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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 是多年生、入侵臺灣的植物；而臺灣

目前主要用「移除法」控制入侵植物。在本研究中，我先做田間調查以了解移除

是否可有效控制大花咸豐草；在移除北投樣區 (優勢物種為大花咸豐草) 內的植

物後，觀察且測量樣區內植物群落的消長，發現一年生植物會先成為優勢物種，

當其逐漸死亡，多年生的大花咸豐草會再次成為優勢物種；因此只靠移除不能有

效控制大花咸豐草。根據前人研究，在實施移除法後，若能再搭配種植原生植物，

可能是抑制入侵植物的有效方式。冇骨消 (Sambuscus chinensis) 和野棉花 (Urena 

lobata) 為臺灣常見的多年生原生植物，其種子大小與大花咸豐草之種子相當；本

研究接著比較這兩種原生植物和大花咸豐草的種子發芽速率、小苗生長速率和成

熟植株生理及生長表現，並測試這兩種原生植物之組織水溶液萃取液是否會抑制

大花咸豐草，以評估如果移除大花咸豐草後再種植這兩種原生植物是否可以抑制

大花咸豐草的族群數量。結果顯示，雖然大花咸豐草的發芽率比野棉花高，但野

棉花的發芽速率較大花咸豐草快，此現象在高溫 (30 ̊C/25 ̊C) 較顯著；冇骨消在

播種後 11天內沒有發芽。在冬季，小苗栽植六周後野棉花的植株高度、葉片面積

和總生物量都顯著高於大花咸豐草。在夏季，小苗在栽植六周後，野棉花的植株

高度和總生物量和大花咸豐草相似，然而在持續栽植三個月後，野棉花成熟植株

的總生物量比大花咸豐草高；而冇骨消小苗在栽植六周後與大花咸豐草有相似的

總生物量，但植株高度小於大花咸豐草。本研究沒有發現野棉花和冇骨消的組織

水溶液萃取液可以有效抑制大花咸豐草的種子發芽率或小苗生長。根據實驗結果

推測，在夏季移除大花咸豐草後再播撒野棉花種子或種植野棉花小苗可能可以抑

制大花咸豐草的數量；而移除大花咸豐草後再播撒冇骨消種子或種植冇骨消小苗

可能無法抑制大花咸豐草的族群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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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 is a perennial invasive plant in Taiwan. Eradication is the 

most often used method to inhibit the spread of invasive plants in Taiwan. In this 

research, I conducted a field survey to examine whether the method is applicable to 

control the population of B. pilosa var. radiata. After eradicating all plants growing in a 

farm, in Peitou, dominated by B. pilosa var. radiata, I found that annual species 

dominated the plo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uccession but they died out soon, and 

subsequently, B. pilosa var. radiata became dominant again. Therefore, eradication 

alone cannot control the population of B. pilosa var. radiata. According to previous 

studies, planting suitable native species might be able to prevent the invasion of 

invasive plants after their removal. Sambucus chinensis and Urena lobata are two native 

perennial species producing seed size compatible to B. pilosa var. radiata.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study, I evaluated whether planting these two native species could inhibit the 

population size of B. pilosa var. radiata after its eradication. I compared seed 

germination, seedling growth, physiological and growth traits of the three species and 

also investigated allelopathic effects. Results of seed germination experiments revealed 

that among the three species, B. pilosa var. radiata had the highest germination 

percentage, U. lobata had the fast germination rate at the temperature of 30 ̊C/25 ̊C, 

while S. chinensis did not germinate during 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11 days.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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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weeks of culture period in winter, seedlings of U. lobata had higher plant height, 

accumulated more biomass and more leaf area than those of B. pilosa var. radiata. In 

summer, seedlings of U. lobata and B. pilosa var. radiata had similar plant height and 

biomass at the end of the 6-week of culture period. When the culture period was 

extended to 3 months, U. lobata accumulated more biomass than B. pilosa var. radiata. 

S. chinensis had similar biomass but lower plant height than B. pilosa var. radiata after

6 weeks of culture period. In general, I did not find that aquatic extracts of S. chinensis 

and U. lobata had apparent effect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growth of B. 

pilosa var. radiata.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I suggested that sowing the seeds or 

planting the seedlings of U. lobata might be able to control the population size of B. 

pilosa var. radiata after the eradication treatment in summer. However, S. chinensis 

might not be a good candidate for th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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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外來入侵植物為引入地生態系中非原生的植物，在沒有人為干擾的情況下於

引入地成功建立族群，並且能擴張族群至引入地以外的地區產生大量後代 (Mack, 

1996)；外來入侵植物通常有害於原生動物或植物，且可能造成環境或經濟上的損

失 (Gaertner et al., 2014; Pyšek et al., 2012; Tilman, 1999; Vitousek et al., 1996)；因此，

