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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對不同種源台灣赤楊之光合作用的影響
廖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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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明暸台灣赤楊能夠從台灣平地至海拔 3,000 m 廣泛分布之機制，探討溫度變化對其光合
作用之影響。本試驗以三種海拔之台灣赤楊種源及樟樹，測定在短暫低溫（3℃）逆境處理後之光
合速率，另以四種海拔之台灣赤楊種源及相思樹在春季及夏季，測定在不同溫度（15∼35℃）下之
光合速率。結果在短暫低溫（3℃）逆境處理後，比較其光合速率及葉綠素螢光 Fv / Fm 之變化，
發現兩種測定法所得結果相近，即台灣赤楊三個種源之光合速率及 Fv / Fm 之降低比率（約 20%）
均較樟樹之降低比率（約 50%）為低，顯示台灣赤楊對低溫較不敏感。在春、夏二季以不同溫度
（15∼35℃）下測得之光合速率，發現四個種源之光合作用最適溫度並無明顯差異，即維持 80% 以
上光合速率之溫度，在台灣赤楊為 20∼35℃ 左右，相思樹為 25∼35℃ 間，在 15℃ 時，台灣赤楊
之光合速率較相思樹高出 20% 左右，呈現適溫較廣之特性。綜合上述之結果，可知台灣赤楊為一
廣溫型植物。
【關鍵詞】光合速率，葉綠素螢光，低溫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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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Taiwan alder (Alnus formosana) that extensively distributes
from sea level to 3,000 meters, the study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otosynthesis affected by
temperatures. Considering the reaction of temperature on photosynthesis, the study measured
photosynthetic rates in temporary chilling stress (3℃) for three Taiwan alder provenances and Camphor
tree (Cinnamomum camphora). Another measurement was taken at Spring and Summer seasons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s (15-35 ℃) for four Taiwan alder provenances and Taiwan acacia (Acacia confus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fter giving tested provenances a temporary treatment of chilling stress (3℃), the
changes of Fv/Fm for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and photosynthetic rate were with similar trend.
Meanwhile, the decreased photosynthetic rate of Taiwan alder (about 20%)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amphor tree (about 50%). The result revealed that Taiwan alder was less sensitive to low temperature.
For Taiwan alder,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optimum temperature for photo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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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four provenances, the temperature for maintaining over 80% of photosynthetic rate was about
20-35 ℃ . As for Taiwan acacia, the temperature was 25-35℃ . When temperature was at 15 ℃ , the
photosynthetic rate of Taiwan alder was 20% higher than that of Taiwan acacia. In comparison with
Taiwan acacia, Taiwan alder had a wider range of growth temperature.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aiwan
alder was a eurythermal plant.
【Key words】Photosynthetic rate,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chilling stress.

