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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台灣藜為台灣原住民雜糧植物，過去四年，已就其抗氧化成分如甜菜色素、γ胺基
丁酸與多酚建立基本資料。但其機能性成分，多仍乏人研究。據文獻記載，藜屬種
子外殼含皂素，具苦味，具有抑菌、抗癌、降低膽固醇及充當界面活性劑之功能。
預備試驗也證實台灣藜含有皂素，但其天然乳化劑或抗菌性之特性，尚無利用。此
外，β-glucan屬於膳食纖維，具有提高免疫力、抗腫瘤，抗發炎之功能。而台灣藜
的膳食纖維高達14-22%，為目前穀類之首。其膳食纖維中是否具有類似巴西蘑菇之
β-glucan的成分，很值得探討。本研究主要針對台灣藜皂素與β-glucan之含量加
以分析，並進行其利用產品如潔膚露及高纖台灣藜全穀錠等之開發，以提高其經濟
價值。結果顯示，紅色台灣藜β-glucan含量約3.61 %，黃色種則約為2.69%。而紅
色台灣藜皂素含量約1.3% DW，黃色品種皂素約 0.77 %。亦即紅色品種之βglucan與皂素含量，皆較黃色品種者為高。台灣藜皂素不具明顯的生理活性，但台
灣藜不論紅色或黃色其β-glucan皆具有明顯的提高免疫力的生理活性。產品製作方
面，經由田口法，可製得具接受度及洗淨力的潔膚露，並以4℃為最適保存條件。製
錠部分，則以微晶纖維素較麥芽糊精當賦型劑，可得到崩散度較佳的產品，並且台
灣藜粉末含量應該低於30%才有接受度。台灣藜錠劑於不同溫度貯藏後，其機能性成
份及抗氧化力並無顯著變化，具有開發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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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摘要：
Djulis is an aboriginal cereal plant in Taiwan.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basical information about some of their function such as betanin, GABA
and polyuphenol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other phytochemicals remained
unknown and not utilized. According to references, saponin in the seeds
of Chenopodium species exhibited bitter taste, antipoathogen, anticancer,
lowering LDL and emulsifier function. In addition, β-glucan belong to
dietary fiber exhibited immunity increasing, antitumor and antinflammation. Since the dietary fiber in Djulis is very high (14-22%), it
become interesting to know its β-glucan activity. In this study, we try
to analyze the content of saponin and β-glucan in the Djulis, and
develop a Djulis facial cleaner and high fiber tablet in order to raise
its economical value. Resylts showed that, the β-glucan and saponin were
3.61% and 1.3% in red Djulis while 2.67% and 0.77% in yellow Djulis.
Apparently, higher β-glucan and saponin were found in red than yellow
one. β-glucan of Djulis exhibited high bioactivity but not the saponin.
The optimum condition for Djulis facial cleaner was established by
Taguchi method and the product was found good in cleaning with high
acceptance. The best storage condition for this facial cleaner is at low
