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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光強度、養液中鋅濃度及葉面施肥對
生蠔葉葉數及葉片中鋅含量之影響
廖本衛 1
摘

要

黃馨慧

1

鋅為人體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 為了提高高鋅蔬果之鋅含量作為天然鋅來源，以 生蠔葉（ Mertensia

maritime）為材料，於植物工廠中進行藉由光強度及以由養液、葉面施肥提供鋅元素，以期能提高生蠔葉葉片鋅含量。
-2

-1

栽培過程中提供 9R1B LED 人工光源光強度 230±20 μmol m s 照射 16 小時，提高栽培養液中鋅濃度至 1 ppm 或
以含有 1 ppm 鋅濃度之硫酸鋅水溶液進行葉面施肥，除了可提高生蠔葉生長速率外，其鋅含量更提高至 21.4
mg/100g，提升以生蠔葉做為天然鋅來源之效率。
關鍵詞：生蠔葉、鋅含量、水耕栽培。

Effects of Light Intensity, Zinc Concentration in the Nutrient
Solution and Foliar Fertilization on the Leaf Number and
Zinc Content in Oyster Leaf (Mertensia mari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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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inc (Zn) is one of the necessary microelements for human health.

maritime) was high Zn content in plant body.

Oyster leaf (Mertensia

In this study, oyster leaf was cultivated in plant factory

associated with artificial 9R1B LED irradiation at 230±20 μmol m

-2

-1

s and 16 h photoperiod.

nutrient solution was adjusted up to 1 ppm for hydroponic system or foliar fertilization.

Zinc level of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is cultivation management not only led to maximum quantity of harvestable leaf per plant per week but
also increased the Zn content up to 21.4 mg/100g in leaf tissue.

This management can be used to produce

high-Zn oyster leaf for natural and healthy Zn consumption.

Key Words: Oyster leaf (Mertensia maritime), zinc content, hydroponic.

相較以服用鋅錠劑方式補充鋅質，從天然食物中攝

前言

取礦物鋅相對更安全

[14]

，而食物中的鋅通常與蛋白質或

鋅為人體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參與人體各項生理

核酸結合，因此富含蛋白質的食物也含有豐富的鋅，如

包括成長與發育、免疫機能及能量營養素代謝等，鋅含

堅果類、牡蠣等蟹貝類海產，但堅果或海鮮之高鋅食物

量缺乏易導致生理代謝異、成長遲緩、毛髮禿少、性功

可能伴隨較高過敏原、高膽固醇等缺點，加上茹素者無

能下降、情緒不穩等徵狀

[20]

。一般成年人每人每日鋅含

法食用海鮮，僅能藉由攝食鋅含量較高之蔬果作為天然

量建議攝取量為 12 mg、上限為 30 mg，成人中尤其以

鋅來源。一般常見蔬菜中，土植萵苣、小白菜等鋅含量

孕婦、哺乳中婦女和素食者需鋅量更高，孕婦和哺乳中

僅 0.21-0.35 mg/100g、山蘇 1.14 mg/100g、紫蘇 1.34

婦女每人每日鋅含量推薦值為 15 mg、上限為 35 mg，

mg/100g、山東大蔥鋅含量 5.55 mg/100g

素食者需鋅量更為一般成人 50%以上

1

[21]

。

，而生蠔
[23]

葉（Mertensia maritime）鋅含量高達 9.5 mg/100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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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效率攝取植物鋅來源之一。

等功效，尤其如鋅離子等移動性較差之離子效果尤佳，

生蠔葉（Mertensia maritime）別名 oyster leaf、

文獻指出以葉面施肥可增進大白菜

[12]

[2]

、油菜 之鋅含量

oyster plant 等，生長適溫約為 18-23℃，原生於北半

與提升產量，且葉肥對提升芹菜產量效果較直接土施佳

球溫帶至寒帶如北歐挪威及冰島、東北亞如俄羅斯及日

[9]

。

本北海道等濱海礫質或鵝卵石灘之耐高鹽多年生草本植

本試驗目的為建立一套最佳水耕栽培生蠔葉系統，

物，在法國和荷蘭地區有量產栽培。因生蠔葉具有似牡

試圖以調整光強度、養液鋅濃度及葉面施鋅肥等技術，

蠣風味而可做為生蠔之替代品，多被應用於法國菜之沙

提升水耕生蠔葉鋅含量及產量。

拉或前菜中。然而生蠔葉除了具備特殊風味與高鋅含量

試驗材料與方法

之特性外，若能以栽培技術加以提升鋅含量，則更可提
升以生蠔葉為植物鋅來源之效率。
鋅為植物體中 16 種必須元素之一，一般植體乾物

植株樣品及栽培設備

中約含有 2-100 mg/100g 約佔植體乾重 0.1%，屬於微
量元素

[15]