一、前言

式(1)中 Fv 為可變螢光放射量（variable

植物體之乾重有 90% 以上來自光合作用

fluorescence emission）， 為 二 個 特 定 階 段

（photosynthesis）
，許多報告（林安秋，1984；

（Fm、F 0 ）之間螢光放射量之變化。一般而

翁仁憲，1994b；Barton and Gleeson, 1996；

言，每種植物在某一環境下之 Fv / Fm 比值皆

Bravdo and Pallas, 1982；Fitter and Hay, 1981；

有 一 定 之 範 圍 （ Hall et al., 1993； Krause,

Kishitani and Shibles, 1986；Usuda et al.,

1991；Schreiber et al., 1986）
。當光合速率改變

1985；Weng, 1988；Weng and Ueng, 1997；

時，可變螢光放射量亦隨之變化（Hall et al.,

Zelawski et al., 1973）指出，影響植物光合作

1993）
。因此，以葉綠素螢光表示植物對太陽

用之因素除了外在環境因子、種（species）間

幅射能之利用效率，為近年來學者在植物面對

之差異，還包括本身之遺傳性狀、營養狀態及

逆境時的反應所樂於使用（徐邦達，2001；

形態等。

Kappen et al., 1998；Layne and Flore, 1993；

植物分布海拔之差異，表現在其主要生理

Warren et al., 1998）
。

活動之光合作用，則出現受溫度之影響，而有

有鑑於此，本試驗以不同海拔來源的台灣

不同的適溫範圍（Fryer and Ledig, 1972；

赤楊為研究材料，佐以台灣常見之樟樹及相思

Schwarz and Redmann, 1989；Weng and Ueng,

樹為材料，比較其在不同溫度下之光合作用的

1997）
，此種反應常藉直接測定 CO2 之固定速

反應，探討台灣赤楊在不同海拔環境之溫度變

率或間接以測定葉綠素螢光（chlorophyll

化下的適應機制。

fluorescence）來表示。植物對吸收之輻射能只
能利用一部分，其餘之能量則以螢光及熱的形
式散失，葉綠素螢光是從葉綠體之光合系統之
天線複合體（photosystem antenna complex）所

二、材料與方法
（一）低溫處理
本試驗係以 1993 年 11 月底分別採自鞍馬

放射，當光合系統之反應中心為活化狀態時，

山海拔 2,000 m（Af-am2）
、1,200 m（Af-am3）

，反之，當電子傳遞之葉綠
螢光量最小（F 0 ）

及 火 炎 山 150 m（ Af-hs） 等 三 個 種 源

素蛋白質複合體（chlorophyll-protein complex,

（provenance）二年生左右之小苗為對象，再加

如QA）完全還原時，即無電子傳遞持續時，其

上由中興大學校園內採種育苗之二年生樟樹苗

螢光量最大（Fm）
，因此光合系統之光化學反

木，同時培育於中興大學校園內之苗圃，培養

應 潛 在 量 （ 即 光 量 子 收 率 ， quantum yield,

於直徑 30 cm 之盆中，培養介質為砂質壤土，

（P）
，可以下式表示：
φP = (Fm - F0) / Fm = Fv / Fm.................(1)

經過三個月之培育，苗木生長健壯後，供光合
速率及葉綠素螢光測定，試驗於 1994 年 3 月
24 日至 3 月 29 日進行，試驗材料分別在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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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之氣溫（20/15 ℃ ，日/夜）及低溫逆境
（15/3 ℃ ）處理，即同一組材料於第一天放入
生 長 箱 中 以 20/15 ℃ 及 800μ mol m