temperature (4℃). As to the tablet making, MCC is better than MD and the
content of Djulis should be lower than 30% to be accepted by the
consumer. No significant changes of functional compositions or
antioxidant capacities of the tablet was found during 8 weeks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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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目的：
有關省產台灣藜機能性成分之資料非常少，本研究室過去研究發現，省產台灣藜的
豐富色彩，來自甜菜色素(betalain)，為一種水溶性含氮色素，具有強抗氧化能力
，能清除自由基，文獻上記載可抑制黑色素腫瘤及肺腫瘤(Wu et al.,2006)。也曾
就其多酚成分之抗氧化性加以探討，發現台灣藜多酚高於一般穀類，以芸香苷為主
(吳，2008)，具有預防心血管疾病之功能(Krkoskova ＆ Mrazova, 2005)。而台灣
藜經過浸泡萃取後，其萃取物含有起泡的效果。根據文獻，台灣藜具有皂素成份
，為植物的二次代謝產物。Meguro等(1987)指出，皂素含有天然界面活性劑結構
，具有清潔效果。皂素也能降低膽固醇(Jung等，2007)，及抑制黴菌
(Pappier，2008)。工業上，皂素可以作為食品或飲料的起泡劑、乳化劑或化妝品、
清潔用品等。農業上可作為生物殺蟲劑、濕潤劑及植物生長促進劑。因此本研究將
由不同品種、季節與萃取條件之台灣藜，測定樣品中皂素含量的變化，選擇含皂素
最多的樣品，利用其天然乳化劑之效果，開發出台灣藜皂素相關保養品，提高台灣
藜的經濟效應。再者，為利用台灣藜的全方位營養，本研究將就其全穀粒之超微細
粉體，搭配不同的賦形劑，以田口法，打錠做成高纖台灣藜全穀錠。此外，台灣藜
所富含高纖中的多醣體，也是全穀粒錠中重要的機能性成分。有關多醣體之研究
，多集中於菇類，如巴西蘑菇之β-glucan，為葡萄糖聚合物，其主鏈以β-1,3醣苷
鍵連結。多項研究指出β-glucan具有免疫調節功效，可刺激先天性免疫系統、抗腫
瘤、抗細菌、抗病毒、抗真菌及加速傷口復原等功效（Brown and Gordon 2003）。
海藻多醣則能有效抑制簡單泡疹病毒(HCMV)。若和治療愛滋病患的臨床用藥
AZT(3’-azido-3’-deoxythymidine)共用，具有加乘性效果(Lee 等,1999)。由於
台灣藜的膳食纖維高達14-22%，為目前穀類之首。其膳食纖維中是否具有類似巴西
蘑菇之β-glucan的成分，很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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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以省產台灣藜為原料，利用甜菜色素、多酚、皂素之保健特性，試製潔膚露，並進
行保濕、膚質彈性等性質測試。經由田口法，找出最適台灣藜萃取液、保濕劑及增
黏劑等之使用比例以提升台灣藜的經濟價值。各產品亦將進行貯存試驗，以了解其
貯存安定性。
為完全利用台灣藜的營養與機能性成分，著眼於全穀粒高纖台灣藜錠之開發。利用
田口法，經由其品質測定(硬度、腸胃液溶離測試及品評)，找出最適台灣藜超微粒
粉末、黏合劑及潤滑劑之使用比例。此外，為釐清台灣藜多醣的效果，首先就多醣
中的β-glucan加以萃取，利用精密儀器加以分析。並就各產品貯存期間，機能性成
分或抗氧化力之變化，加以測定，以了解高纖台灣藜全穀錠之貯存安定性。
1、台灣藜之多醣測定
(I)台灣藜中多醣測定
(a) β-glucan多醣的萃取:利用82℃熱水萃取後，經由離心取上層液，加入等體
積的酒精沈澱出多醣，再利用純酒精洗滌以40℃烘乾，即得到β-glucan（粗多醣）
(b) β-glucan定性及定量
將多醣溶液於100℃加熱，冷卻後將多醣調至pH6.5，加入lichenase，作用1小時
，利用6000 g沈澱酵素後取上層液。以去離子水稀釋，利用硫酚法（sulfer-phenol
method），於波長490 nm下測其吸光值。藉由不同濃度的葡萄糖標準品所繪製成糖
濃度與吸光值相關性之標準曲線圖，可計算出多醣的含量。或另以HPLC加以測定。
移動相為：水、氰甲烷。流速：1.0 mL/min。 注射量：50μL
偵測器（detector）: RI detector，溫度：125℃

