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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大氣二氧化碳濃度與氮素影響森林生態系林木分布
之初探 —由林木生態生理學之觀點
何冠琳

1

一、前言

許博行

2

素固定與轉移之能力。故而，將由林木生態

全球氣候變遷，尤其大氣二氧化碳濃度

生理學之觀點，探討森林生態系植群之社會

與溫度的增加，改變區域性降雨與土地利用

結構與分布形態如何受到大氣二氧化碳濃度

型態。未來將對森林生態系之功能帶來衝擊

增加與氮素之影響，並說明植群之所以適存

與影響，並刺激森林生態系有所反應（Ward

於其棲地之生態生理因素。

and Strain, 1999）
。因此，有關評估森林在全
球碳素循環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此一角色
在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增加的環境下將如何改
變 之 許 多 試 驗 便 應 運 而 生 （ Norby et al.,
1999）
。

二、森林生態系與大氣二氧化碳濃度
之關係
植物在進行光合作用過程中吸收二氧化
碳，以有機物的形式把碳素固定在植物體

大部分陸生生態系之淨最初生產力（net

內，所以森林具有「二氧化碳儲存庫」的重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是受限於氮素的

要地位。反之，群落呼吸、森林伐採後、凋

（nitrogen-limited）
，且氮素生物地質化學上的

落物與土壤有機碳分解等，將碳素釋放至大

改變，常對陸生生態系之生產力與社會結構

氣中，故又稱為「二氧化碳釋出源」（王，

影響至深（Niklaus et al., 2001）。Hirose與

1992；Abram, 1996; Gyungsoo, 1997；周等，

Kitajima（1986）提及植物生長於氮素受限狀

2000）
。因此，森林生態系在調節全球碳素平

態之最適氮素利用，並指出乾物量分配將有

衡、減緩大氣二氧化碳濃度上升以及維護全

所調整，使葉片維持高氮素濃度。意即土壤

球氣候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Dixon et

氮素肥力與植物體含氮量均將影響植物生理

al., 1994；劉等，2000）
。隨著不同的森林類

與形態上的表現，進而影響植物存活於棲地

型所儲存的碳量有所不同。阮宏華等（1997）

之適應能力。

以蘇南丘陵之三種林分研究碳素循環，結果

基於森林生態系正處於大氣二氧化碳濃

顯示：(1)不同樹種所含碳量亦不同，如次生

度逐漸增加之環境，且在全球碳素循環扮演

櫟林、杉木人工林及國外松人工林之含碳量

著重要的角色。森林生態系中植群能否適存

分別為 51.0 %、54.5 % 與 49.9 %。而於相同樹

於此般環境，其適應能力亦將受到其他環境

種之不同器官其含碳量多寡亦有所差異；(2)

因素的影響，尤其是土壤肥力與植物本身氮

杉木人工林、次生櫟林及國外松人工林之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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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同化速率分別為5.79 t ha-1yr-1、2.46 t ha-1yr-1
-1

-1

及 2.46 t ha yr ；(3)森林生態系之碳素儲存，
-1

次 生 櫟 林 分 117.68 t ha 、 杉 木 人 工 林 分
-1

-1

表 1. 分子、生理與生態方面控制生態系之
碳素積存(Ward and Strain, 1999)
Table 1. Molecular, physiological and ecologi-

163.96 t ha 及國外松人工林 174.62 t ha 。總儲

cal controls on carbon sequestering in

存碳量約有 32.9∼43.3 % 存在於 0∼80 cm 深

ecosystem (Ward and Strain, 1999)