尋找有效防止植物入侵或控制入侵植物族群擴散的方法是很重要的生態課題。 

適當的植被管理 (vegetation management) 可以有效的控制入侵植物的族群並

降低入侵植物的危害力。植被管理的主要策略為降低外來物種的競爭能力，或是

增加原生物種的活力及生殖力 (Howell et al., 2012)，因此成功的植被管理必須先了

解植物特徵、生活史、生物學，及與其他物種的關聯，以選擇合適的雜草管控 (weed 

control) 方式 (Radosevich et al., 2007)。Radosevich et al. (2007) 以管理入侵植物直

立委陵菜 (Potentilla recta) 為例，建議雜草管控方針應包含田野實證實驗、對入侵

植物的風險評估和物種引進及擴散對敏感地區的影響，才能有效將研究者與土地

管理者做連結，以建立較好的管控方式。雜草管控的目標是使入侵植物密度下降、

改變物種組成、進而影響整個植群 (Radosevich et al., 2007)，常用的方法可分為：

物理性 (physical method)、栽種性 (cultural method)、生物性 (biological method) 和

化學性 (chemical method) 四種；物理性管理包含火燒 (flame) 和水淹 (flooding)、

人工拔除 (hand pulling)、鋤草 (hoeing)、修剪 (cutting)、耕種 (tillage)等；栽種性

管理包含抑制雜草生長  (weed prevention)、輪作  (crop rotation)、競爭作物 

(competition)、遮蔭作物 (living mulches and cover crops)、收割雜草 (harvesting)等；

生物性管理包含相剋作用 (allelopathy)、使用真菌除草劑 (mycoherbicides)；化學

性管理為使用農藥 (herbicides)。 

過去兩百年來，農業管理者經常使用移除法管理草原上的多年生植物 (Donald, 

1990)，但這些多年生植物在經過管理後，不僅能承受周期性落葉，也能在遭受逆

境後增加光合作用速率、提高相對生長速率、在頂芽優勢被抑制後長出更多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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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在根部的碳也會重新分配到地上部以利地上部生長 (Strauss & Agrawal, 1999)；

人為移除後更能使植物從老化或死亡組織的限制中解放，使得移除帶來的生物量

減少的效果未如預期 (Oesterheld & McNaughton, 1991)。Foster (1989) 研究發現移

除鈍葉酸模 (Rumex obtusifolius) 會導致其生物量上升，除了快速生長出新的枝條，

秋季也會產生花朵。Donald (1990) 研究發現透過移除來管理加拿大薊 (Cirsium 

arvense) 非常困難，因為加拿大薊的根系複雜，且不定根上的不定芽能夠形成新

的植株。然而前人也發現，砍除火樹 (Morella faya) 以復育 (restoration) 原生森林

並不恰當，因為在砍除火樹後，該區域的光照度及土壤中留存的氮會增加，使得

快速生長的外來種容易在此處建立族群 (Adler et al., 1998; Durand & Goldstein, 

2001; Pattison et al., 1998; Vitousek & Walker, 1989)。Marrs et al. (1998) 認為若要復

育被蕨草 (Bracken) 或羽狀短柄草 (Brachipodium pinnatum) 入侵的草原，必須每

年除草一到兩次。管理多年生外來入侵植物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經常

性重複的單一處理，像是翻土、灑農藥、割草或火燒，這些方法雖然立即有用，

但並沒有長期的效果；第二個階段是持續性的處理，像是放牧或使入侵植物與原

生植物競爭，這些方法對於多年生外來入侵植物有持續性的抑制作用 (Perrow & 

Davy, 2002)。因此，雖然移除法是一個快速且短時間內有效率的方式，但若能配

合其他管理方法一起使用，才是有效管控雜草的辦法 (Hatcher & Melander, 2003)。

Walton (2003) 的研究中提到，保持原生植物生態系的完整是防止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入侵的有效方式，而在已被銀合歡入侵的地區，則需進行

管理以防止銀合歡族群的更新。Foster et al. (2015) 藉由操控族群組成、利用原生

植物資源，阻止外來入侵植物入侵，使其無法大量繁殖，進而將廢耕農地復育為

高草草原。 

台灣目前的入侵植物有 70 種，包含 17 科 52 屬，其中大部分的原產地為美洲 

(Wu et al., 2004)；蔣等人 (2003) 列出台灣前 20 種具危害力的外來入侵植物，大花

咸豐草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 為其中之一，其原產於中南美洲，於 1984 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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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台灣。大花咸豐草為多年生草本，可長至一到兩公尺高；葉對生、三出複葉，

葉緣鋸齒；頭狀花序包含有性的管狀花和無性的舌狀花，管狀花多數、黃色，舌

狀花五到六枚、白色，偶爾有粉紅色；瘦果線形，具有三到四根有倒鉤的芒狀冠

毛，可藉由沾黏在動物皮毛或人類衣物上傳播果實 (Peng et al., 1998) (圖 1a)。徐 

(2006) 比較大花咸豐草和鬼針 (Bidens bipinata)，其研究指出，大花咸豐草為多年

生植物、具有營養繁殖能力，因此大花咸豐草可在冬天時可持續生長，而鬼針在

冬天時會死亡，因此大花咸豐草在冬天時可入侵鬼針植株死亡後所釋出的棲地而

大量擴張族群。黃 (2014) 研究發現大花咸豐草可透過無性繁殖產生大量分株，以

及具有完全異交的有性繁殖系統，可以維持族群高度異質性，再加上台灣溫暖高

光的氣候和土地利用的改變，使其成為台灣嚴重的入侵植物。 

台灣目前管理入侵植物主要使用物理法，即利用移除  (removing) 或修剪 

(cutting) 以控制入侵植物的擴散，例如利用移除法以降低小花蔓澤蘭 (郭等，2003)

