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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不同光度處理對於咖啡苗木形質與生理反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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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試驗在惠蓀林場，以阿拉比卡咖啡 (Coffea arabica) 苗木為材料，進行四種不同光度處
理，分別為全光（S）、相對光度51.44%(A)、37.51%(B)、8.39%(C)等，觀測光度對於咖啡苗木形
質生長與生理反應的影響，可提供作為咖啡種植管理的基礎資訊。形質生長結果顯示低光下C處理
的苗木有較佳的生物量，較大的莖根比、葉面積比，而全光下S之苗木，則有較高的根重率、較低
的葉面積比。生理反應的結果顯示，低光處理的C苗木有較高的葉綠素含量，較良好的光合作用速
率、PSII最大光化學效率 (Fv/Fm)，以及較低的可溶醣與澱粉比值；而全光處理的S則有較高的可溶
醣與澱粉比值、光化學消散 (qP)，以及較低的光合作用速率。綜合上述結果，建議咖啡苗木的種植
過程需要適當的遮陰 (至少相對光度50%)，才能有良好的表現。
【關鍵詞】阿拉比卡咖啡、光度、形質生長、生理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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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light on the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of Coffea arabica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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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used seedlings of Coffea arabica to conduct four different light treatments (8.39
(C), 37.51 (B), 51.44 (A), 100 (S) % of full sunlight) in Hui-Sun Experimental Forest. Effects of light on
morphological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 were compared to determine the best light environment
for growth of Coffea arabica. The morphological growth of seedlings showed the best biomass, stem/root
ratio, leaf area ratio under the lowest light (C),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edlings on the full sunlight (S) had
the highest root mass ratio and the lowest leaf area ratio. In tern of physiological response, the seedlings
had the highest chlorophyll content, rate of photosynthesis, PS II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 (Fv/Fm), and the
lowest ratio of soluble sugar to starch under the lowest light (C), however, the seedlings on the full sun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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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ad the highest ratio of photosynthesis.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 indicating that Coffea arabica prefer
to grow under shade environment.
【Key words】Coffea arabica, light, morphological growth, physiological response