min

水

氰甲烷

0

10%

90%

18

22%

78%

36

90%

10%

(II)不同品種對台灣藜中多醣含量之影響
以不同品種台灣藜(紅色、黃色品種)為原料，針對β-glucan含量加以測定，以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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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β-glucan含量最高的品種樣品。
2、省產全穀粒台灣藜錠開發
將全穀粒台灣藜粉末混合各種賦型劑，並以適當打錠條件將台灣藜全穀粉
打製成錠劑。利用田口法四因子三階層(台灣藜超微細粉末、稀釋劑、黏合劑、調味
劑)探討全穀粒台灣藜錠初步製作的可行性。
其中，錠劑之品質試驗:
(a) 錠劑重量差異試驗(Weight variation test)
每批各取二十顆錠劑測試，計算產品之平均重量，每一錠之重量與平均
重量的
差異計之，其差異超過重量差異百分率5%的不得超過二粒，並不能有任何錠劑有超
過5%之一倍者。
(b) 錠劑硬度試驗(Hardness test)
每批各取十顆錠劑測試，計算產品的平均硬度。
(c) 崩散度試驗（Disintegration test）
將錠劑六粒分別至於崩散機之每一試管中，再加入載片各一片，啟動錠劑崩散度計
使試管依照規定速度上下昇降，其水溫為37±2℃。依照中華藥典所敘，其崩散應於
30分鐘內完全崩散。
(d)品評:就全穀粒台灣藜錠之風味、色澤及整體接受性，加以測試。
3、台灣藜錠貯藏試驗
以最適台灣藜粉末進行製錠後，於不同溫度 (25 及35℃) 進行貯藏，期間
測定TPA硬度、崩散度、γ-胺基丁酸含量、抗氧化力( DPPH清除自由基能力、
FRAP還原力和總酚)
4、省產台灣藜中皂素之萃取與定量
將濾紙烘乾秤重後，以甲醇萃液台灣藜粗皂素後，將萃取液進行過濾及濃
縮，再以正丁醇進行分餾，然後用甲醇沖提出粗皂素，並以乙醚去除油質後，過濾
，烘乾，然後稱重，即可得黃色粗皂素，帶入公式進行粗皂素收率計算。
粗皂素收率(%)=(溶劑蒸發後濾紙重－濾紙烘乾重)/濾紙烘乾重
5、省產台灣藜之皂素生理活性之測定
將乾燥的皂素粉末做生理活性相關測定，包括
(1) MTT test：3- (4,5-cimethylthiazol-2-yl)-2,5-diphenyl tetrazolium
bromide
(2) Nitric oxide (NO)
(3)樹狀凸細胞測定
6、省產台灣藜潔膚露製備
使用田口法採四因子(凝膠、台灣黎粗皂素萃取液、保濕劑、色素)三階層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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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9個最適配方，進行潔膚露感官品評。再利用田口法之台灣黎潔膚露整體接受性及
洗淨力找出最佳配方。再將製作好的潔膚露送至檢驗公司做皮膚相關之測定(保水力
、彈性、美白、油脂)
7、省產台灣藜潔膚露之儲藏試驗
將製作好的潔膚露，分別於見光25℃、避光25℃及4℃下，測其貯藏過程
中台灣藜潔膚露色澤(a值)和色素殘留(裂解指數與分光光度計 A530 nm)的變化。
8、其他品質測定
a 色澤之測定： 以色差計測定其L a b值。
b甜菜色素分析：台灣藜樣品經過24小時水萃取後，離心過濾，利用分光光度計測定
A530，代表甜菜色素之含量。
c 多酚含量測定：將台灣藜樣品液，以0.45μm膜過濾，取20μl以前述HPLC進行分
析，再與標準品作比對。
d 自由基清除能力測定：取樣品利用酒精萃取後，加入新鮮配製之1 mM 1,1diphenyl- β-picryl-hydrazyl (DPPH)之甲醇溶液1 mL，均勻混合，並靜置30分鐘
後，於515 nm測其吸光值。以【1-（樣品吸光值/未加樣品之控制組吸光值）】×
100，得到清除自由基效應百分比。清除百分比值愈高者，抗氧化性愈高。
e 還原能力測定：該試驗原理為Fe3+ (tripyridyleriazine，簡稱TPTZ)複合物，在
含有抗氧化物質的情況下，可將Fe3+還原成Fe2+複合物，而Fe複合物在593 nm具有吸
收波峰，呈藍綠色，可用來測定樣品的抗氧化能力(Niemeyer and Metzler 2003)。
取新鮮配製之FRAP試劑加入蒸餾水及樣品，震盪於37℃混合均勻。