的族群數量，或利用修剪法或移除法以控制路邊及農地生長之大花咸豐草 (個人觀

察)。已知大花咸豐草具有無性繁殖能力 (徐，2006；黃，2008；黃，2014)，因此

如僅利用修剪法剷除其地上部，除了無法有效控制其數量外，相反地，可能更促

進其無性繁殖能力；因此移除法應該是比修剪法更為有效的方法。然而，移除法

是否就能抑制大花咸豐草的生長？這是本研究探討的第一個主題。根據前段所提

及之文獻結果，在實施移除法之後，若能再搭配種植原生植物，可能是抑制入侵

植物的有效方式，因此如果移除法不能有效地控制大花咸豐草的入侵，本研究接

著探討除了移除外，再種植原生植物是否可以抑制大花咸豐草的族群數量。 

根據本研究的第一部份結果，以及前段所述之前人研究，進行篩選適合栽種

之原生種植物，原生植物的篩選條件包含：(1) 廣泛分布，(2) 多年生，以及 (3) 有

較大的種子；其原因為：(1) 廣泛分布的物種可能有較高的表型可塑性 (phenotypic 

plasticity)，能適應較多變的環境 (Daehler, 2003)。(2) 因為大花咸豐草為多年生植

物、具有營養繁殖能力，因此種植多年生植物比較有可能與之競爭。(3) 種子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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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種比種子較小之物種的小苗存活率高 (Bekker et al., 1998; Moles & Westoby, 

2006)；而較大的種子能提供較多的養分給小苗初期生長之用，使小苗生長良好 

(Kitajima & Fenner, 2000; Leishman et al., 2000)，使該物種在族群建立初期較有優勢。

根據以上條件，我選擇了兩種台灣原生植物：冇骨消 (Sambucus chinensis) 和野棉

花 (Urena lobata)；這兩種植物均為多年生的雙子葉植物、種子較大且廣泛分布於

台灣中低海拔地區。本研究第二部分探討在移除大花咸豐草後，栽種此兩種原生

植物是否能抑制大花咸豐草的族群數量。 

冇骨消為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接骨木屬 (Sambucus)，草本或亞灌木，可長

至三公尺高；髓白色，葉對生，奇數羽狀複葉，小葉三到五片；複繖形頂生花序，

花朵直立，具有特化的黃色圓柱狀蜜杯，兩性花；果實為紅色肉質球狀體，內含

三枚小堅果；一年開花一次 (Yang & Chiu, 1998) (圖 1b)。冇骨消為傳統藥用植物 

(徐和王，2006)，且其新鮮組織水溶液對於蘿蔔和玉米等農作物的發芽率、小苗高

度或生物量有顯著的相剋作用 (秦等，2012)。野棉花為錦葵科 (Malvaceae) 野棉

花屬 (Urena)，直立草本或小灌木；葉互生，葉表面有星狀毛，葉脈基部具有線型

的蜜腺；花單生，倒卵形粉紅色花瓣；果實約一公分寬，蒴果，五心皮，表面具

有星狀毛和有倒刺的芒狀冠毛，可藉由沾黏在動物皮毛或人類衣物上傳播果實 

(Chang & Yang, 1998; Wang et al., 2009) (圖 1c)；野棉花一年開花兩次，每株每年約

產生 600 粒種子 (Awan et al., 2014)。野棉花在熱帶或亞熱帶地區為入侵植物，根

據美國農業署的植物資料庫 (USDA)，野棉花已成為波多黎各、佛羅里達、路易斯

安那、美屬維京群島和新南威爾斯洲的入侵植物 (Wang et al., 2009)。 

植物特徵如：種子質量、種子數量、植株高度、生物量分配、結果期長短、

生活史長短、相對生長速率等，會影響植物的散布能力、資源使用效率、競爭力

或適應力，和植物能否建立族群極為相關 (Drenovsky et al., 2008)；生長特徵較佳

的物種會有較大的機率獲得生長資源，例如光、碳、氮和水分 (Gallagher et al., 2015)。

種子發芽和小苗生長是影響族群擴張的首要因子，外來植物是否能成功入侵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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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項特徵密切相關；種子發芽的過程中會受到環境及內在因子的影響，例如：光

線、水分、種子大小、種子休眠等 (Salisbury, 1974)。Rao & Jackson (1996) 發現水

稻種子發芽率與榖粒乾重呈正相關；Moles & Westoby (2006) 研究發現種子大小與

植物生長特徵相關，例如：初生苗的大小、小苗存活率及競爭力和進入繁殖期的

時間長短有顯著關聯。若一個物種能在小苗時期穩定且快速的生長，則其較有機

會存活進而建立族群 (Poorter, 1989)。根據前人研究，入侵種會有較高的比葉面積 

(Burns, 2006)、投資較多的生物量到莖，使植株能長得比較高 (Gallagher et al., 2015; 

Stanisci et al., 2010)。光合作用速率、生物量分配、葉片特性等生物特徵和植物是

否能有效地獲得資源相關 (Causton, 1981)。因此在本研究中，我測量並比較大花

咸豐草、冇骨消和野棉花於不同時期 (種子、小苗或成熟植株) 在不同季節及不同

光度處理下的植物特徵，以了解兩種原生植物是否較大花咸豐草優勢。 

植物之間的交互作用，有正向也有負向，其中一種負向的交互作用為相剋作

用 (allelopathy)，是植物透過根、葉或是被分解的枯枝落葉釋放化學物質，抑制周

圍其他植物的種子發芽或生長的機制 (Müller-Schärer et al., 2004)。Kwembeya et al. 