的土層，其中的 50∼60 % 集中於 0∼20 cm 土
層；(4)在三個森林生態系，總儲存碳量的
50 % 儲存於幹部材積。
Ward與Strain（1999）歸納出植物對大氣
二氧化碳濃度增加之反應，包括：(1)最初生理
與分子反應；(2)生長與繁殖反應；(3)對植物
之間競爭與和其他生物之交互作用的影響；(4)
遺傳方面的反應；(5)對生態系層次的影響。並
且，認為持續從分子至全球之不同層次範圍研
究二氧化碳濃度增加之直接影響是重要的。因
此，森林生態系之碳素積存（carbon
sequestration）是由各種生理反應，如光合作
用、呼吸作用、光合產物含量與分配、水分狀
態、生長表現，以及植群競爭、動物攝食、微
生物分解、演化反應與遺傳差異等生態作用之
因素加以控制，詳列如表 1 所示（Gower and
Richards, 1990; Ward and Strain, 1999）
。
植物與大氣之間首具生理意義之接觸是位
於葉片，隨後便是與二氧化碳濃度增加之影響
與二氧化碳同化作用之改變做聯想，把焦點放
在葉片層次光合作用對二氧化碳增加之反應，
且無庸置疑地是增加光合作用速率。但問題是
相對於全球變遷對森林的衝擊，當大氣二氧化
碳濃度增加，光合作用將增加多少？在較高層
次過程中又有何意義？此答案將被與其他環境
梯度之交互作用而複雜化，且隨著樹冠、季節
性或樹種間而改變（Norby et al., 1999）
。但
是，高光合作用速率無法維持長時間，因而發
生光合作用的降低調控（down-regulation）
。光
合作用的降低調控常與積存（sink）的強度降
低與低養分利用性（尤其是氮素）有關。在生
化與葉片層次上的特性則為：降低葉綠素含
量、降低 rubisco 含量與活性、限制 RuBP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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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再生、葉片重

葉面積較高，及以葉片重

大，3 年後則最低。此重量比率在第 2、3 年

為基準之氮素濃度降低。而這些降低調控之

降低的情形表示，植物生長於大氣二氧化碳

反應與葉片中碳水化合物累積增加，造成光

濃度下之相對生長速率（relative growth rates,

合 作 用 的 回 饋 抑 制 （ feedback inhibition）

RGR）變得較大或較類似於生長在高二氧化

（Ward and Strain, 1999）
。

碳濃度者，故絕對生物量的差異較小。綜合

最初刺激植物生長反應於二氧化碳濃度

所有樹種與條件，發現植物重量與相對生長

增加，除了光合作用的降低調控之外，另一

速率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圖 2）
，此關係

可能原因是生物量分配與物候學上的調整

在大氣與高二氧化碳濃度生長的植物並無差

（Ward and Strain, 1999）
。Bazzaz 等（1993）

異。此種較大植物而其相對生長速率較低的

選 擇 溫 帶 森 林 社 會 中 6 種 共 同 發 生 （ co-

情形，是包含植物結構、碳素分配、生理與

occurring）組成之苗木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二

物候等方面差異之交互作用過程所造成。

氧化碳濃度增加將提昇生長3年後的總生物
量。由 3 年期間植物重量比率（plant mass

三、氮素養分對森林生態系之影響

ratio, 於高二氧化碳濃度之植物重量除以低二

養分的有效利用，常為有限資源，應可

氧化碳濃度者）之形態指出最終生物量提昇

改善植物的淨碳量所得（net carbon gain）
，尤

大多歸因於第 1 年較高的生長速率（圖 1）
。5

其是氮素養分，因其與光合作用能力正相

種樹種中有 4 種顯示第 1 年的重量比率最

關。例如：在冷溫帶與北方森林生態系氮素

-1

-1

圖 1. 於各時間點之5種溫帶樹種生長於700μLL 二氧化碳濃度之植物總重除以 350μLL
二氧化碳濃度者之比值（Bazzaz et al., 1993）
-1

Fig. 1. Time course of the ratio of total mass of plants grown in 700μLL CO2 divided by that
-1

of plants grown in 350μLL CO2 for five temperate tree species(Bazzaz et al.,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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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圖 2. 5 種溫帶樹種生長於 350μLL 或 700μLL 二氧化碳濃度之相對生長速率與植物
大小的關係（Bazzaz et al., 1993）
-1

-1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on growth rate (mg g day ) and plant size (g) for five
-1

temperate tree species grown under 350 or 700μLL CO2.