一、前言

般而言，植物生長環境內光度的強弱會影響

光對植物的生長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不只

葉片光化學消散的能力及非光化學消散的比

是提供植物光合作用能量來源。植物形態、生

例 (Maxwell and Johnson, 2000)。光合作用速

長量、生理現象，皆會因為照光量不同而有不

率較高的葉片，其光化學消散的比例也會較高

同變化，因此在森林演替、農作物栽種與苗木

(Demmig-Adams et al., 1996)，而且當光度在

培育上，光是最關鍵的因素之一 (Rodriguez-

適宜光合作用範圍內，電子傳遞速率亦會隨光

Lopez et al., 2014)。在不同光量的比較實驗

度增加而增加 (Cheng et al.,2000)，直到光度超

中發現，照光量較低的植物，在形態上會反

出適宜之光合作用範圍，讓植物無法負荷，光

應在根莖生長的比例、葉片密度、生長量等

合作用系統II之效率會隨著光度增強而開始下

(Naidu and DeLucia, 1998；DaMatta, 2004；

降，意即光抑制作用（Martins et al., 2014）。

Araujo et al., 2008；Matos et al., 2009；Kelly et

至於光量對於植物的影響方面，若光量

al., 2009)。通常為了獲取適量的光能，植物會

在適宜光合作用範圍內增加，對於植物的光合

改變其生物量的分配比例，如植物之莖根比增

作用都有增益的功能，但照射的光量若大於植

加，顯示地上部生物量變多，會使得葉部重量

物的光飽和點，光量對光合作用率的助益則

提高。而照光量較低的環境下，植物的比葉重

會減退，甚至產生光抑制現象 (Martins et al.,

(Leaf Mass per Area, LMA)、比葉面積 (Specific

2014)。另郭耀綸 (2000) 針對南仁山地區白榕

Leaf Area, SLA) 也會提高，代表葉子擴展面

冠層光合作用的研究發現，白榕在光量未達

積，變得更大而薄以利獲取光能 (王經文等，

1000 μmol m-2 s-1時，光合作用率會隨著光量

2008；張安邦等，2000)。

的增加而有所增加；光量在1000-1600 μmol

照光缺乏的植物通常會有以下生理生

m -2 s -1，光合作用率則不受光量的影響；而在

化現象，如較低葉綠素含量、較低氮含量、

-2 -1
超過1600μmol m s 之後，則光合作用率容易

較低的光飽和點、對光抑制作用較為敏感等

會出現受抑制的現象。

(Rodriguez-Lopez et al., 2014)。光對於植物葉

植物藉由太陽輻射提供光能行光合作用，

綠素的影響是相當明顯的，一般而言，低光

固定二氧化碳形成碳水化合物，作為植物建構

環境下苗木為能捕捉到充足的光能，會合成

形態的結構性碳水化合物，纖維素、半纖維素

較多的葉綠素，尤其是具捕捉光能作用的葉

等，或者作為儲存、傳遞使用的非結構性碳

綠素b，因此低光環境生長的苗木，常有較高

水化合物 (潘慶民等，2002)。植物光合作用所

的葉綠素含量，以及較低的葉綠素a/b值 (鍾一

固定的碳水化合物最初產物在葉綠體內形成

榮，2011；Degl’ Innocentia et al., 2008)。張

澱粉，當需要時再於細胞質內轉換為蔗糖或

安邦等 (2000) 將大葉楠與香楠苗木進行光度

其他醣類，進行各個部位的運送或直接利用

處理，測定大葉楠葉綠素含量，顯示其葉綠素

(Kozlowski et al., 1991)。因此，植物體內碳水

含量在不同光度處理間皆呈顯著差異，具有隨

化合物之分配及組成，與植物之樹種特性及生

著遮陰程度的增加葉綠素含量亦增加的趨勢，

長環境息息相關。Kobe (1997) 對於常綠及落

顯示大葉楠對於不同光度的調適能力良好。一

葉樹種進行根部非結構性碳水化合物的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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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結果顯示根部之儲存性碳水化合物與植物在

