，進入不同部位

的時間狀況(只看葉基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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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表皮毛細現象較旺盛，吸水速率遠大於下表皮，而下表皮晚上的毛細作

用較白天旺盛。 

B、 不管是透明葉肉帶或是維管束，午夜的吸水速率大於白天的吸水速率。 

 

 

六、 探討空氣型鳳梨葉子毛狀體吸收霧氣的路徑 

1. 噴霧路徑實驗：三十分鐘時， 葉基已經有紅墨水進入維管束，葉中只有邊緣

處有進入維管束，葉尖也是已經有紅墨水進入維管束。推測霧氣路徑：由葉基

和葉尖的毛狀體進入至維管束。 

2. 吸水路徑實驗：三十分鐘時， 葉基已經有紅墨水進入維管束，葉中並沒有紅

墨水進入維管束，葉尖則只有邊緣有紅墨水進入維管束。推測水分路徑：由毛

狀體的毛細作用輸送水分至葉基，再由葉基毛狀體進入維管束，且由葉基維管

束傳到葉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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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氣孔及毛狀體的分布密度與氣孔開閉情形 

1. 在塗指甲油的採樣過程，可能因為植物葉表之毛狀體過度密集，而難以

使位於較底下的氣孔能夠被固定起來，因此關閉的氣孔數較多。 

2. 在表皮細胞的觀察發現，葉子基部之毛狀體數量遠多於葉子中間部位之

毛狀體，推測該部分可能有較強之吸水功能。在我們觀察到的毛細現象—

葉表面的輸水路徑，也可以得到印證，產生類似積水型鳳梨的功能，在基

部的水份進入維管束之後，也能有利於水份在木質部的向上運輸。 

3. 配合此類 CAM 植物，氣孔主要在夜間打開，產生水份的蒸散作用，可

能成為促進水份進入維管束中的主因。但根據我們的實驗觀察，在白天氣

孔也不是全部關閉，仍有少數比例的氣孔是打開的，推測可能是為了白天

光反應的氣體釋放或是維持小部分水份的蒸散作用。 

4. 有研究認為毛狀體有另一功能為減少強光的傷害，生長在沙漠高溫少雨

溫差大的環境下，蠟質的鱗毛可反射掉光線，達到降溫的效果 (Pierce et al. 

2001, Pierce 2007)。然而此種 Tillandsia capitata 毛狀體的鱗毛屬於親水

性，不具蠟質成分，可能除了阻擋強光或降溫之外，提供吸水性強的毛細

作用更有助於其適應缺水的環境。 

 

二、葉子毛狀體的吸收水份的路徑 

1. 空氣鳳梨的根部已經有退化現象，缺乏內皮與完整的維管束等構造，主

要僅剩厚壁細胞用來支撐植物體。實驗中根部的紅墨水無法吸收至葉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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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根也不具儲存澱粉的功能，可見不論是木質部的水份運輸，或是韌皮部

的養分輸導，都與根部較無關連。 

2. 毛狀體取代根的吸收水份或養分的功能，推測應該有類似根部內皮細胞

的管制哨功能，一般植物根部水份與無機鹽類的吸收路徑有二：一為離質路

徑，即經由細胞壁，另一為共質體路徑，即走原生質絲，可選擇性的使特定

的無機鹽類進入細胞內。從掃描式電子顯微鏡的觀察發現，在毛狀體漏斗狀

的拱頂細胞壁上有許多孔洞，可能是作為管制物質進入的共質體路徑。同

時，在染番紅(safranin)的葉子橫切中也發現，毛狀體可能具有次生細胞壁(木

質化或木栓化)的情形，因此推測毛狀體此種成分與構造也是造成水份延遲

進入葉內維管束的因素之一。 

3. 由實驗的結果可知，葉表毛狀體越多，毛細作用吸水速率越快，但是無

論吸水的快慢，由葉尖吸水並不會使葉鞘染紅，而透明葉肉則是因為由細胞

壁滲入而較快有色素，綠色葉肉部分則可能需要更長時間的運送，因此推論

表皮的溶液傳遞，短時間主要還是靠毛細現象傳送至葉基再進入維管束。 

4. 午夜的輸水速率較快與夜間為氣孔打開高峰有關，夜晚二氧化碳由氣孔

進入，代謝後儲存中間產物於液胞中，此時蒸散作用進行旺盛，影響細胞滲

透壓增加，可能因此導致毛狀體分布較多的葉基部位紅墨水較早進入維管

束。另外，輸送水份的濃度也是影響因子，因為本實驗以紅墨水為水份運輸

路徑的觀察對象，墨水顏色濃度不能太低，否則無法判斷維管束內呈現的顏

色，但水溶液濃度也可能影響水份運送的時間，因此實驗中紅墨水與蒸餾水

比例以 1:4 較 1:1 的濃度快，而且以氣態噴霧的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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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類 CAM(景天酸代謝)植物通常為肉質葉，具有大型液胞，儲存光合作

用的中間產物，可見水份對他們的生理功能相當重要。但是和同樣也是

CAM 植物，也同樣具有氣生根的蘭比較起來，空氣鳳梨葉子橫切面靠近上

下表皮處的透明細胞帶顯得相當特別，除了儲水功能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特

別的作用，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柒、結論 

1.  陸生植物要適應陸地乾旱的環境，需要有根來吸收水份與礦物質，但是高等

開花植物空氣鳳梨卻能利用密生葉表的毛狀體，以及表面鱗片的毛細作用來協

助水份的收集與輸送，毛狀體的特殊構造類似葉表的小漏斗，能暫時儲存滲入

的水份，但是要進入組織內可能需走共質體路徑，進入維管束組織的速率與毛

狀體分布的密度及氣孔的開閉時間是有密切關係。此外，不同的水溶液濃度也

會影響葉表毛細作用速率與進入維管束內的時間，霧狀水氣與水溶液的輸送方

式也存在著差異性。 

2. 植物吸收水分模式圖的比較，一般植物在日間葉子氣孔打開，蒸散作用旺

盛，水份自根部通過內皮進入中柱。空氣鳳梨在夜間葉子氣孔打開，蒸散作用

旺盛，水份自葉部通過毛狀體經過共質體路徑進入透明葉肉及維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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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展望：空氣鳳梨能利用葉子特化的表皮細胞—毛狀體，吸收空氣中的水

氣與無機鹽類，即可取代根的功能。除了仿生織物的應用之外，還有可能作環

境空氣清淨，降低空污 PM2.5 數量，以及除濕除臭的功能，其奧妙的構造與生

理運作值得我們繼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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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52109  

1. 以空氣鳳梨為材料瞭解空氣鳳梨的毛狀體如何透過特殊的輸

送途徑幫助空氣鳳梨有效地利用空氣中的濕氣。 

2. 研究完整有創意。 

3. 團隊表達能力佳，對研究結果解說詳盡，並已思考過可能的應

用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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