(2013) 發現引入辛巴威的多年生灌木馬櫻丹 (Lantana camara) 具有相剋作用，混

有其葉部組織的土壤會抑制大花咸豐草的發芽及生長。Wang et al., (2014) 發現黑

板樹 (Alstonia scholaris) 植株周圍少有大花咸豐草生長，分析周圍的土壤，發現其

中含有高量熊果酸 (ursolic acid)，而熊果酸會抑制大花咸豐草的發芽率、胚根長度

和光合作用光系統二 (photo system II) 的效能。因此，本研究也測試兩種原生植物

成熟植株之組織水溶液萃取液是否對大花咸豐草有抑制作用。 

綜合上述，本研究分為兩個部分進行探討： 

1. 進行田間調查，以了解只經由移除法是否可有效控制大花咸豐草；

2. 選擇臺灣原生植物冇骨消和野棉花與大花咸豐草進行比較，比較原生植物和外

來入侵植物在不同溫度、光度處理下之種子發芽速率、小苗生長速率、小苗生

長特徵，並比較成熟植株生理生長表現；以及測試原生植物之組織水溶液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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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是否對外來入侵植物有相剋作用，以評估種植冇骨消和野棉花能否有效抑制

大花咸豐草。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尋找控制大花咸豐草族群的有效方法，研究結果除了可

應用於大花咸豐草之管理，並可提供管理其他外來入侵植物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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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大花咸豐草、冇骨消和野棉花之植株、果實或種子的形態照片及百粒重。(a) 大花咸豐草、(b) 冇骨消、(c) 野棉花。 

0.090 ± 0.004 

(g / 100 seeds) 

1cm 

0.138 ± 0.002 

(g / 100 seeds) 

1cm 

143 ± 0.062 

(g / 100 seeds) 

1cm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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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與方法 

(一) 田野調查 

1. 研究地點與氣象資料來源

於 2012 年租用北投第一市民農園其中一塊田地 (東經 25 ̊ 14’ 75’’, 北緯 121 ̊

52’ 81’’,約 5×6 m
2左右) 進行田野調查，在試驗前此田地已有段時間未耕種。氣象

資料來源使用中央氣象局竹子湖氣象站 (東經 25 ̊ 15’ 69’’, 北緯 121 ̊ 54’ 67’’) 

2012 年 11 月至 2014 年 2 月的每月平均氣象紀錄代表樣區之環境因子。 

2. 植物種類記錄與覆蓋度測量

在 2012 年 11 月將樣區中所有植物 (主要是大花咸豐草) 的地上部移除，以中

耕機翻土，將此田地分成四小塊樣區，其中兩塊於第一個月施有機肥 (特級有夠肥

7 號，N : P : K = 5 : 3 : 2%，0.1 kg / 1 m
2，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次 (施肥區

塊)，另外兩塊不施肥 (未施肥區塊)，而後每周 (從 2012 年 11 月至 2014 年 2 月) 記

錄樣區中生長出之植物種類及使用手掌大小 (約 10×10 cm
2
) 估計其覆蓋度。以臺

灣生物多樣性資訊網-TaiBIF 之資料判別樣區中植物為原生或外來種。以清理樣區

後一年間 (2012 年 11 月~2014 年 2 月) 記錄到的資料計算原生與外來種植物的豐

富度、豐富度比例、相對優勢度、相對頻度、重要值指數和多樣性指數。 

A.豐富度：原生植物及外來植物的物種數量。

B.豐富度比例：原生或外來種佔全部物種的比例。

C.相對優勢度：原生或外來種的覆蓋度佔所有物種覆蓋度總和的比例。

D.相對頻度：原生或外來種出現的樣方比例。

E.重要值指數：相對優勢度與相對頻度的和。

F.多樣性指數：使用 Shannon diversity index (SHDI)。

𝐻′ = − ∑ 𝑃𝑖 ln 𝑃𝑖

𝑆

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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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物種數目；Pi：i 物種的覆蓋度；ln：自然對數） 

 

3. 植物與土壤之碳、氮含量及碳、氮穩定性同位素比值分析 

3.1 取樣及樣品處理 

分別於 2012 年 11 月 (實驗開始時) 及 2013 年 11 月收集未施肥區塊及施

肥區塊土壤，每一區塊隨意取六個點，在每個樣點挖掘 5 公分深度之土壤，去

除大型枯枝落葉及根後，放入已標記之夾鏈袋中帶回實驗室。將土壤混合均勻

後倒入塑膠盆攤平陰乾，然後用 20 mesh (Standard test sieve, Mesh No. 20, Der 

Shuenn) 之篩網進行粗篩，篩除根、石頭及非土壤雜物，再用鑷子挑除細根等

雜物，接著倒入研缽搗碎成細粉狀。 

於 2013年 3月採集生長在未施肥區塊及施肥區塊的 15種植物之成熟植株

完全展開葉 (2 到 3 片)，放入已標記之夾鏈袋中帶回實驗室。葉片洗淨後放進

60 ̊ C 烘箱乾燥 48 小時以上，然後用研缽將乾燥之葉片磨成粉狀。 

 

3.2 植物與土壤之碳、氮含量及碳、氮穩定性同位素比值測量 

取部分葉片及土壤粉末包入錫杯 (葉片粉末：約 2 mg，土壤粉末：30~ 40 

mg)，使用元素分析儀 (FlashEA 1112 series element analyzer,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taly) 和同位素比值質譜儀  (Delta V Advantage, Finnigan Mat, 