s

（一）低溫逆境之影響

-1

在 1994 年 3 月下旬所測得未經低溫逆境

（PPFD）處理，於第二天早上八點先測定葉綠

之光合速率，從圖 1 可發現，三個赤楊種源

素螢光，接著再移入光合實驗室測定光合速

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樟樹則較低，表示台

率，之後此組材料移入生長箱中以 15/3℃ 之

灣赤楊比樟樹有較高之光合成能力。至於短

低溫處理，翌日早上在生長箱中再經低溫

暫低溫逆境（15/3℃）處理後，由圖 2 中發現

（PPFD）照
（3℃）及高光（800μmol m s ）

中高海拔之鞍馬山 2（Af-am2）及鞍馬山 3

射三個小時後，於九點鐘測定葉綠素螢光，

（Af-am3）二個種源之光合速率降低約 20% 左

再移入光合實驗室以前述相同之測定環境

右，而低海拔之火炎山（Af-hs）種源及樟樹

下，測定其光合速率，如此完成一循環測

（Cc）則分別降低約 30% 及 50%，可看出台

-2

-2

三、結果

-1

定，總計四組材料，即共測定四重複。
光合速率之測定係以完全展開之上位著

灣赤楊種源間在短暫低溫逆境處理後，其光
合速率之變化與其分布之海拔有關。

生葉 2∼4 片為對象，以紅外線氣體分析儀

再以同時測得之葉綠素螢光觀之，由圖 3

（Rosemount Model-880, California, USA）配合

可發現，在未經低溫逆境處理時台灣赤楊三

可以控制光度、溫度及濕度之開放式同化箱

個種源之 Fv / Fm 比值無顯著差異，且顯著大

系統（open gas system）
（Weng and Chen, 1987）

於樟樹者，此結果與光合速率之結果相似。

加上人工光源（Toshiba, D-400, Tokyo, Japan）

經低溫逆境處理後，低海拔火炎山種源和高

同時測得 CO2 及 H2O 之交換速率，測定時溫

海拔二種源降低之 Fv / Fm 比值無顯著差異，

度維持在 25±0.5℃，相對濕度 80±2.5%，光

仍 顯 著 高 於 樟 樹 降 低 後 之 Fv / Fm 比 值 ，

。
度為 1000±100μmol m s （PPFD）

Fv / Fm 比值降低之比率，樟樹較台灣赤楊約

-2

-1

葉綠素螢光係以植物效率分析儀（Plant
efficient analyzer, PEA）
（Hansatech, UK）測定
與光合速率測定相同之完全展開上位著生
葉，每株苗木測定 4 片。

多出 30%。
（二）季節之效應
在 4 月（春季）所測得之光合速率對溫
度之反應結果，由圖 4 中得知，鞍馬山 2、青

（二）季節之效應

山及火炎山等三個種源之光合作用最適溫度

試驗用苗木於 1994 年 11月 底分別採自

都在 25℃ 左右，唯發現天巒池種源之適溫有

天巒池（2,400 m）
、鞍馬山（2,000 m）
、青山

偏向較低溫之趨勢，即其最適溫度在 20∼

（1,200 m)及火炎山（150 m）等四個種源，同

25℃ 間，再以維持 80% 以上之光合速率的溫

時加入自中興大學校園採種育苗之低海拔相

度範圍來比較，天巒池種源為 15∼30 ℃ ，其

思樹 2年生苗木為比較，苗木之培育與前一年

他三個種源均為 20∼30℃。從圖 4 中亦可看

相同。在四月中及八月中利用前項所述相同

出相思樹之光合最適溫度在 25∼30 ℃ 之範

之光合作用測定系統，分別在 80±2.5%（RH）

圍，明顯地高出台灣赤楊約 3∼5℃。在 8 月

及 1000±100μmol m s （PPFD）條件下，

（夏季）所測得之光合速率對溫度之反應，從

進行測定 15∼35±0.5℃ 溫度範圍內每隔 5℃

圖 5 可發現台灣赤楊四個種源之光合作用最

之光合速率，測定時以每株苗木完全展開之

適溫度均接近 30℃ 左右，各種源間均無顯著

上位葉 2∼4 片為對象，每一種源測定四株苗

差異，且與相思樹之光合作用最適溫度 30 ℃

木。

相近。維持 80% 以上光合速率之溫度範圍台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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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ynthetic rates(μmol CO2 m-2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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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赤楊三個海拔火炎山（Af-hs**）
、鞍馬山 3 （Af-am 3）及鞍馬山 2 （Af-am 2）種
源及樟樹（Cc）苗木在未經低溫逆境處理之光合速率
*：不同英文字母表示鄧肯氏多變域分析之差異顯著 (P<0.05)，以下圖 2、3同此。**：以下圖 2、3之種源代號同此。

Fig. 1. Photosynthetic rates of seedlings three provenances (Af-hs, Af-am 3 and Af-am 2) of
Alnus formosana and Cinnamomum camphora (Cc) cultivated under air temperature.
*：The different letter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Duncan's test. There are the same in fig. 2 and 3.

Photosynthetic rates(%)

**: The abbreviated symbols stand for each provenances material, and are the same in fig. 2 and 3.

Af-hs Af-am 3 Af-am 2

Cc

Plant species

圖 2. 台灣赤楊三個海拔火炎山（Af-hs）
、鞍馬山 3（Af-am3）及鞍馬山 2（Af-am2）種源
及樟樹（Cc）苗木經短暫低溫逆境處理後之光合速率
Fig. 2. Photosynthetic rates of seedlings of three provenances (Af-hs, Af-am 3 and Af-am 2) of
Alnus formosana and Cinnamomum camphora (Cc) after temporal chilling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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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hs Af-am 3 Af-a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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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species

圖 3. 台灣赤楊三個海拔火炎山（Af-hs）
、鞍馬山 3（Af-am 3）及鞍馬山 2（Af-am 2）種
源及樟樹苗木分別在常溫及短暫低溫逆境處理後之葉綠素螢光 Fv/Fm 比值之變化
Fig. 3. Variations of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Fv/Fm ratio of seedlings of three provenances
(Af-hs, Af-am 3 and Af-am 2) of Alnus formosana and Cinnamomum camphora(Cc)
treated by air and temporal chilling temperature, respectively.