旁的空地搭設三個長寬高240 cm × 220 cm ×

低光下能否生長與存活有極大的關係，並指出

180 cm的光度處理室，然後再進行光度處理設

低光環境下，各種不同的樹種的生存機會，與

置，光度處理係以不同孔隙大小的遮陰網覆

其內在碳水化合物儲藏累積的差異有很密切的

蓋其上，以鐵絲、固定器固定之。設置之光

相關。陳書憲等 (2011) 針對三種不同耐陰能力

度處理分別為全光 (代號S)、相對光度51.44%

的樹種進行光度試驗，結果發現耐陰能力較好

(代號A)、相對光度37.51% (代號B)、相對光度

的紅楠，在適當的光度下，相較於其他樹種累

8.39% (代號C)四種不同光度處理。光度處理試

積了較多的非結構性碳水化合物。

驗從103年9月開始，至103年11月，進行咖啡

近年來，咖啡在台灣已經開始種植，也

苗木四種不同光度試驗，並進行各項形質生長

有一些當地品牌，例如惠蓀咖啡、古坑咖啡、

與生理反應的測定。苗木使用惠蓀當地苗圃之

東山咖啡等 (李宛凌，2008)。咖啡在全球早已

定值苗，移盆後，苗齡6個月以上開始進行試

是相當熱門的貨物與農業作物，每年超過900

驗。

億美元的產值。咖啡屬裡大約100多種，而阿

(三)形質生長測定

拉比卡咖啡 (Coffea arabica ) 是主要的栽培作

1. 苗高與地際直徑

物 (Araujo et al., 2008；Rodriguez-Lopez et al.,

苗高的測定係於試驗期間，以魯斑尺量

2014)。咖啡屬植物原產於非洲，野外環境常

測苗木地際的畫記處，至苗木頂梢的高度，

生長於林下，而在傳統種植法中，多常將咖啡

單位為公分（cm）。地際直徑測定則以測微

與也有其他高大喬木共同種植以幫助咖啡苗木

尺量測苗木地際的畫記處，記錄其地際直徑

遮陰，因此傳統上人們認為咖啡是屬於耐陰性

測值，單位為公釐（mm）。

植物。然而近年高密度的種植咖啡園中，有

2. 生物量

用全光照栽種，且產量甚至可以超過原本傳統

咖啡苗木放入光度處理後，分別於10月

種植的方法（Araujo et al., 2008；Rodriguez-

初與11月初進行破壞性取樣，苗木的取樣數

Lopez et al., 2014）。因此，對於咖啡在不同

為9株，3重複。取樣苗木需去除根部介質，

光度處理的形態與生理反應，應當進行瞭解，

再將苗木分為根、莖、葉三個部分。再將樣

建立咖啡種植管理的基礎資訊，以為未來咖啡

苗置於65 ℃的烘箱中烘至恆重。測得樣苗不

園的經營管理參考。惠蓀林場擁有自己的咖啡

同部位之生物量後，進行不同形質生長參數

品牌與苗圃，以及豐富的自然環境，其中，崩

的計算，計算公式 (王經文等，2008；陳凌

塌地的造林工作完成後，或可考慮將咖啡栽植

雲，2008) 如下：

其林下，一方面可營造為複層林幫助植被的覆
蓋，另一方面，也可增加林地的經濟價值。

二、材料與方法
(一) 樣區選定
本試驗地點為南投縣中興大學惠蓀林場咖
啡園旁苗圃。試驗期間自103年10月至103年12

葉重率 (leaf mass ratio, LMR)
= 葉乾重 ÷ 全株乾重
莖重率 (shoot mass ratio, SMR)
= 莖乾重 ÷ 全株乾重
根重率 (root mass ratio, RMR)
= 根乾重 ÷ 全株乾重

月。進行咖啡苗木之光度處理，並進行各項形

纖弱指數 = 苗高(cm) ÷ 地徑直徑(mm)

質生長與生理反應的測定。

莖根比 = 地上部乾重 ÷ 地下部乾重

(二) 咖啡苗木光度處理

Dickson苗木品質指數

光度處理的設施架設，先以鐵架於苗圃

= 全株乾重 ÷ (莖根比 + 纖弱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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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葉面積計算

常的成熟葉2-3片，以鋁製夾葉器夾住葉片，

苗木破壞性取樣後，迅速將葉片以掃

進行30分鐘的暗適應，而後以攜帶式葉綠素

瞄機進行掃瞄，再以影像分析軟體ImageJ

螢光分析儀進行分析。測定各項螢光參數：

(http://imagej.nih.gov/ij/) 計算葉面積。測得

F 0 、Fm、Fs、Fm’、F 0 ’等參數值，再計

葉面積再與生物量，依照下列算式進行比葉

算出PSII最大光化學效率 (Fv/Fm)、非光化學

面積和葉面積比的計算：

消散 (qN)、光化學消散 (qP)、PSII光量子效

比葉面積 (specific leaf area, SLA)
= 葉面積 ÷ 葉部乾重
葉面積比 (leaf area ratio, LAR)
= 葉面積 ÷ 全株乾重