利用性低，表示常綠樹習性，包含其養分之

Reich 與 Walters（1994）以亞瑪遜雨林中

有效利用，主為適應於缺乏養分的環境

23 種屬於早期與晚期演替之樹種為對象，探

（Chain, 1980; Hirose and Kitajima, 1986）
。氮

討 不 同 葉 齡 與 光 微 環 境 （ light microenvi-

素利用效率（nitrogen use efficiency, NUE）表

ronment)下天然植群之葉重（Nmass）或葉面積

示組織內單位氮量所產生的生物量，與單位

（ N area） 為 基 礎 之 葉 片 氮 素 、 比 葉 面 積

葉片氮量、葉片壽命、氮素再轉移與氮素分

（specific leaf area, SLA，葉片厚度或密度的倒

配之瞬間光合作用速率等功能有關。相較於

數）與光合作用能力（Amax）三者的關係。結

常綠性葉片，落葉性葉片將較多之最初氮素

果如表 2 所示，其中 12 種之 Nmass 與 SLA 具

分配至新組織，以維持蛋白質與其他生化成

顯著相關且回歸曲線的斜率為正。因此，

分分解與重組所損耗之能量，與氮素濃度有

Nmass 隨著 SLA 增加（較薄的葉片值較大）而

顯著的正相關（Hirose and Kitajima, 1986;

增加，其因是較老的葉片趨向累積碳素，故

Gower and Richards, 1990）
。即一葉片氮量增

SLA 與Nmass 較年輕葉片低。而其中 18 種的

加的成本等於某些葉片移去氮素使光合作用

Narea 與 SLA亦具有顯著相關，但回歸曲線斜

降低之損失，再加上蛋白質分解、胺基酸輸

率為負值，表示 Narea 隨著葉片增厚（SLA 降

送與蛋白質再合成等損耗能量。尤其在 RuBP

低）而增加。即較厚葉片（SLA 小）有較低

之需能再生過程中的 RuBP 羧化反應與光驅動

的 Nmass 及較高的 Narea，而 SLA 與 Narea 較具

電子傳遞，與不同葉齡及樹冠位置之氮素再

高度相關性。由表 3 則顯示有 13 個樹種之

分配有關（Field, 1983）
。

Amass 與 SLA 具顯著正相關，故較薄葉片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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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3 種雨林樹種之氮素（N）與比葉面積（SLA）的關係（Reich and Walters, 1994）
Table 2. Nitrogen (N)-specific leaf area (SLA) relationships in 23 rain forest species (Reich and
Walters, 1994).

較高的 A mass 與 N mass ，此現象大多與葉齡有
關，而非光照環境。幼葉比老葉有較高的

四、二氧化碳濃度、氮素與植群適存
之交互作用

A mass、N mass 及SLA，不同於高光照之上部樹

養分循環作為控制或修正植物對二氧化碳

冠與低光照之林下葉片有類似的 Amass 與 Nmass

濃度之反應是重要的，而大部分著重於氮素之

而忽略 SLA 差異之情形。意即影響葉片習性

影響。許多試驗在於研究二氧化碳與氮素之間

之變異，將對以葉重或葉面積為基礎的光合作

的交互作用，探討氮素循環如何隨著二氧化碳

用與氮素關係有不同的衝擊。

濃度增加而改變？而這些改變又如何影響碳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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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3種雨林樹種之以葉重（Nmass）與葉面積（Narea）為基礎的氮素和最大淨光合作用
（Amass、Aarea）與比葉面積之相關性（Reich and Walters, 1994）
Table 3. Correlations between nitrogen on a mass (Nmass) vs. area (Narea) basis; and maximum
net photosynthesis on mass (Amass) and area (Aarea) bases vs. specific leaf area (SLA)
in 23 rain forest species (Reich and Walters, 1994).
Nmass vs Narea