Germany)，分析樣品的碳 (C)、氮 (N) 含量和穩定性碳 (δ
13

C)、氮 (δ
15

N) 同

位素比值。碳、氮含量為樣品中元素所佔的重量百分比 (%)，穩定性同位素比

值以下列公式計算。 

δ X (‰) = [(Rsample/Rstandard) − 1] ∗ 1000 

其中 X 為實驗測量之穩定性同位素 (
13

C 或 15
N)。Rsample為樣品中較重的同位

素對較輕的同位素之比值，如 13
C/

12
C 或 15

N/
14

N；而 Rstandard 則為標準品同位素

比值。碳同位素的國際標準品為 PDB (Pee Dee Belemnite)；氮同位素的國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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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品為大氣中的氮氣。 

(二) 大花咸豐草、冇骨消和野棉花之比較

1. 在不同光度及溫度下種子發芽率之比較

於 2015 年在北部 (國立臺灣大學、龍安國小、仙跡岩、象山、虎山、北投、

唭哩岸、永安步道、大桶山、烘爐地) 採集三個物種的種子，每一物種的種子皆採

集自成熟植株 (n > 10)；種子混合均勻後陰乾保存。 

先將培養皿 (直徑 9 公分、高 1.5 公分) 底部鋪上濾紙，將 4 mL 一次蒸餾水

滴在濾紙上，再放上種子 (25 顆/每盤)；進行光度和溫度處理，光度處理有光亮組 

(照光 100 μmol m
-2

 s
-1；PAR, photosynthetically active radiation, 波長 400~700 nm)

及黑暗組 (無照光)；溫度處理有高溫組 (日/夜溫 = 30 ̊C/25 ̊C) 及低溫組 (日/夜溫 

= 20 ̊C/15 ̊C)；每個物種在每個處理中有 6 個重複，總共有 72 盤培養皿，培養皿皆

放入相對濕度 70%、光週期 12 小時之生長箱中。 

實驗期間 (2016 年 6 月 17 日~2016 年 6 月 27 日)，每天記錄發芽種子數，一

共紀錄 11 天；當種子長出 2 mm 以上的胚根時，即認定其發芽 (Reddy & Singh, 

1992)。種子發芽率、平均發芽日數及發芽速率指標之計算公式如下 (郭，2015)： 

發芽率(%) = (∑ 𝑛𝑖

11

𝑖=1

每盤種子數⁄ ) ∗ 100% 

平均發芽日數 = ∑(𝐷𝑖 ∗ 𝑛𝑖)

11

𝑖=1

∑ 𝑛𝑖

11

𝑖=1

⁄  

發芽速率指標 = ∑(𝑛𝑖 𝐷𝑖⁄ )

11

𝑖=1

ni = 第 i 天計算時的種子發芽數；Di = 第 i 天計算種子發芽數的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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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苗生長特徵分析 

2.1 材料和栽種方法 

種子來源及發芽處理如上 (二、1)。 

將子葉展開的幼苗從培養皿移到穴盤中，待其第一對葉子展開後移到填有

培養土 (泥炭土：珍珠石：蛭石 = 2：1：1) 盆子中 (直徑 14.7 公分、高 13

公分)；將盆栽置於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 (東經 25 ̊ 

00’ 53’’, 北緯 121 ̊ 32’ 26’’) 生長，分為全光照組 (n = 36) 及遮蔭組 (n = 36)，

遮蔭組使用 70%遮蔭網；每周隨機交換植株位子，並施予一次 100 mL 花寶二

號肥料 (Hyponex 2, N : P : K = 20 : 20 : 20%, 2 g/l, Hyponex Corporation)。實驗

期間保持土壤濕潤，並用感應元件及資料紀錄器 (Data logger) 記錄環境光度、

溫度以及濕度變化，每分鐘記錄一筆資料，每十分鐘將十筆資料平均為一個數

據，24 小時連續紀錄。 

 

2.2 測量項目 

小苗栽種後，每周隨機選取每個物種各六盆為採樣植株；將植株從盆子中

取出、洗淨後，測量植株高度 (莖與根交接處至頂芽)、葉片數量和總葉面積 

(LI-3100, Li-cor)，之後將葉、莖和根分別洗淨裝入信封袋，放入 60 ̊C 烘箱、

烘乾 48 小時後秤重，紀錄至 0.1 mg。計算總生物量 (Total biomass = 葉乾重 + 

莖乾重 + 根乾重)，地上部/地下部 [Shoot / Root ratio = (葉乾重+莖乾重) / 根

乾重]，葉面積比 (Leaf area ratio, LAR = 總葉面積 / 總生物量)，比葉面積 

(Specific leaf area, SLA = 總葉面積 / 總葉乾重)，葉生物量比 (Leaf mass ratio, 

LMR = 葉乾重 / 總生物量)。 

分別於冬季和夏季栽植小苗進行比較。冬季實驗於 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2 月 14 日進行，夏季實驗於 2016 年 7 月 13 日~2016 年 8 月 26 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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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熟植株之比較