率 (Yield)、電子傳遞鏈速率 (ETR)。
4. 非結構性碳水化合物
(1) 可溶醣測定
首先將乾燥植體磨粉過篩，秤取植體粉

(四) 苗木生理反應測定

末於試管內，加入去離子水震盪均勻，後放

1. 葉綠素

入80-85°C的熱水浴30分鐘，再以3000 rpm

秤取苗木新鮮葉片0.2 g，置入研砵中

離 心13分鐘，取澄清液置入50 ml之定量瓶

以液態氮進行研磨，樣品確實磨碎，隨後加

中，再重複上述萃取步驟2次後，定 量 至50

入DMSO (dimerhyl sulfoxide) 萃取液10 ml，

ml，即完成可溶糖的萃取。而後再取可溶醣

再以二層濾膜將萃取後的殘渣去除，留下濾

萃取液2 ml，加入5 ml之濃硫酸與0.5 ml 9 %

液。在波長648.2 nm與664.9 nm進行吸光值

苯酚 (phenol) 混合均勻，呈色5分鐘後，測定

的測定 (Barnes et al., 1992)。測定的吸光值，

波長485 nm之吸光值，即可測得可溶糖濃度

依下列公式，計算出葉綠素a (chl. a) 與葉綠

(Dubois et al., 1956)。

素b (chl. b)含量。
2. 光合作用

(2) 澱粉測定
可溶醣萃取後的沉澱物，以鹵素燈照

光合作用的測定以攜帶式光合作用儀

射，氣乾後，加入4.6N過氯酸 (HClO4) 2ml，

(HCM-1000, Walz, Germany) 進行，苗木測

震盪使沉澱物打散，混合均勻，萃取15分鐘

定前需進行充分澆水。光合作用的測定天氣

後加入5 ml的去離子水，震盪混合均勻後，

為晴朗無雲的晴天，測定儀器的操作方法如

以3000 rpm離心13分鐘，並取其澄清液置於

下所述：首先等待儀器暖機完畢穩定，將待

50 ml的定量瓶，再重複進行一次上述的萃

測之葉片夾入儀器之樣本室 (chamber) 中，

取動作，完成後萃取後，定量到50 ml，等待

開始進行光合參數的測量，期間進行外接

後續分析。澱粉的測定方式與可溶醣相同，

光源的照射，分別以300、600、1000 μmol

取萃取液2 ml，加入5 ml濃硫酸震盪均勻，

-2

-1

m s 三種光量，待其穩定後，測定苗木各光

再將之與0.5 ml 9 %之苯酚混合均勻，呈色5

量下的二氧化碳固定速率 (CO2 assimilation

分鐘，以分光光度計測定波長485 nm之吸光

rate)，即為淨光合作用率之數值。

值，即換算可得知植物體澱粉之濃度 (Ghost,

3. 葉綠素螢光
葉綠素螢光測定是以攜帶式葉綠素螢

1979)。
(五) 統計分析

光分析儀 (Portable Chlorophyll Fluorometer,

利用SAS 9.1統計軟體進行最小顯著差異

PAM-2000, WALZ, Germany) 進行。測定天

法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 檢視處理間

氣同樣為晴朗無雲的晴天，逢機選取苗木並

的差異。

於測定前需進行充分澆水，每株選取生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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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0.60為最高，而低光C的0.50為最低，結果顯