-6-

992271_Conclude

五、結果與討論：
(一) 台灣藜β-glucan粗多醣之萃取與不同品種台灣藜β-glucan粗多醣之分析
先將不同品種台灣藜之種子磨碎，以纖維酵素加以水解(50℃，30分鐘)後，離心取
上澄液，凍乾後，秤取粗多醣之回收率。結果，紅色台灣藜之粗多醣回收率為
7.3%，而黃色品種則為6.6%。各樣品之粗多糖再進一步以酚及硫酸處理後(硫酚法
)，測定β-glucan含量。結果顯示，紅色台灣藜β-glucan含量約3.61%，黃色種則
約為2.69%。表示紅色品種之β-glucan含量比黃色品種者高。
(二)台灣藜多醣生理活性之測定
(1) 樹狀凸細胞之形成，顯示台灣藜具有提高免疫力之生理活性
(2)MTT 活性：隨著台灣藜多醣添加濃度之增加，其細胞存活率並未減少，顯示
台灣藜多醣不具毒性
(3)產生NO: 隨著台灣藜多醣添加濃度之增加，其NO產生量增加，故可提高免疫
力
(三) 台灣藜錠製作
賦型劑對於錠劑之品質影響甚鉅，近來許多報告利用天然植物纖維，取代傳統賦型
劑來製作錠劑。因此本研究選用目前經許多學者證實，整體效果最佳之微晶纖維素
(MCC) 及市面上較常使用之麥芽糊精( MD) 當作台灣藜營養錠之賦型劑。並利用流
程簡單、內容物不易散失、配方比例穩定且可避免熱反應及濕氣影響的直接加壓打
錠法，來製作台灣藜營養錠。首先將前述實驗最適之紅色品種台灣藜芽體磨粉，接
著與微晶纖維素及麥芽糊筋分別以3比7、5比5、7比3比例進行混合，再利用油壓打
錠機以不同壓力 (1000、5000 psi) 進行加壓打錠，製成錠劑如圖4所示。
(1) 質地剖面分析
台灣藜錠劑以TPA (Instron) 分析，各項數據結果如圖5所示。在硬度方面，不論是
以麥芽糊精還是微晶纖維素製作錠劑，皆以賦型劑：台灣藜粉末=7：3比例，並使用
5000 psi加壓打錠可得最高硬度 (麥芽糊精及微晶纖維素分別可達2.71 kg/F、3.69
kg/F)。此結果顯示出，微晶纖維素能使錠劑擁有較高的硬度，且使用不同壓力進行
加壓打錠，也會對硬度產生不同影響。
(2)官能品評測定台灣藜營養錠
進一步以感官品評方式探討。圖6為利用五分制感官品評表分析不同方式處理之台灣
藜營養錠，與TPA相比，二者硬度之趨勢一致，皆以賦型劑：台灣藜粉末=7：3之比
例，並以5000 psi加壓打錠得分最高 (麥芽糊精為4.44分、微晶纖維素為4.67分)。
香氣部分，得分最高者為麥芽糊精：台灣藜粉末=3比7最高 (3.67分)。質地接受度
部份，不論是麥芽糊精還是微晶纖維素當賦型劑，皆以賦型劑：台灣藜粉末=7：3之
比例混合，並以5000 psi加壓打錠得分最高 (麥芽糊精為4.33分、微晶纖維素為
4.50分)。後續貯藏則以此2種賦型劑，各以7：3混合台灣藜粉末，並貯藏於25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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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探討貯藏對其色澤、質地及抗氧化力之影響。
(四)台灣藜錠貯藏試驗
(1) 台灣藜錠之TPA硬度試驗
為了瞭解貯藏過程中，台灣藜錠劑之物性是否有所變化，因此利用質地剖
面分析儀進行TPA試驗，其結果如圖7所示。從圖中可以得知，不論是以微晶纖維素
製成之台灣藜錠劑還是以麥芽糊精製成之台灣藜錠劑，於不同溫度下進行貯藏二個
月，其硬度沒有太大變化，顯示經貯藏二個月後，台灣藜錠劑仍然具有良好的物理
性質。
(2) 台灣藜錠之崩散度試驗
崩散度方面如圖8所示，以台灣藜粉末製成之台灣藜錠劑，不論是麥芽糊精
還是微晶纖維素當賦型劑之崩散度時間，整體上來看，還是以微晶纖維素製成之台
灣藜錠劑具有較佳之崩散能力。
(3) 台灣藜錠γ-胺基丁酸含量之變化
γ-胺基丁酸含量方面如圖9所示，可發現γ-胺基丁酸經過不同溫度貯藏後
，不論是以麥芽糊精還是微晶纖維素當賦型劑者製成之錠劑，於不同溫度下其γ-胺
基丁酸含量基本上沒有損失之情形發生。
(4) 台灣藜錠抗氧化力之變化
將貯藏在不同溫度下之台灣藜錠劑抗氧化力之變化(DPPH清除自由基能力、
FRAP還原能力和總酚)。結果如圖10所示，由圖可以得知，其FRAP還原能力和總酚於
貯藏期間，雖有些微的變化，但整體而言，與貯藏第0天相比並無明顯的變化
，DPPH清除自由基能力則有些微上升之趨勢，但於貯藏20天後，其DPPH清除自由基
能力則無明顯變化。
(五)省產台灣藜中皂素萃取與不同品種台灣藜中皂素之分析
將濾紙烘乾秤重後，以甲醇萃液台灣藜粗皂素後，將萃取液進行過濾及濃
縮，再以正丁醇進行分餾，然後用甲醇沖提出粗皂素，並以乙醚去除油質後，過濾
，烘乾，然後稱重，即可得黃色粗皂素，帶入公式進行粗皂素收率計算。結果顯示
，紅色品種台灣藜皂素含量約1.3% DW，黃色品種皂素約 0.77% 。此與一般植物中
皂素含量約在1% 左右相符合。
(六)省產台灣藜皂素生理活性之測定
(1)MTT test如圖11，台灣藜皂素在10 µg/ml及25 µg/ml與控制組比有較高的
細胞存活率，但高於25 µg/ml後的濃度，則是隨著濃度的升高，細胞存活率卻下降
，但在100µg/ml以內仍有80%以上之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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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itric oxide (NO)的結果如圖12，添加不同濃度之台灣藜皂素的組別與控
制組相比，其NO產生量有稍高的現象。
(3)若有樹狀凸細胞之形成，顯示樣品具有提高免疫力之生理活性(圖13)。由圖
14中之(A)至(E)，顯示台灣藜粗皂素並無明顯提升免疫力之能力。
(六) 台灣藜潔膚露製作
萃取出台灣藜粗皂素後，將其調成水溶液，由結果可以得知，台灣藜水萃
液所得潔膚露與添加胺基酸起泡劑者，在洗淨力與舒適感方面並無差別(圖15與圖
16)。之後使用田口法採四因子(凝膠、台灣黎皂素粗萃取液、保濕劑、色素)三階層
找出9個配方，攪拌均勻後，添加適量香精，即可裝瓶，進行潔膚露感官品評，其感
官品評表，再利用整體接受性找出最佳台灣黎潔膚露製作配方，並進行貯藏試驗。