灣赤楊四個種源均在 20∼35℃。而相思樹則

Grace, 1987；Hamerlynck and Knapp, 1996；

在 25∼35℃。在 15℃ 時，相思樹之光合速率

Sheriff and Mattay, 1995；Warren et al., 1998；

只達最高光合速率的 40% 左右，台灣赤楊四

Weng and Ueng, 1997）
。本試驗模擬高山地區

個種源則達 60% 左右，相思樹明顯較台灣赤

日夜溫差較大之溫度條件，以短暫低溫逆境

楊低 20%。

處理，並測得其前後光合速率之變化，發現
台灣赤楊中高海拔鞍馬山 2 及鞍馬山 3 等二

四、討論
（一）低溫逆境之影響

個種源受到的影響較低，低海拔之火炎山種
源則較前二者稍低 10%，而樟樹光合速率則

光合作用是植物累積物質的主要途徑，

降低達 50%。再由葉綠素螢光測得之結果顯

90%以上之乾物均由光合成作用所得，植物分

示，台灣赤楊在短暫低溫逆境下，能量之利

布在不同環境，所受的主要環境因子有太陽

用效率並無種源間之差異，樟樹之葉綠素螢

幅射、溫度及水分等，在生態地位上，台灣

光亦降低約 50%，顯示樟樹為低海拔樹種對

赤楊被公認為先驅樹種，在生理反應上亦經

低溫敏感之特性，其光合速率之降低與能量

證實無誤（廖天賜、翁仁憲，2000）
。不同緯

的利用效率均直接受低溫逆境的影響。而火

度或海拔的差異，表現在植物的適應上，多

炎山種源受短暫低溫逆境而降低光合速率，

位 學 者 認 為 溫 度 是 主 要 關 鍵 （ Berry and

則可能是低溫影響其氣孔開度，亦即受氣孔

Bjorkman, 1980；Bowman and Turner, 1993；

因子之限制。另一方面，植物在不同緯度或

Fryer and Ledig, 1972；Goldstein et al., 1985；

海拔之分布與其光合作用之最適溫度呈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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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ynthetic rate(%)

Leaf temp.(°
C)
圖 4. 春季不同溫度對四個台灣赤楊種源及相思樹之光合速率反應
a.火炎山 b.青山 c.鞍馬山 2 d.天巒池 e.相思樹
（**：P < 0.01, 以 25℃ 時之光合速率為 100%，溫度相近之每一個點，表示一重複，下圖 5 同此）

Fig. 4. Effects on photosynthetic rates by different temperatures to 4 provenances of Alnus
formosana and Acacia confusa at Spring.
a. Huo-yen Mountain, b. Chinshan, c. An-Mar Mountain2, d. Tienluanchi and e. Acacia confusa ,
respectively. (**：P < 0.001, relative photosynthetic rate based on 25℃ as 100%, every point at the same
temperature means one replication. The same follows in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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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夏季不同溫度對四個台灣赤楊種源及相思樹之光合速率反應
a.火炎山、b.青山、c.鞍馬山 2、d.天巒池、e.相思樹。

Fig. 5. Effects on photosynthetic rates by different temperatures to 4 provenances of Alnus
formosana and Acacia confusa at Summer.
a. Huo-yen Mountain, b. Chinshan, c. An-Mar Mountain 2, d. Tienluanchi and e. Acacia confusa,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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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 Fryer and Ledig, 1972； Schwarz and

植物（周昌弘，1992）之特性。綜合上述之結

Redmann, 1989；Weng and Ueng, 1997）
，即緯

果，可知台灣赤楊為一廣溫型植物。

度或海拔越高，其光合作用最適溫度隨之降
低，但本試驗採用四個海拔種源間，其春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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