(一) 光度對咖啡苗木生物量累積和分配的影響

示咖啡苗木在低光處理有較高比率的地上部

1. 光度對咖啡苗木生物量累積和分配的影響

生物量分配，而在全光處理S，則有最高的

經過三個月的光度處理後，咖啡苗木的

地下部生物量分配，全光環境下，會伴隨著

全株生物量，依其生長環境的光度不同而有

一定程度的水分缺乏，苗木會傾向較多的地

所差異，各個光度處理間的最大與最小的差

下部生長，以維持足夠的水分和養分供給，

距，以11月取樣較10月取樣來的明顯，顯示

另外，全光環境下苗木有較豐富的光資源可

不同光度處理已使咖啡苗木形質生長上產生

利用，生長較為旺盛，所以需要更多的地下

改變 (表1)。光度處理造成的光資源供給差

部生長以吸收水分和養分，方可持續維持其

異，會使不同種類的苗木形質生長產生個別

生長 (Dias et al., 2006；陳書憲等，2011；

差異的改變 (陳書憲等，2011；Rodríguez-

Rodríguez-López et al., 2014)。

López et al., 2014)。由表1可發現，各個不

2.光度對咖啡苗木Dickson苗木品質指數的影響

同光度處理當中，以低光處理的C能夠保有

Dickson苗木品質指數是以生物量、莖

較為穩定的生物量累積，而其他光度的苗木

根比及纖弱指數用來評估苗木生長情況的指

其生物量累積情況則顯得較差。咖啡屬於耐

數，其值越大，表示苗木的生長情況較為良

陰性較佳的樹種，相對的對於高光、耐旱

好，未來發展潛力較佳。能夠適應高光環境

的調應能力較差 (Naidu and DeLucia, 1998；

下的生長苗木相對生長率、莖根比、比葉

Rodríguez-López et al., 2014)，因此，在咖啡

重、根重率會較大，非耐陰性樹種Dickson

苗木生物量變化的部份，顯示低光環境苗木

苗木品質指數也通常會較高，因此相對的耐

才能夠穩定持續的生長。

陰性樹種的Dickson苗木品質指數則會顯得

苗木生物量的分配情況，能反應出其

較低 (郭幸榮和黃進輝，1999)。本試驗的結

本身對於外在環境的適應，以光度變化而

果顯示(圖1)，咖啡苗木在不同光度處理間無

言，通常低光環境中，苗木生長速度較為緩

一致趨勢，惟低光下C的Dickson苗木品質指

和，而對於光的需求比較大，甚至可說光就

數為最高，而高光下A的Dickson苗木品質指

是苗木低光環境中生長的限制因子，故低光

數為最低。而在比較二次取樣的咖啡苗木的

中的苗木多半有較高的莖根比與地上部生

Dickson苗木品質指數發現皆有下降的趨勢，

物量的累積（Veneklaas and Ouden, 2005；

都是11月較10月低的結果，顯示本試驗之苗

Valladares and Niinements, 2008）。本試驗咖

木隨光度處理的進行，使得Dickson苗木品質

啡苗木生物量分配的結果，顯示葉重率二次

指數有逐漸下降的現象。

的取樣都是以低光環境生長的C為最高，而

3. 光度對咖啡苗木葉部性質的影響

全光環境S的葉重率則最低，甚至11月的S的

光度對咖啡苗木葉部性質的影響，可以

葉重率已經低到0.04，證明咖啡苗木在全光

葉片數、比葉面積、葉面積比三項數值來加

環境下很嚴重的落葉現象，也許是高光環境

以評估。光度處理對苗木的影響，在葉片數

下，為了減少過度的蒸散作用，因此選擇讓

的部份，試驗結果顯示不同處理間 (圖2)，

葉子以快速的替換方式，幫助其維持在光照

以低光下C的葉片數為最高，而全光下S為

強的環境持續生長 (Dias et al., 2006)。莖重

最低，顯示低光處理保有較多的葉片，而高

率則較無特別的差思，各處理間苗木的莖重

光處理則有較多的葉片脫落。顯示咖啡在面

率大概都落在0.27-0.37之間；根重率以S的

對過度光照時，容易以落葉與加速葉片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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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Dickson seedlings quality index of Coffea arabica seedlings under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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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eaf mass ratio, shoot mass ratiom, root mass ratio, and dry weight of Coffea arabica seedlings under four different light treatments

表1. 不同光度處理咖啡苗木之葉重率、莖重率、根重率、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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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來適應此環境 (Dias et al., 2006)。在

300

比葉面積的部份，結果則無特別的趨勢 (圖

250

大小厚薄無明顯的改變。而葉面積比的部
份 (圖4)，二次取樣結果則發現在低光下C
2 -1
有最高的葉面積比數值 (34.84 cm g 、31.86
-1

cm2 g )，全光下S則是最低的葉面積比數值

ֺᆺ૿ᗨ(cm2 g-1)

3)，顯示咖啡苗木在本試驗中，單就葉片的

10ִ

a

ab

11ִ
b

200

ab

ab

A

B

ab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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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 cm2 g-1、6.21 cm2 g-1)，差距高達1.5至

0

5倍，顯示光度處理已造成苗木葉面積與生

S

物量關係間的改變，以咖啡而言，高光環境

C

下，苗木因為較多的落葉，使得葉面積比下

圖3. 不同光度處理咖啡苗木之比葉面積。S為

降，尤其是在11月的取樣結果更明顯，其目

全光、A為相對光度51.44%、B為相對光

的是為了減少過多的水分散失，同時減少強

度37.51%、C為相對光度8.39%。

光照射對其本身帶來各種傷害現象 (Maxwell

Fig. 3 Specific leaf area of Coffea arabica
seedlings under four different light

and Johnson, 2000；Martins et al., 2014)。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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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不同光度處理咖啡苗木之葉片數。
Fig. 2 Leaf numbers of Coffea arabica seedlings
under four different light treatments.
(二) 光度對咖啡苗木生理反應的影響
1. 光度對咖啡苗木葉綠素的影響

0
S

A

B

C

圖4. 不同光度處理咖啡苗木之葉面積比。S為
全光、A為相對光度51.44%、B為相對光
度37.51%、C為相對光度8.39%。
Fig. 4 Leaf area ratio of Coffea arabica seedlings
under four different light treatments.