(七) 台灣藜潔膚露儲藏試驗
(1)L a b 之 a值的結果如圖17，置於4℃避光儲藏的台灣藜潔膚露色澤保持
的最好，無明顯的下降幅度；而置於室溫下見光與恆溫箱避光則是在第七天有大幅
度的下降。
(2)甜菜色素(A530 nm)和裂解指數：置於4℃儲藏的台灣藜潔膚露，其甜菜色素
殘留量較25℃貯藏者高且其裂解程度較低(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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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1. 紅色品種台灣藜之β-glucan及皂素含量皆較黃色品種者為高。
2. 台灣藜粗多醣確實具有生理活性。
3. 台灣藜製錠時，可利用台灣藜本身纖維取代部分賦型劑。使用微晶纖維素當作賦
型劑，能夠獲得較短之崩散時間。
4. 台灣藜錠劑於不同溫度貯藏後，其機能性成份並無顯著變化，具有開發價值。
5. 台灣藜皂素萃取液，可製得具洗淨力的潔膚露。
6. 台灣藜潔膚露於不同溫度貯藏後，儲藏於4℃為最適保存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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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我們利用前期計畫發現的酵素活性及逆境原理，進行矮化及改變葉片顏色試驗。上
年度計畫以日夜溫差、澆灌水溫之控制、矮化劑、培植容器大小及盆栽內之定植株
數進一步進行矮化之試驗。在定植株數對台灣藜植株高度的影響方面：五株組增加
幅度則只有控制組的87%。在容器大小對台灣藜植株高的影響方面：控制組(500ml)
與800ml組分別是250ml組的90%及85%。在矮化劑對台灣藜植株高度的影響方面：
12.5ppm組、25ppm組及50ppm組增加的株高分別是控制組的58%、45%、36%。下半年
度計畫以日夜溫差、澆灌水溫之控制、及摘心進一步進行矮化之試驗；而植株變色
方面則以培植環境溫度之控制作為變因，探討控制植株變色之條件。在摘心對台灣
藜植株高度的影響方面：20cm組、30cm組與40cm組增加分別為控制組的65.19 %、
66.8 %及93.51 %。在澆灌水溫對台灣藜植株高度的影響方面：5℃組、10℃組、35
℃組、50℃組與60℃組的株高增加幅度分別為控制組的1.78倍、88.7%、90.6%、
1.07倍及1.33倍。在不同日夜溫差對台灣藜植株高度的影響方面：20/15℃組與
25/20℃組株高增加幅度為30/25℃組的38.4%及88.0%。在不同生長溫度試驗中對台
灣藜植株高度的影響方面：30/25℃組與35/25℃組株高增加幅度分別為控制組的
1.31倍與98.53 %。另外在台灣藜紅色葉片與綠色葉片的ETR、POD活性及H2O2含量影
響方面：紅色葉片的電子傳遞效率會比綠色葉片降低許多；在POD活性上，紅色葉片
的POD活性為綠色葉片的48倍；在H2O2含量上，紅色葉片的H2O2含量為綠色葉片的1.2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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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摘要：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inhibit plant height and alter leaf
coloring by the principle of enzyme activity and stress physiology
previously developed from our lab. To achieve dwarfism, plant per pot,
container size, day/ night temperature difference, temperature of water,
chemical for inhibiting plant height were investigated for the first part
of this year. Incensement of 5 plants resulted in 87% height of plants
from control group for Chenopodium formosanum. As the effects of
container sizes (800ml, and 250ml) on plant height were 90%, and 85% of
control group (500ml) respectively. Plant heights of treatments with
inhibiting agent, paclobutrazol (PP333), 12.5ppm, 25ppm, and 50ppm were
58%、45%、36% compared with control.
Day/ night temperature
difference, water temperature, tip-removal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for the 2 nd half of this year. By manipulating growing temperature,
altering plant coloring were executed. Tip-removal treatments (20cm, 30cm
, and 40cm) effects of plant height exhibited 65.19 %, 66.8 %, and 93.51
%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Water temperature treatments (5℃, 10℃,
35℃, 50℃, and 60℃) effects on plant height resulted in 1.78fold,