本試驗生蠔葉種子訂購自 Alsagarden，取生蠔葉種

。鋅在植物體中參與種子萌芽、配子和花器官

子先以 1%次氯酸鈉水溶液浸泡 10 分鐘消毒後，在流動

生成、葉片發育，並調節植體內植酸濃度、蛋白質和醣

純水下充分洗去次氯酸鈉，再將種子播種於充分吸飽育

類代謝、荷爾蒙生成、穩定生物膜結構、抑制超氧自由

苗養液的海綿中後，以保鮮膜密封育苗 45 日後，挑選

基的產生和消除超氧自由基的毒害作用等功能

(18)

。

具 3 片本葉之植株定植於水耕栽培槽上，槽內裝有打氣

植物主要藉由根部鋅收礦物鋅，其吸收態主要為鋅
離 子 （ Zn

2+

及水循環設備，並以台中農改場通用養液為基礎配方
+

-

）， 吸 收 方 式 可 分 為 主 動 運 輸 （ active

NH4 -N 18.5 ppm、NO3 -N 167.84 ppm、P 40.96

transport）和被動（passive transport）兩途徑：主動

ppm、K 311.66 ppm、Ca 79.95 ppm、Mg 45.91 ppm、

+

運 輸 需 耗 能 ， 藉 由 植 物 細 胞 膜 上 之 H -ATP 系 統

S 63.9 ppm、Fe 4.66 ppm、Mn 0.56 ppm、B 0.53

（electrogenic ion pump）藉由改變細胞膜內外電位

ppm、Zn 0.02 ppm、Cu 0.01 ppm、Mo 0.01 ppm 、

差促進轉運蛋白將鋅離子吸收，故提高光合作用可促進

Cl 0.72 ppm。

植物吸收鋅離子。

並以 0.4%氫氧化鉀溶液及 9.8%硫酸溶液控制水耕

無需耗能之被動運輸則藉由根尖細胞呼吸作用產生

養液酸鹼值於 pH 6.0-6.5、EC 值於 1.8-2.0 之間，每週

的碳酸根離子或根細胞所分泌檸檬酸、蘋果酸等有機酸

採集水樣檢測各處理養液中鋅濃度並以硫酸鋅調整養液

透過離子交換吸附或藉由擴散作用（diffusion）吸收鋅

中鋅濃度，於每兩週全面更換一次養液。栽培環境為密

離子，其中擴散作用速率會受根表面積、蒸散作用速率、

閉式室內空間，溫度控制於 20-23°C、相對濕度控制於

質流速度、介質中鋅濃度等因子影響，故可藉由施用鋅

60-80%，並以 9R1B LED 燈為光源，其波長為組合 410

肥提高土壤或養液中鋅離子濃度促進介質與根細胞中鋅

-500 nm 之間的藍光及 600-700 nm 之間的紅光，光週

離子之濃度差，促使植物吸收更多鋅離子。如對小白菜、

期為 16 小時。

[3]

大白菜、胡蘿蔔、西芹 等蔬菜施用鋅肥，除了可提升蔬
菜中鋅含量外，更可促進產量提升等功效。

光強度對生蠔葉葉數及葉片鋅含量之影響

施用過量鋅肥反而會引起植株鋅毒害（toxicity），

以調高燈具高度和間距，將光強度設有 130±20

造成葉柄及葉緣出現紅棕色壞死、落葉或因和其他元素

μmol m s 、230±20 μmol m s 、330±20 μmol m

[6]

-2 -1

-2 -1

-

拮抗造成其他元素缺乏等病斑等，造成蔬菜產量下降 。

2

一般無土栽培養液推薦鋅濃度約為 0.02-0.4 ppm，然而

數量共調查 8 週。並於 4 至 8 週間每週採收達採收標準

台農 71 號及桃園 2 號甘藷葉卻可忍受養液中鋅濃度至

之生蠔葉（葉長 5±0.5 cm、葉寬 3±0.5 cm、重量約

2.62 ppm 而無毒害，且栽培 2 週之甘藷葉鋅含量約為

1±0.2 g）進行鋅含量分析。

[21]

220 mg/100g ，故以養液栽培時需依不同植物需鋅量
和耐受性之差異，設計出一套既可提升植體鋅含量又不
致毒害之栽培養液。

-1

s 三組處理進行比較。試驗期間每週調查總葉片生長

栽培養液中鋅濃度對生蠔葉葉數及葉片鋅含量
之影響

鋅離子除了上述透過根部吸收外，植物亦可透過葉

以台中農改場通用養液為基礎配方，其鋅度為 0.02

面施肥來提升鋅含量，鋅離子可藉由葉片氣孔、角質膜

ppm，另以硫酸鋅調配含有較原液提升 10 倍鋅濃度（0.2

的分子間隙或外質連絲（ectodesmata）進入表皮細胞。

ppm）、提升 50 倍鋅濃度（1 ppm）及提升 100 倍鋅

葉面施肥具有效率高、針對性強、補足根部吸收力不足

濃度（2 ppm）等共 4 組養液作為水耕栽培養液進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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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試驗期間每週調查總葉片生長數量共調查 8 週。並