本試驗咖啡苗木在低光下C有最高的葉綠
素a和葉綠素b含量，然而在全光下S咖啡苗木

其中的葉綠素a為組成反應中心色素的主要成

之葉綠素a、葉綠素b多半為所有光度處理中較

份，而葉綠素b則是將光能傳遞到反應中心的

低的測值。葉綠素a/b的部份，結果顯示低光

捕光色素，葉黃素和類胡蘿蔔素則具有將多餘

下C為最低，全光下S較高 (表2)。葉綠素是苗

光能藉由葉黃素循環消散的作用 (黃秀鳳等，

木進行光合作用中的光反應時，重要的啟動

2004；鍾一榮，2011)。測定葉綠素a、葉綠素

物質，對於光合作用的進行有很大的影響，

b，以及葉綠素a/b的計算可幫助我們了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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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光度處理咖啡苗木之葉綠素含量
Table 2. Chlorophyll content of Coffea arabica seedlings under four different light treatments

S
A
B
C

chla
(mg g-1)
10月
11月
1.0ab
1.2ab
(0.20)
(0.34)
1.2ab
1.2ab
(0.26)
(0.45)
1.2ab
1.1b
(0.24)
(0.30)
1.3a
1.6a
(0.27)
(0.34)

chlb
(mg g-1)
10月
11月
0.3b
0.3b
(0.07)
(0.09)
0.4ab
0.6ab
(0.09)
(0.69)
0.4ab
0.3b
(0.16)
(0.10)
0.4a
0.6a
(0.12)
(0.34)

chla+b
(mg g-1)
10月
11月
1.3ab
1.5ab
(0.26)
(0.43)
1.6ab
1.8ab
(0.35)
(1.05)
1.6ab
1.4b
(0.38)
(0.39)
1.7a
2.3a
(0.39)
(0.63)

chla/b
10月
3.5a
(0.32)
3.5a
(0.32)
3.7a
(0.67)
3.4a
(0.41)

11月
3.9a
(0.38)
3.3ab
(1.35)
3.6ab
(0.49)
2.9b
(0.76)

註：同表1

環境下與苗木生長的關係密切的光合作用之能

自二者間的光合系統的健康情況有關，全光

力。本試驗結果顯示咖啡苗木在低光下C有最

環境下葉綠素a+b含量較低，可能是因為苗

高的葉綠素a、葉綠素b及葉綠素a+b，葉綠素

木的葉綠素受到強光的照射使得光合色素

a/b則是C為最低，而高光生長的S咖啡苗木葉

崩解，而且過多的過氧化物質累積，也破壞

綠素a、葉綠素b及葉綠素a+b則多為試驗處理

了光作用的正常運行，進而產生光合作用

中較低的測值，葉綠素a/b則是最高，此結果導

下降的情況 (鍾一榮，2011；Martins et al.,

因於低光生長的苗木為能夠捕捉到任何可利用

2014)。而在比較相同光量不同光度處理的

的光能，必需合成較多的光合色素，以隨時啟

苗木光合作用速率，發現固定光量300 μmol

動光合作用的進行，增升光合作用的效率 (黃

m-2 s-1時，各個光度處理的苗木光合作用無明

秀鳳等，2004)；而高光生長的苗木，則是為

-2 -1
顯趨勢；固定光量為600 μmol m s 與1000

了減少過度的光照引起過氧化傷害，反而是

-2 -1
μmol m s 時，各個光度處理的苗木光合作

以減少光能的吸收為主要的方式 (Maxwell and

用趨勢一致，大小依序為C>B>A>S，光合作

Johnson, 2000；Demmig-Adams et al., 1996；

用的表現皆以C最佳，而S最差 (圖5)，顯示

Martins et al., 2014)。

在低光環境，咖啡苗木在各種光量下皆能維

2. 光度對咖啡苗木光合作用的影響
-2 -1
本試驗以300、600、1000 μmol m s

持較高的光合作用速率。
3. 光度對咖啡苗木葉綠素螢光參數的影響

等3種固定光量來進行咖啡苗木光合作用測

隨著光度下降，咖啡苗木之最大光化學

定，結果顯示隨著給予固定光量的下降，

效率 (Fv/Fm) 有增高的趨勢，依序為全光下

各光度處理之咖啡苗木光合作用速率皆有

S最低 (0.58)、A (0.69)、B (0.71)、而低光下

明顯的下降，其中的下降幅度以低光下C為

C為最高 (0.73)；光化學消散 (qP) 以S為最

最小，全光下S為最大，顯示不同光度處理

高 (0.44)，電子傳遞鏈速率 (ETR) 以B為最大

後，苗木對光環境的調應差異。這個差異來

(48.07)，而ETR、光量子效率 (Yield)、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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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不同光度處理咖啡苗木葉綠素螢光測值
Table 3 The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of Coffea arabica seedlings under four different light
treatments