88.7%, 90.6%, 1.07 fold, and 1.33 fold. Different day/ night temperatures
treatments (20/15℃, and 25/20℃) resulted in 38.4%, and 88.0% of height
compared with plants from 30/25℃. The results of growth temperature
effects were 1.31 fold, and 98.53 % for 30/25℃, and 35/25℃Moreover,
ETR, POD activities, from red, and green leaves were analyzed. Electron
transfer rate were higher in red leaves, activity of POD was 48 folds of
red leaves, and H2O2 content was 1.24 fold in red leaves compared with
green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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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目的：
台灣藜矮化及莖葉變色評估：
許多環境因子可促使植物矮化，這包括了生長環境之溫度、澆灌之水溫、培植容器
大小、定植株數等，而新生頂芽所產生之生長激素也是影響植物高度的關鍵，故本
試驗將由調控環境因子、矮化劑與摘除頂芽(摘心)以降低其生長激素下手，矮化台
灣藜之生長高度，使其符合市場園藝作物之需求。而經初步測試，高溫處理下之台
灣藜其葉片會在數天內由綠轉紅，因此將擬以不同環境溫度培植台灣藜，觀察其莖
葉顏色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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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1.試驗材料栽培
將台灣藜種子播於標準規格品之100 格塑膠盤穴 (直徑3公分之圓形穴盆)，穴
盤內介質使用砂：泥炭土=1：1(V/V)，培養於溫度26℃；光照16小時，黑暗8小時
；相對濕度65%之培養箱中，待其發芽後1個月開始試驗，試驗其間不施用任何化學
肥料及農藥。
2.定植株數對台灣藜植株高度之影響
將台灣藜幼苗以1、3、5株數轉至容積為500ml之單一植盆內，栽培介質使用砂
：泥炭土=1：1(V/V)，兩個月間觀察植株高度，以捲尺量測各植株總長、離地垂直
高度、穗長。
3.容器大小對台灣藜植株高度之影響
將台灣藜幼苗轉至容積為250、500、800ml之植盆內，栽培介質使用砂：泥炭土
=1：1(V/V)，兩個月間觀察植株高度，以捲尺量測各植株總長、離地垂直高度、穗
長。
4.矮化劑(retardant)對台灣藜植株高度之影響
將台灣藜幼苗轉至容積為500ml之植盆內，栽培介質使用砂：泥炭土=1：1(V/V)
，施以矮化劑paclobutrazol (PP333)不同濃度 (0 ppm、12.5 ppm、25 ppm、
50ppm )，並培植兩個月間觀察植株高度，以捲尺量測各植株總長、離地垂直高度、
穗長。
5.日夜溫差對台灣藜植株高度之影響
將台灣藜幼苗轉至容積為500ml之植盆內，栽培介質使用砂：泥炭土=1：1(V/V)
，並置於培養箱中以不同日/夜溫20/15℃、25/20℃及30/25℃處理，並在培植兩個
月間觀察植株高度，以捲尺量測各植株總長、離地垂直高度、穗長。
6.摘心對台灣藜植株高度之影響
將台灣藜幼苗轉至容積為500ml之植盆內，栽培介質使用砂：泥炭土=1：
1(V/V)，待植株長至20、30、40公分時作摘心處理，並在培植兩個月間觀察植株高
度，以捲尺量測各植株總長、離地垂直高度、摘心高度、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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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同生長溫度對台灣藜植株高度之影響
將台灣藜幼苗轉至容積為500ml之植盆內，栽培介質使用砂：泥炭土=1：1(V/V)
，並置於培養箱中以不同日/夜溫25/25℃、30/25℃、35/25℃處理，持續觀察植株
莖葉顏色。植株葉片將以 phospate buffer (pH=7.0) 萃取其色素，並以分光光度
計予以分析比較。
8.不同澆灌溫度對台灣藜植株高度之影響
將台灣藜幼苗轉至容積為500ml之植盆內，栽培介質使用砂：泥炭土=1：1(V/V)
，以5、10、35、50、60℃及室溫水(27℃)於每天早上八點灌溉，每次澆灌200ml
，並在培植兩個月間觀察植株高度，以捲尺量測各植株總長、離地垂直高度、穗長
。
9. PSII 電子傳遞速率(ETR)測定：
植物事先以鋁箔紙暗處理20分，並利用PAM-210測量其葉綠素螢光,儀器每20秒增強
一次光源，共計11筆數據,其數據計算為 ETR= 螢光數值X參數X 0.5 X PAR (光強度
) ,並依照PAR做橫軸，ETR為縱軸做出 light curve。10. 蛋白質含量的測定：
實驗中測量蛋白質含量的方法是使用Bio-Rad 公司的蛋白質微量檢測法(Bio-Rad
Protein Assay microassay procedure)。首先準備1至10 μg/ml的BSA溶液作為標
準蛋白溶液。將40μl的標準蛋白溶液與待測蛋白質溶液分別置於乾淨的試管中。各
加入800μl的染色試劑(Dye Reagent Concentrate)，混合均勻，並避免產生氣泡。
五分鐘後，各取200 ml的混合液，加到96孔的培養皿之一孔中，並取三次作三次重
複試驗。在一小時內，以光譜儀測其595nm的吸光值(OD595)，並將每個樣本所得的三
個吸光值加以平均，即為此樣本的吸光值。把標準蛋白溶液的吸光值對蛋白質濃度
作圖，畫出迴歸直線，再將待測蛋白的吸光值代入，以內插法算出其蛋白質濃度。
11. Peroxidase (POD)活性分析：