Amass vs SLA

Aarea vs SLA

Community/Species (n)
r2

P

slope

r2

Disturbed Tierra Firme/ oxisols - Cultivated and weed species
Manihot esculenca (24)
0.06
NS
0.65
Solanum straminifolia (14)
0.04
NS
0.12
Disturbed Tierra Firme/ oxisols - Secondary successional
Bellucia grossularioides (21)
0.07
NS
0.52
Cecropia ficifolia (45)
0.27
0.05
+
0.10
Clidemia sericea (17)
0.65
0.001
+
0.05
Vismia lauriformis (21)
0.52
0.001
+
0.13
Vismia japurensis (49)
0.00
NS
0.42
Disturbed Tierra Firme/ oxisols - Secondary successional and gap
Miconia dispar (17)
0.29
0.01
+
0.33
Species-rich Tierra Firme/ oxisols
"Cabari" (37)
0.11
NS
0.06
Licania heteromorpha (34)
0.34
0.01
+
0.11
Ocotea costulata (28)
0.07
NS
0.14
Protium sp. (41)
0.31
0.001
+
0.06
Legume-dominated Tierra Firme/ ultisols
Eperua purpurea (23)
0.66
0.001
+
0.05
Tall Caatinga/ spodosol
Caraipa heterocarpa (32)
0.23
0.01
0.09
Eperua leucantha (34)
0.08
NS
0.10
Micrandra sprucei (33)
0.38
0.001
+
0.01
Micropholis maguirei (37)
0.28
0.001
+
0.38
Protium sp. (23)
0.71
0.001
+
0.45
Bana/ spodosol
Aspidosperma album (40)
0.29
0.05
+
0.18
Neea abovata (30)
0.43
0.001
+
0.10
Protium sp. (21)
0.60
0.001
+
0.06
Retiniphyllum truncatum (37)
0.70
0.001
+
0.15
Rhodognaphalopsis humilis (18) 0.46
0.001
+
0.34

P

slope

r2

0.001
0.05

+
+

0.22
0.33

0.05
0.05

0.001
0.05
NS
0.05
0.001

+
+
+
+

0.07
0.06
0.07
0.04
0.09

NS
NS
NS
NS
NS

0.001

+

0.03

NS

0.33
0.64
0.32
0.33

0.001
0.001
0.001
0.001

NS

0.03

NS

NS
NS
NS
0.001
0.001

0.66
0.09
0.35
0.22
0.30

0.001
NS
0.001
0.01
0.01

0.04
0.08
0.14
0.09
0.07

NS
NS
NS
NS
NS

NS
NS
0.05
NS

0.01
NS
NS
0.05
0.01

+

+
+
+

+
+

P

slope

+
-

-

+
+

循環？此與森林生態系之養分動態息息相關

而言，Shinano 等（2001）以相對生長速率、

（Norby et al., 1999）
。包括植物體所含之氮素

氮素濃度、氮素產生效率（nitrogen-production

濃度，與土壤氮素肥力均對植群之適存於大氣

efficiency）
、氮素分配率(nitrogen-distribution

二氧化碳增加之環境的能力與反應有所影響。

ratio)與氮素利用效率等因子（各因子之關係

針對植群生長與氮素含量影響植群分布

如式 1）進行群團分析將 24 種溫帶樹種分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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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Grope I（Asteridae and Rosidae）
、Grope II

量， △ t 為試驗期間。學者將 △ DM/ △ t/N (leaf)

（Dilleniidae and Hamamelidae）與 Grope III

定義為氮素產生效率，N(leaf) /N(total) 定義為氮素

（Coniferopsidae）
，如圖 3、4 所示。

分配率，DM/N(total) 而則為氮素利用效率。

RGR=

[

△DM
N(leaf)

△t

][ ][ ]
N(leaf)

N(total)

N(total)

DM

......(1)

Kerstiens（1998）以不同耐蔭性之 10 種
被子植物與 5 種針葉樹研究耐蔭性可做為林木

其中，△DM 為移植至最終取樣期間乾物

反應於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增加時的預測因子，

累積量，N(leaf) 為葉片氮素累積量，N(total) 為整

結果顯示較耐蔭樹種於高二氧化碳濃度時，生

株植物氮素累積量，DM 為植物平均乾物累積

物量相對增加，而根據植物結構與生物量及氮

圖 3. 利用葉片氮素濃度、相對生長速率、氮素產生效率、氮素分配率與氮素利用效率之
倒數施行群團分析所得之樹形圖（Shinano et al., 2001）
Fig. 3. Dendrogram of the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of each class by leaf nitrogen concentration, relative growth rate, N-production efficiency, N-distribution ratio to leaf and
1/N-use efficiency (Shinano et al., 2001).