S
A
B
C

Fv/Fm*
0.6b
(0.08)
0.7ab
(0.03)
0.7a
(0.03)
0.7a
(0.02)

ETR
39.2ab
(7.33)
40.9ab
(9.48)
48.1a
(16.75)
32.9ab
(8.71)

Yield
0.3ab
(0.03)
0.2ab
(0.04)
0.2a
(0.07)
0.1b
(0.03)

qP
0.4a
(0.06)
0.4a
(0.09)
0.4a
(0.13)
0.3ab
(0.07)

qN
0.8a
(0.02)
0.8a
(0.04)
0.8a
(0.02)
0.7ab
(0.09)

*：Fv/Fm 為PSII最大光化學效率，ETR為電子傳遞鏈速率，Yield為PSII光量子效率，qP為光化學消散，qN為非光
化學消散。

非光化學消散 (qN) 皆以C為最低 (表3)。

啡苗木在適當的遮陰下，確實可以有效的增

葉綠素螢光的測定可了解苗木在不同環

進光合作用的進行 (Martins et al., 2014)，而

境下的光合作用光反應的能力優劣(Maxwell

低光處理的C苗木其各項指標如ETR 、Yield

and Johnson, 2000)。結果顯示隨著光度下

、qP、qN皆為各光度處理中最低，顯示在

降，咖啡苗木之Fv/Fm有增高的趨勢，依序

咖啡苗木在低光環境生長，雖然保有較佳的

為S<A<B<C，顯示在低光下C苗木保有較佳

PSII最大光化學效率，由於已經適應光照較

的光合作用潛能，然S的測值最低，也顯示

低的環境，對於光能的利用型態顯得較為

高光環境下的苗木之光合作用系統有受到損

保守，和其他光度處理有差異存在 (黃秀鳳

傷 (Demmig-Adams et al., 1996；Martins et

等，2004)。

al., 2014)。qP則是以全光下S為最高，顯示

4. 光度對咖啡苗木非結構性碳水化合物的影響

不同光度處理下，咖啡苗木對光度的適應情

本試驗將取樣苗木分為葉部、莖部、根

況，使得全光處理的苗木傾向將光能以光化

部，測定在不同光度處理下咖啡苗木的非結

學的方向作利用， ETR以B為最大，表示咖

構性碳水化合物累積情況。結果顯示10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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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醣無一致的趨勢，而11月之可溶醣在葉部