-2

於第 4 週採收達採收標準之生蠔葉（葉長 5±0.5 cm、
葉寬 3±0.5 cm、重量約 1±0.2 g）進行鋅含量分析。

葉面施肥之液肥鋅濃度對生蠔葉數及葉片鋅含
量之影響
以台中農改場通用養液為基礎配方作為水耕栽培養

-1

330 ±20 μmol m s 兩光強度可生蠔葉生長速率。
增加比較 230±20 μmol m

-2

-1

s 和 130±20 μmol

-2 -1

m s 兩光強度下栽培，第 4 至 8 週生蠔葉葉片中的鋅
-2 -1

含量以 233.0±20 μmole m s 光強度栽培較 130±20
-2 -1

μmol m s 栽培高（圖 2），由此可知在適宜的光強度
下除了可促進生蠔葉葉數外，亦可提升葉片中的鋅含量。
但兩光強度皆隨著栽培時間越長，其生蠔葉葉片中鋅含
[21]

液，其鋅濃度為 0.02 ppm，另以硫酸鋅調配 4 組葉面

量皆逐漸下降，此結果與陳

以水耕栽培兩品種甘藷葉

施肥養液，分別為 1 倍鋅濃度（0.02 ppm）
、提升 10 倍

隨著栽培時間越長期葉片中鋅含量降低相似，推測可能

鋅濃度（0.2 ppm）、50 倍鋅濃度（1 ppm）及 100 倍

是因以水耕栽培時間越長，根逐漸老化導致吸收鋅能力

鋅濃度（2 ppm）等 4 組養液進行葉面施肥，噴施方法

下降所致。

為利用噴瓶將硫酸鋅水溶液，均勻噴灑生蠔葉全株葉片
之葉面與葉背直至滴水為止，每週噴灑一次栽培期間共

140

5±0.5 cm、葉寬 3±0.5 cm、重量約 1±0.2 g）進行鋅
含量分析。

植株葉片鋅含量分析
各養液濃度皆種植 5 株作為重複、一處理每株採收
3 片葉以純水將葉面洗淨後陰乾後取植體樣品 0.5 g，置

累計總葉片數（片）

噴灑 8 次。並於第 4 週採收達採收標準之生蠔葉（葉長

120
100

130μmole m⁻²s⁻¹ x 16Hr

80

230μmole m⁻²s⁻¹ x 16Hr

60

330μmole m⁻²s⁻¹ x 16Hr

40
20
0

入消化瓶中以 10 ml 濃硝酸及 5 ml 濃過氯酸消化後，

0

再以去離子水定量至 25 ml 後以 Whatman GFA 濾紙

1

2

過濾，最後再以感應耦合電漿放射光譜儀 ICP-OES 檢測
萃取液中鋅含量

[17]