以50 mM磷酸緩衝液(pH 7.0) 萃取。1 ml reaction mixture裡含有50 mM
potassium phosphate ( pH 6.5)，0.5 mM ascorbate, 0.1 mM H2O2 與 0.1 mM
EDTA。此反應在加入H2O2或Ascorbate peroxidase即進行記錄10-30秒內290 nm的吸
光值變化。
12. 過氧化物含量測定：
取葉片組織秤重後，加入600λ 10 mM sodium phosphate buffer (pH=7.0，加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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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no-1.2.4-triazole) 研磨。以6000xg，4℃ 離心25分鐘。再取上清液100λ與900
λ反應液混合（反應液中含有100λ 2.5mM FeSO4·7H2O，100λ1mM Xylenol orange
，100λ1M Sorbital，100λ250 mM H2SO4,，600λddH2O），避光反應30分鐘。H2O2將
反應液的Fe2+氧化成Fe3+，Fe3+再與Xylenol orange反應，使得Xylenol Orange的顏色
從黃色轉為粉紅色。最終反應液以560 nm波長測定其吸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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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1.矮化劑對台灣藜植株高度的影響：
(1)
平均株高－－控制組的株高在41天後增加15.08cm；12.5ppm組、25ppm組及
50ppm組增加的株高分別是控制組的58%、45%、36%。
(2) 平均總葉片數－－控制組在41天後平均增加6.5片； 12.5ppm組、25ppm組及
50ppm組的總葉片數分別是控制組的1.17倍、1.15倍、1.2倍。
2.容器大小對台灣藜植株高的影響：
(1) 平均株高－－控制組91天後增加29.58cm；控制組與800ml組分別是250ml組的
90%及85%。
(2) 平均穗數－－ 250ml組平均穗數為5.33個；控制組與800ml組平均穗數分別為
250ml組的65.67%及43.71%。
(3) 平均葉面積－－控制組的葉面積為80.95cm2。250ml組及800ml組分別是控制組的
64.8%及92%。
(4) 平均莖粗－－控制組的平均莖粗為1.16cm。250ml組與800ml組的莖粗分別是控
制組的84%與94%。
(5) 抽穗所需平均天數－－控制組為110.5天。250ml組與800ml組在抽穗所需天數上
分別是控制組的85%與1.07倍。
(6) 平均總葉片數－－控制組兩星期後增加12.67片；250ml組及800ml組的增加幅度
分別是控制組的70%及1.18倍。
3.定植株數對台灣藜植株高度的影響：
(1) 平均株高－－控制組在91天後增加49.67cm；一組增加幅度為控制組的1.16倍
；五株組增加幅度則只有控制組的87%。
(2) 平均穗數—控制組為5.67個。一株組與五株組分別為控制組的1.15倍與78%。
(3) 平均葉面積－－一株組第十位葉平均葉面積大小為69.14 cm2；控制組與五株組
分別是一株組的77.4%與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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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均莖粗－－控制組為1.1cm。一株組與五株組在平均莖粗上分別為控制組的
1.1倍與89%。
(5) 抽穗所需平均天數－－控制組抽穗平均天數為93天。一株組與五株組分別是控
制組的1.23倍及1.18倍。
(6) 平均總葉片數－－ 控制組91天後增加17.63片；一株組增加幅度為控制組的
1.47倍；五株組增加幅度只有控制組的44.2%。
4. 不同日夜溫差對台灣藜植株高度的影響：
(1)平均株高－－30/25℃組增加37.58±4.91cm；20/15℃組與25/20℃組株高增加幅
度為30/25℃組的38.4%及88.0%。
(2) 平均穗數－－ 30/25℃組為6.33±1.37個；20/15℃組與25/20℃組在抽穗數上分
別為30/25℃組的80.0%與68.4%。
(3) 平均莖粗－－30/25℃組為 0.72±0.23cm；20/15℃組與25/20℃組在平均莖粗上
分別為30/25℃組的1.53倍與1.18倍。
(4) 抽穗所需平均天數－－30/25℃組為62.77±1.91天；20/15℃組與25/20℃組在抽
穗天數上分別是30/25℃組的1.24倍及1.02倍。
(5) 平均總葉片數－－30/25℃組則增加5.17±0.66片；20/15℃及25/20℃組葉片數
增加幅度為30/25℃組的29.0%及87.0%。
(6) 種子重量－－ 30/25℃組為0.35±0.17g。20/15℃組與25/20℃組在平均種子重
量上分別為30/25℃組的1.07倍與1.03倍。
5.不同生長溫度對台灣藜植株高的影響：
(1) 平均株高－－控制組增加 35.5±11.06 cm；30/25℃組與35/25℃組株高增加幅
度分別為控制組的1.31倍與98.53 %。
(2) 平均穗數－－控制組為7.33±2.92個；30/25℃組與35/25℃組在抽穗數上分別為
控制組的81.82 %與92.05 %。
(3) 抽穗所需平均天數－－控制組抽穗平均天數為117±15.9天；30/25℃組與35/25
℃組在抽穗天數上分別是控制組的80.34 %及9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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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均總葉片數－－控制組增加 7.67±2.78片；30/25℃組與35/25℃組分別為控