圖 4. 相對生長速率（RGR; mg g-1day-1）與氮素產生效率（g g-1day-1）
、氮素分配率（g g-1）
與氮素利用效率（g g-1）之倒數之回歸關係（Shinano et al., 2001）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growth rate (RGR; mg g-1 day-1) and N-production
efficiency (g g-1day-1), N-distribution ratio to leaf (g g-1) and 1/N-use efficiency
(g g-1) (Shinano et al., 2001).

90

大氣二氧化碳濃度與氮素影響森林生態系林木分布之初探

素分配，利用光、水分、養分等資源潛在受

種歧異度時，允許胺態氮累積於部分土壤剖

限於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增加，而這些特性將

面，結果硝化速率與土壤硝酸根離子濃度增

對耐蔭性與二氧化碳濃度之交互作用有所反

加。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增加，使得土壤含水

應。Bazzaz 與 Miao（1993）發現早期演替、

量增加，進而促進硝酸根離子擴散至根部表

不耐蔭、天生速生之樹種對大氣二氧化碳濃

面，使得土壤中硝酸根離子濃度降低與硝化

度增加的反應不如緩生、耐蔭、晚期演替者

速率減弱，此為土壤通氣性不良所致。

來得強烈，表示較不耐蔭之樹種受到試驗生

Schlesinger 與 Lichter（2001）結合碳穩定同

長狀態時之光照限制。

位素所帶來之訊息，在土壤有機物作為一個

而 就 土 壤 氮 素 肥 力 而 言 ， Niklaus 等

動態指標。並指出土壤的角色如同一長期的

（2001）長期研究養分貧瘠的石灰質草地，發

碳素積存庫，需要多方瞭解在森林土壤中的

現具有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增加與種歧異度降

碳素循環，且其研究發現生長於大氣二氧化

低之交互影響，並發現土壤中硝酸根離子濃

碳濃度增加至 565 ppm 三年之試驗林，有明

度與根長密度（root length density）
、微生物

顯的碳素累積於枯枝落葉層。而枯枝落葉層

生物量氮素（microbial biomass N）
、豆科群落

中 有 機 碳 之 快 速 恢 復 次 數 （ fast turnover

量，以及總氮庫有些微差異之試驗植群

times）
，受制於此碳素積存庫之潛在大小。較

均無關。而種歧異度影響硝化作用

深的礦質土層缺乏碳素累積，故未必有長期

（nitrification）
，對植物氮素吸收於空間與時間

顯著之淨碳素積存於森林土壤中（表 4）
。

上的差異。相較於種類較豐富之植群，在低

表 4. 薰二氧化碳氣體 3 年後之林下與土壤性質（Schlesinger and Lichter, 2001）
Table 4. Forest floor and soil parameters (mean (s.e.) after three years of CO2 fumigation
(Schlesinger and Licht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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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隨著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逐年增加，全球

of global forest ecosystems. Science
263:185-190.

氣候的變遷，勢必對陸生森林生態系造成無可

Field, C. (1983) Allocation leaf nitrogen for the

避免的影響。倘若森林生態系中的各個樹種欲

maximization of carbon gain: leaf age as a

存活於變遷中的環境，其生理與生化反應則必

control on the allocation program. Oecologia

須做出適當的調整，進而發展出更適應變遷的

(Berlin) 56: 341-347.

特性，否則終將遭受淘汰的命運。

Gower, S. T. and Richards, J. H. (1990) Larches:

為了適應外在環境的變化，除了林木本身

deciduous conifers in an evergreen world. -In

的特性調適之外，所存在的立地條件亦會對林

their harsh environments, these unique

木適應氣候變遷的狀況有所影響。因此，綜合

conifers support a net carbon gain similar to

考慮所有影響因子才能瞭解林木是否能夠適應

evergreens. Bioscience 40(11): 818-826.

於變遷中的氣候與環境。

Gyungsoo, C. (1997)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potential natural veg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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