。

3

4

5

6

7

8

定植後週數（週）

圖 1 栽培光強度對生蠔葉定植後每週累積總葉片數之
影響

統計分析

Fig. 1 Effect of light intensity on the cumulative

各處理 所得 之數據 以 Minitab 軟體 （ V 16.2.2,

leaf

Minitab Inc.）進行變方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number

of

oyster

leaf

after

transplanting

ANOVA）
，以 Fisher's LSD 檢視處理間平均值是否有差
異（p ≤0.05）
。

14

結果與討論
光強度對生蠔葉葉數及葉片鋅含量之影響
生蠔葉以 9R1B LED 燈光栽培、光週 16 小時，光
-2

-1

強度分別為 130±20 μmol m s 、230±20 μmol m
-1

-2

-2

-1

s 、330±20 μmol m s 3 組處理（圖 1）
，自定植後
-2 -1

第 2 週起，除了 330±20 μmole m s 處理可能因光強
度過高生長勢不佳、至第 3 週起植株已呈現萎凋狀態，

鋅濃度（mg/100g）

12
10
8
6
4

130μmole m⁻²s⁻¹ x 16Hr

2

230μmole m⁻²s⁻¹x 16Hr

0
4

其餘 2 處理葉片數皆隨定植後週數增長而逐間增加。定
-2

-2

-1

-2

-1

230±20 μmol m s 處理葉片數為 107.3 片顯著高於
-2

-1

130±20 μmol m s 處理之 44.8 片，由此可知光強度
以 230±20 μmol m

-2

-1

s 較 130±20 μmol m

-2

-1

s 和

6

7

8

定植後週數（週）

-1

植後第 1 週 230±20 μmol m s 處理葉片數為 3.8 片
略高於 130±20 μmol m s 處理之 3.4 片，至第 8 週

5

圖 2 栽培光強度對生蠔葉定植後每週葉片鋅含量之影
響
Fig. 2 Effect of light intensity on zinc content of
oyster leaf after transpl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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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養液中鋅濃度對生蠔葉葉數及葉片鋅含量
之影響
本試驗分別以鋅濃度 0.02 ppm、0.2 ppm、1 ppm、
2 ppm 等 4 組養液栽培生蠔葉 8 週，比較期間葉片生
長數及第 4 週生蠔葉葉片中鋅含量比較。根據文獻指出

與作物生長量及植體中鋅含量呈現下拋物線關係之結果
[8]

亦與小白菜 、甘藷葉

部運移提升植株各器官中鋅的濃度和吸收量 ，隨著施
[7]

鋅量的增加可顯著提高油菜 、小白菜
[4]

玉米 和稻米中的鋅量、增加產量

[10]

[5]

、黃瓜果實 、

[13]

。

、茄子

[17]

、小麥

[16]

、黑麥葉

[19]

等作物相同。

葉面施肥之液肥鋅濃度對生蠔葉葉數及葉片鋅
含量之影響

在適宜鋅用量範圍內施用鋅肥，可並明顯促進鋅向地上
[4]

[11]

本試驗比較以鋅濃度 0 ppm、0.02 ppm、0.2 ppm、
1 ppm、2 ppm 等 5 組液肥噴灑生蠔葉，對栽培期間葉
片生長數及栽培 4 週後葉片中鋅含量之影響。文獻中指
出對小麥噴灑鋅肥具有增產

[20]

和提升麥粒中鋅含量

(13)

[1]

本試驗結果顯示自第 1 週起各處理之生蠔葉葉片數

與對莧菜噴灑鋅肥可增加莧菜鮮重 之功效。本試驗結

皆隨栽培時間越長而逐漸增加，第 1 週葉片數以 0.2

果顯示噴灑 0.02 至 1 ppm 之鋅液肥，栽培至第 8 週葉

ppm 處理 5.6 片最多，其次依序為 1 ppm 處理 5.5 片、

片數均較未葉面施肥處理（0 ppm）多，且以 1 ppm 處

0.02 ppm 處理 5.0 片，2 ppm 處理僅 4 片葉最低。栽

理有 124.3 片葉片最多，但 0 ppm、0.02 ppm、0.2

培至第 8 週，則以 1 ppm 處理 137.7 片生蠔葉最多，

ppm 3 組處理未有顯著差異約介於 110.1 至 113.8 片

其次依序為 0.2 ppm 處理 111.0 片、0.02 ppm 處理

之間（圖 5）
。栽培 4 週後生蠔葉葉片中鋅含量之比較，

105.9 片、2 ppm 處理僅 93.1 片最少（圖 3）。比較栽

同樣以鋅濃度 0.02 ppm 養液栽培，葉面施肥之各處理

培 4 週生蠔葉中之鋅含量（圖 4）
，以養液中含有 1 ppm

其鋅含量均較未葉面施肥處理高，葉面施肥之各處理中

鋅濃度之處理生蠔葉葉片中鋅含量 17.7 mg/100g 最

以 1 ppm 處理之葉片鋅含量 21.4 mg/100g 其鋅最高，

高，其次為 0.2 ppm 處理鋅葉片含量為 17.2 mg/100g、

其次依序為 0.2 ppm 處理鋅含量 17.2 mg/100g、0.02

2 ppm 處理葉片鋅含量 14.8 mg/100g，0.02 ppm 處

ppm 處理鋅含量 15.9 mg/100g，2 ppm 處理鋅含量

理葉片鋅含量 10.5 mg/100g 最低。由此可知栽培養液

反而降低至 15.0 mg/100g（圖 6）
。由上述結果得知生

中鋅濃度 0.02 ppm 至 1 ppm 間，隨鋅濃度越高，其葉

蠔葉對鋅濃度耐受性約 1 ppm，提高栽培養液或液肥中

片生長速率及鋅含量越高，鋅濃度提升至 2 ppm 可能

的鋅濃度至 2 ppm，皆會使葉片生長速率和鋅含量降

因鋅濃度過高造成生蠔葉毒害反而降低葉片生長速率下

低，其中又以葉面施肥提升生蠔葉葉片中鋅含量較提升

降及吸收鋅效率降低導致葉片中鋅含量降低，此鋅濃度

養液中鋅含量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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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栽培養液中鋅濃度對生蠔葉定植後每週累積總葉
片數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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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ffect of zinc concentration in the nutr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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