制組的-50 %與40.58 %。
(5) 種子重量－－控制組為0.76±0.43g； 30/25℃組與35/25℃組平均種子重量增加
幅度為分別為控制組的46.07 %與40.45 %。
6.不同灌溉溫對台灣藜植株高度的影響：
(1) 平均株高-27℃組增加13.62±2.51 cm；5℃、10℃組、35℃組、50℃組與60℃組
的株高增加幅度分別為控制組的1.78倍、88.7%、90.6%、1.07倍及1.33倍。
(2) 平均穗數—控制組平均每株抽穗8.0±1.29個；5℃組、10℃組、35℃組、50℃組
與60℃組分別是控制組的68.8% 、87.5%、1.06倍、1.41倍與77.5%。
(3) 平均莖粗－－控制組的平均莖粗為0.87±0.13cm；5℃組、10℃組、35℃組、50
℃組與60℃組分別是控制組的98.1%、90.2%、88.5%、1.04倍、78.26%與96.2%。
(4) 抽穗所需平均天數－－控制組為138.5±5.24天；5℃組、10℃組、35℃組、50
℃組與60℃組分別是控制組的45.7%、99.2%、94.9倍、1倍與66.4%。
(5) 平均總葉片數－－控制組增加 3.0±1.64 片；5℃組、10℃組、35℃組、50℃組
與60℃組葉片增加幅度分別為控制組的1.56倍、1.17倍、89%、94.3%及59%。
(6) 種子重量－－控制組的平均種子重量為0.421±0.13g ，5℃組、10℃組、35℃組
、50℃組與60℃組重量分別是控制組的1.89倍、1.16倍、84.78%、1.61倍與91.18%
。
7.摘心對台灣藜植株高度的影響：
(1) 平均株高－－控制組增加 35.8±1.79cm；20cm組、30cm組與40cm組增加幅度分
別為控制組的65.19 %、66.8 %及93.51 %。
(2) 平均穗數—控制組平均每株抽穗7.33±1.25個；20cm組、30cm組及40cm分別是控
制組的54.6%、45.4%及86.4%。
(3) 平均莖粗－－控制組的平均莖粗為0.85±0.17cm；20cm組、30cm組與40cm組莖粗
分別是控制組的94.42%、1.02倍與92.16%。
(4) 抽穗所需平均天數－－控制組為107.17±3.8天；20cm組、30cm組與40cm組在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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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所需天數上分別是控制組的94.43% 、1.04倍與95.8%。
(5) 平均總葉片數-控制組增加 5.17±1.25片；20cm組、30cm組與40cm組增加幅度分
別為控制組的-74.19 %、-58.06 %及10.84 %。
(6) 種子重量－－控制組平均種子重量為0.76±0.25g；20cm組、30cm組及40cm分別
是控制組的84.68%、44.85%及57.94%。
8. 台灣藜紅色葉片與綠色葉片之比較：
(1) H2O2含量—紅色葉片H2O2含量為34.0±2.76nmol/g，綠色葉片則為27.5±2.6nmol/g
；紅色葉片的H2O2含量為綠色葉片的1.24倍
(2) POD活性—紅色葉片POD活性為72.0±11.0 A470/mg protein；綠色葉片其POD活
性為1.5±0.16 A470/mg protein；紅色葉片的POD活性為綠色葉片的48倍
(3) ETR—紅色葉片的ETR值比綠色葉片ETR值降低許多。
(4) 台灣藜葉片顏色轉換機制: 在我們的實驗中發現台灣藜具有極高之光合作用效
率，其PSII的電子傳遞速率明顯高於水稻。然而在此高效率電子傳遞下容易發生電
子未耦合(uncoupling)現象，也就是電子無法全部傳遞給FNR以合成NADPH。此時過
多之電子會散佈在葉綠體中形成自由基，此自由基會造成過氧化物(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暴增。ROS進而造成葉綠素崩解導致葉片顏色轉紅。而在此
同時植物也會誘導POD活性來移除過氧化物，以避免細胞走向程式死亡路徑
(Programmed Cell Death, P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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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使台灣藜矮化及葉片變色之最佳條件如下:(1) 矮化:在眾多條件中，以不同日
夜溫試驗20(日)/15(夜)℃處理的植株高度只有控制組的38% ， 並且下層葉片會慢
慢變為紅色。(2) 葉片變色: 在實驗中發現高溫、高光照與低溫水灌溉均會迅速造
成葉片顏色轉紅， 然而高溫與高光照處理時間過久會造成植株死亡。目前以低溫水
灌溉處理較為容易也不會造成植株過度受損。
根據結果顯示，以不同日夜溫試驗20(日)/15(夜)℃處理能達到最好效果，此處
理下之植株高度只有控制組的38%。而此種條件在秋冬之際的雲嘉南濱海空曠之地容
易達成，因此種苗業者可在此種條件下大量生產矮化品種的台灣藜。此外，在這些
處理過程中也發現逆境會造成台灣藜葉片轉紅，因此可能開發其成為耶誕節除了聖
誕紅之外的另一選擇。許多報告指出光照與溫度會影響植物光合作用電子傳遞鏈
，進而產生過多之過氧化物；而此過氧化物會造成葉綠素崩解使得葉片轉色。因此
我們也分析台灣藜在高溫時期光合作用電子傳遞鏈效率與過氧化物含量。結果顯示
高溫會使光合作用電子傳遞鏈效率迅速下滑，進而造成過氧化物含量與相關酵素活
性上升；而葉綠素也因此有崩解現象。然而此種處理所造成之紅葉色澤不夠深，因
此做為耶誕節園藝作物之可能性也降低許多。整體而言，透過逆境處理生產矮化台
灣藜是原住民鄉鎮可以發展的方向；目前的困境在於逆境處理矮化的台灣藜花穗數
也會減少。因此未來若能配合育種技術培育出矮化且多花穗之台灣藜應是一較可行
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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