3.1 材料和栽種方法 

種子來源及發芽處理如上 (二、1)，而培養方法如上 (二、2.1)，但所使

用盆子為直徑 23 公分、高 22 公分之塑膠紅圓盆。 

冬季植株栽植日期為 2015 年 12 月 22 日~ 2016 年 4 月 1 日，並於 2016

年 2 月 17 日~ 2016 年 3 月 16 日測量以下項目：淨光合作用速率、比葉面積

及生物量；夏季植株生長日期為 2016 年 07 月 13 日~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並

於 2016 年 09 月 12 日~ 2016 年 10 月 2 日測量以下項目：光合作用速率、比

葉面積、植株開花時的分枝數及其葉片面積指數 (LAI) 及生物量。 

3.2 光合作用速率測量 

選擇植株 (2 個月大) 成熟展開葉，使用攜帶式光合作用系統 (Li-6400, 

Li-cor, USA) 測量葉片之淨光合作用速率 (A, CO2 assimilation rate)、氣孔導

度 (gs, stomatal conductance)、蒸散速率 (E, transpiration)、細胞內二氧化碳 

(Ci) 對大氣二氧化碳 (Ca) 比值 (Ci/Ca) 以及水分使用效率 (WUE, water use 

efficiency = A/E) 隨光度變化情形。依照不同植物，分別測量在不同 PAR (大

花咸豐草：0、25、50、100、200、500、1000、1600、2000、2400 µmol m
-2

 s
-1；

野棉花：0、25、50、100、300、500、750、1200、1600、2000、2400、2800 

µmol m
-2

 s
-1；冇骨消：0、25、50、100、400、900、1200、1600、2000、2400

µmol m
-2

 s
-1

) 下的光合作用相關數值。測量時控制葉室內Vpd (vapour pressure

deficit) 為 1.1 ~ 1.3 kPa，CO2濃度為 400 ppm，葉溫 (Tleaf, leaf temperature) 為

25 ̊C。測量的過程中，先給予葉片約 600~800 µmol m
-2

 s
-1的光度，再逐漸將

光度增加至 2400 (大花咸豐草)、2800 (野棉花)、2400 (冇骨消) µmol m
-2

 s
-1，

而後依序降低光度。每更動光度時，皆待植株淨光合作用速率平穩後 (約 10 

~ 15 min)，再紀錄該光度下之測量值。測量結果利用下列指數方程式，將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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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作用速率對光度變化作迴歸計算 (Sigma Plot 12.5, Systat Software Inc., 

USA) (Horton & Neufeld, 1998)。 

A = a + b(1 − 𝑒−𝑘∗𝑃𝐴𝑅) 

迴歸方程式中：A 值代表淨光合作用速率、a 值代表呼吸作用速率 (Rd)、 

a + b 代表光飽和淨光合作用速率 (Amax)、e 為數學常數 (euler’s number)、k

為迴歸計算時的變化常數。光使用效率 (AQY, Apparent quantum yield) 則使

用光度 100 µmol m
-2

 s
-1以下所測得之 A 值，對光度做直線迴歸後，所得方程

式之斜率。 

 

3.3 比葉面積計算 

將測量完光合作用速率之野棉花部分葉片、與測量光合作用葉片同枝條

上另一片大花咸豐草葉片及冇骨消葉片剪掉主脈後，以葉面積儀 (Li-3100, 

Li-cor, USA) 測量葉面積後，放入 60 ̊C 烘箱中烘乾至少 48 小時以上，以微

量天平 (model AB104, Mettler Toledo Inc., Switzerland) 測量葉片乾重，記錄

至 0.1 mg，以下列公式計算比葉面積 (SLA, specific leaf area)，單位為 cm
-2

 

g
-1。 

SLA = 葉片面積/葉片乾重 

 

3.4 植株開花時的分枝數及其葉片面積指數 

在 2016 年 10 月 24 日計算開花時植株的分枝數 (定義為可開花的枝條；

大花咸豐草為頭狀花序，一個分枝頂端有數個花序；冇骨消為繖房花序，一

個分枝頂端有數個花序；野棉花的花朵腋生於葉片與枝條交接處，一個分枝

上有數朵花)；並使用葉片面積指數儀 (Li-2000, Li-cor, USA) 測量植株之葉

面積指數 (Leaf area index, LAI) 和冠層下破空率 (Diffuse Non-interceptance, 

DIFN)，植物的葉量可透過計算葉面積指數來代表之，葉面積指數為單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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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積上之葉面積的總量，單位為 m
2
 m

-2；冠層下破空率是植物冠層下方沒

有被葉片遮蔽的比例 (Norman & Campell, 1989)。 

測量需在陰天進行，測量時保持探測器水平，當數值達到穩定後記錄，

測量方式為在植株上方記錄一個讀值，接著在植株下方記錄四個讀值，將以

上動作重複一次。LAI-2000 由記錄器及魚眼鏡頭組成，此魚眼鏡頭可同時測

量以 7  、̊23  、̊38  、̊53  及̊ 68  ̊為中心的五個角度之散射光；鏡頭內有濾光鏡，

可限制進來的光波長在 490 nm 以下。將在植株上方及下方所測得之光照環

境相比，可分別得到五個角度的影像孔隙率 (gap fraction)，儀器附有應用程

式 C2000.exe，可將孔隙率利用以下的方程式來求得葉面積指數。 

LAI =  −2 ∑ ln(𝑇 (𝜃𝑖)) cos 𝜃𝑖 𝑊(𝜃𝑖)

5

𝑖=1

 