(Dickson and Tomlinson, 1996; Jiménez et al.,

及根部皆是以高光環境下S為最高，莖部可

2009; Niinemets, 2010)。

溶醣以低光下C為最低，根部同樣是以C為最

而計算不同光度咖啡苗木各個部位之

低 (表4)。而澱粉的結果發現 (表5)，10月取

可溶醣與澱粉的比值 (表6)，結果發現各個

樣的各個光度的苗木皆是在根部有最多的澱

光度下的苗木皆是以葉部有最大的比值，根

粉，莖部次之，葉部為最少。而11月的苗木

部次之，莖部為最小，顯示咖啡對於非結構

澱粉含量，皆比10月高。

性碳水化合物的利用型態，葉部的非結構性

非結構性碳水化合物對於苗木的適應

碳水化合物傾向運輸或直接利用，因此多呈

能力與生長調節有重要的意義(Kobe,1997；

現可溶醣的型態，而莖部為生物量累積的主

Körner, 2003；Miyashita, 2005；Myers and

要部位，同時也是非結構性碳水化合物的貯

Kiyajima, 2007)，同時也對植物體內的信息

藏部位，因此有較大比例屬於儲存性質的澱

傳遞有重要的影響 (潘慶民等，2002)。本試

粉 (Kozlowski et al., 1991)。比較二次取樣，

驗結果顯示11月之可溶醣在葉部及根部皆是

顯示各個光度處理的可溶醣與澱粉比值具有

以高光環境的S為最高，莖部可溶醣以C為

10月大於11月的趨勢。全株可溶醣與澱粉比

最低，根部同樣是以C為最低，顯示高光環

值 (圖6)，結果同樣顯示苗木10月之比值較11

境生長的苗木體內有較多的醣類流動，這

月大，這個部份應該是受到季節已開始進入

有利於苗木進行養分的運送或是進行滲透調

較為寒冷的天氣有關，可發現咖啡苗木的非

節，因為高光照往往會伴隨著高溫的情況，

結構性碳水化合物以儲存為利用的比例增加

此情況下，苗木可能透過外在的落葉或是關

(Körner, 2003)。

閉氣孔，以及內在的滲透調節作用，增加水
分吸收與傳導，來對抗各種程度的水分缺乏

表4. 不同光度處理咖啡苗木葉部、莖部、根部之可溶醣濃度
Table 4 Soluble sugar content of Coffea arabica seedlings in leaf, stem, and root under four different light
treatments
葉可溶醣

莖可溶醣

-1

(mg g )

S
A

B
C
註：同表1

根可溶醣

-1

(mg g-1)

(mg g )

10月

11月

10月

11月

10月

11月

247.6ab

286.8a

119.5ab

105.0a

197.3a

198.4a

(31.86)

(33.92)

(33.07)

(15.92)

(40.59)

(21.23)

279.4a

259.7ab

137.1ab

108.6a

199.5a

188.6a

(22.99)

(33.80)

(29.98)

(40.13)

(53.41)

(44.56)

261.2a

130.4b

140.8a

96.9ab

168.7b

106.4b

(32.66)

(27.37)

(26.47)

(46.98)

(30.11)

(20.43)

278.6a

164.4b

152.6a

61.4b

194.2a

81.9c

(37.05)

(18.72)

(26.03)

(16.37)

(25.51)

(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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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不同光度處理咖啡苗木葉部、莖部、根部之澱粉濃度
Table 5 Starch content of Coffea arabica seedlings in leaf, stem, and root under four different light treatments
葉澱粉

莖澱粉

-1

(mg g )

S

A

根澱粉

-1

(mg g-1)

(mg g )

10月

11月

10月

11月

10月

11月

63.4ab

117.2a

105.6ab

155.5ab

124.2ab

164.4a

(15.58)

(37.90)

(57.13)

(88.22)

(43.57)

(93.22)

65. 6ab

94.8ab

117.9a

167.6a

126.3ab

147.7ab

(42.57)

(20.09)

(45.52)

(69.42)

(40.19)

(15.20)

70.0a

97.8ab

97.0ab

177.9a

98.3b

166.5a

(18.54)

(22.29)

(44.04)

(68.96)

(27.43)

(63.96)

55.1b

125.4a

128.6a

165.7a

183.0a

157.1a

(18.94)

(31.77)

(78.21)

(69.64)

(103.28)

(72.68)

B

C
註：同表1

表6. 不同光度處理咖啡苗木葉部、莖部、根部之可溶醣與澱粉比值
Table 6 The ratios of soluble sugar and starch content of Coffea arabica seedlings in leaf, stem, and root under
four different light treatments
葉部

S
A

B
C
註：同表1

莖部

根部

10月

11月

10月

11月

10月

11月

4.1ab

2.7a

1.5ab

0.7a

1.7ab

1.5a

(0.87)

(0.83)

(0.80)

(0.51)

(0.45)

(0.67)

5.0a

2.8a

1.3ab

0.8a

1.8ab

1.3a

(1.50)

(0.63)

(0.53)

(0.40)

(0.70)

(0.28)

3.9b

1.4b

1.7a

0.6a

1.9a

0.7ab

(0.85)

(0.44)

(0.78)

(0.34)

(0.88)

(0.35)

5.6a

1.4b

1.6ab

0.4ab

1.6ab

0.6b

(1.86)

(0.37)

(0.86)

(0.21)

(1.17)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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