其中 1~5 分別為 7  、̊23  ̊、38  ̊、53  ̊及 68  ̊。 

3.5 生物量計算 

分別於 2016 年 4 月 1 日及 2016 年 10 月 25 日採收植株後，將植株分為

根、莖、葉三個部分，先以葉面積儀測量植株總葉面積，之後將葉、莖和根

分別洗淨裝入信封袋，放入 60 ̊C 烘箱、烘乾至少 48 小時後以微量天平秤重 

(modelAB104, Mettler Toledo Inc., Switzerland)，紀錄至 0.1 mg。計算總生物量 

(Total biomass = 葉乾重 + 莖乾重 + 根乾重)，根、莖、葉在總生物量上的

比例，葉面積比 (LAR = 總葉面積 / 總生物量)，地上部/地下部 [Shoot / Root 

ratio = (葉乾重+莖乾重) / 根乾重]。  

夏季實驗進行期間冇骨消的種子發芽率低，且小苗生長狀況不佳，因此

在夏季實驗結果中，沒有冇骨消的數據。 



doi:10.6342/NTU201700781

15 

4. 相剋作用

檢測冇骨消和野棉花植物組織水溶液萃取液是否會對大花咸豐草的發芽率及

小苗生長造成影響。 

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在北投市民農園收集大花咸豐草種子，冇骨消植株於 2014

年 6 月 27 日採自台大校園，野棉花植株於 2015 年 8 月 23 日採自北投山區。採集

後樣品皆以透明封口袋帶回實驗室，將冇骨消和野棉花植株分為根、莖、葉三個

部分，每一部分先用自來水清洗乾淨，放入 60 ̊C 烘箱、烘乾至少 48 小時後，以磨

粉機磨成粉狀。每一部分取 1 mg 粉末溶於 115 mL 二次蒸餾水，並以攪拌子 攪拌

12 小時後進行離心 (離心條件：根為 3000 rpm 15 分鐘，莖、葉為 3500 rpm 20 分

鐘)，其後使用上層澄清液為組織水溶液萃取液。用滲透儀 (model5520, Wescor, Inc., 

USA) 測量澄清液之水勢能，發現三種水溶液萃取液的水勢能皆大約等於 0 MPa，

並用 pH meter (TS-2, syntax, USA) 測量澄清液，發現三種水溶液萃取液的 pH 值皆

介於 6 到 7 間。 

先在培養皿 (直徑 9 公分、高 1.5 公分) 內鋪一張濾紙，濾紙上放置 25 顆大花

咸豐草種子；將根、莖、葉三種水溶液萃取液或二次水 1 mL 分別滴到培養皿的濾

紙上 (n = 6)，蓋上培養皿蓋子，再將培養皿放入生長箱 (日/夜溫 = 25  ̊C/20  ̊C、

相對溼度為 70%、光週期為 12 小時，照光時光強度約為 100 μmol m
-2

 s
-1

 PAR)；每

天檢視種子並補充 0.4 mL 萃取液於濾紙上，當種子長出 0.2 公分以上的胚根時，

即認定其發芽 (Reddy & Singh, 1992)，一共紀錄 22 天。大花咸豐草種子在第 10

天時接近最大發芽率，因此在第 10 天測量已發芽種子之胚根 (radical)、下胚軸 

(hypocotyl) 的長度及總長，尚未發芽或只有胚根的小苗則不予測量。 

冇骨消組織水溶液萃取液的實驗於 2014 年 7 月 4 日~ 7 月 26 日進行，野棉花

組織水溶液萃取液的實驗於 2015 年 9 月 7 日~ 2015 年 9 月 17 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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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統計與分析 

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two-way ANOVA, analysis of variance) 進行兩組以上且

兩項變數的差異檢定。以非成對 t 值檢定法 (unpaired t-test) 進行兩組間的差異檢

定。以成對 t值檢定法 (paired t-test) 進行處理前後的差異檢定。各項檢定皆以 alpha 

= 0.05、雙尾 (two-tail)，作為顯著差異水準 (Sigma Plot 12.0, Systat Software Inc.,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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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 

(一) 田野調查 

1. 氣象資料

將 2012 年 11 月至 2014 年 2 月中央氣象局竹子湖氣象站所測得資料作圖，得

到調查期間研究地點月平均溫度及月累積雨量在試驗期間的變化如圖 2，月平均溫

度為 17.5  ̊ C，16 個月之總降雨量為 5121.2 mL。 

2. 植物種類記錄與覆蓋度測量

調查期間一共記錄到 37 種植物，其中原生種有 19 種，外來種有 18 種 (表 1)，

科別包含：莧科、繖形花科、菊科、落葵科、十字花科、石竹科、唇形花科、酢

漿草科、車前草科、蓼科、茜草科、玄參科、鴨跖草科、莎草科和禾本科。分別

將未施肥區塊及施肥區塊之兩小樣區的植物覆蓋度相加後，發現調查期間無論是

在未施肥區塊或施肥區塊，覆蓋度占前五名之優勢原生種均為馬唐 (Digitaria spp.)、

早熟禾 (Poa annua)、睫穗蓼 (Polygonum longisetum)、節毛鼠尾草 (Salvia plebeia) 

及鵝兒腸 (Stellaria aquatica)，且這五種原生植物在未施肥區塊和施肥區塊的消長

情況相似 (圖 3)；而覆蓋度占前五名之優勢外來種則為：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粗毛小米菊  (Galinsoga quadriradiata)、銅錢草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酢漿草 (Oxalis spp.) 及兩耳草 (Paspalum conjugatum)，這五種外來

植物在未施肥區塊和施肥區塊的消長情況也相似 (圖 4)。 

以 2012 年 12 月 (剛移除樣區植物) ~ 2014 年 2 月 (移除樣區植物後一年左右) 

的資料計算生物多樣性與優勢度評估，結果顯示，不管在未施肥區塊或施肥區塊，

外來種的豐富度、豐富度比例、相對優勢度、重要值指數和多樣性指數，在 2012

年 12 月、2013 年 1~6 月及 2014 年 1~2 月皆大於原生種；2013 年 7 月~2013 年 11

月期間，原生植物馬唐為優勢物種，其覆蓋面積大，使得原生種的相對優勢度、

重要值指數和多樣性指數高於外來種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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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碳、氮含量及碳、氮穩定性同位素比值分析 

比較未施肥區塊及施肥區塊的 15 種植物及土壤其碳、氮含量穩定性同位素比

值，經統計分析後，發現兩個區塊植物的 δ
15

N 和 δ
13

C 並沒有顯著差異，p 值分別

為 0.433 及 0.316，兩個區塊植物的 N%和 C%也沒有顯著差異，p 值分別為 0.466

及 0.176；且兩個區塊土壤間的 δ
15

N 和 δ
13

C 並沒有顯著差異，p 值分別為 0.561 及

0.299，兩個區塊土壤間的 N%和 C%也沒有顯著差異，p 值分別為 0.051 及 0.136 (表

3)；表示施肥並未造成兩個區塊土壤之氮含量有所差異，因此後續分析將未施肥區

塊及施肥區塊之植物覆蓋度合併計算以代表整個樣區植物覆蓋度變化。 

 

4. 整個樣區覆蓋度占前五名之物種消長 

整個樣區 (四個小樣區總和) 覆蓋度占前五名之物種為：馬唐、大花咸豐草、

銅錢草、粗毛小米菊及酢漿草，其在實驗期間中覆蓋度的變化如圖 5。在 2012 年

11 月~ 2013 年 3 月間，樣區內粗毛小米菊為優勢物種，在 2013 年 3 月~ 2013 年 6

月間，樣區內粗毛小米菊覆蓋度逐漸減少，大花咸豐草、銅錢草和酢漿草的覆蓋

度逐漸增加，酢漿草在 2013 年 4 月達到其最大覆蓋度，馬唐的覆蓋度在 2013 年 5

月後逐漸增加，在 2013 年 6 月~ 2014 年 1 月間，樣區內馬唐為優勢物種，並在 2013

年 9 月達到其最大覆蓋度，大花咸豐草和銅錢草的覆蓋度維持穩定或增加，在 2014

年 1 月後，隨著馬唐覆蓋度下降，大花咸豐草和銅錢草成為樣區中優勢物種；在

一年間，一年生植物如馬唐、粗毛小米菊和酢漿草，覆蓋度上升快，很快成為優

勢物種，但由於其生命週期短，覆蓋度下降也快，優勢的時期不長；而多年生外

來植物大花咸豐草和銅錢草的覆蓋度維持穩定或增加，在一年後成為優勢物種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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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12 年 11 月至 2014 年 2 月間竹子湖氣象站監測的溫度和雨量。月平均溫 

度為 17.5  ̊ C，16 個月總降雨量為 5121.2 mL。 

N 

2012 20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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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2年 11月至 2014年 2月間樣區中觀察到的原生 (19種) 及外來 (18種) 物 

種名錄。 

原生種 學名 外來種 學名 

看麥娘 
Alopecurus aequalis Sobol. 

var. amurensis (Komar.) Ohwi 
白花藿香薊 Ageratum conyzoides L. 

耳葉鴨跖草 Commelina auriculata Blume 空心蓮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oq.) 

Griseb. 

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凹葉莧 Amaranthus lividus L. 

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L. 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Bip. 

馬唐 Digitaria spp. 落葵 Basella alba L. 

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蔊菜 Cardamine flexuosa With. 

紫背草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eld 
昭和草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豬泱泱 
Galium spurium L. f. 

f. vaillantii (DC.) R. J. Moore
菁芳草 Drymaria diandra Blume 

短葉水蜈蚣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粗毛小米菊 Galinsoga quadriradiata Ruiz & Pav. 

芒草 Miscanthus spp. 鼠麴草 Gnaphalium affine D. Don. 

車前草 Plantago asiatica L. 銅錢草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Thunb. 

早熟禾 Poa annua L. 酢漿草 Oxalis spp. 

火炭母草 Polygonum chinense L. 鋪地黍 Panicum repens L. 

睫穗蓼 
Polygonum longisetum De 

Bruyn 
兩耳草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ius 

葶藶 Rorippa indica (L.) Hiern 皺葉酸模 Rumex crispus L. 

節毛鼠尾草 Salvia plebeia R. Brown 龍葵 Solanum nigrum Linn. 

鵝兒腸 Stellaria aquatica (L.) Scop. 假吐金菊 Soliva anthemifolia R. Br. 

天蓬草 Stellaria uliginosa 
阿拉伯婆婆

納 
Veronica persica Poir. 

黃鵪菜 Youngia japonica (L.)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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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實驗樣區內未施肥區塊和施肥區塊內五種優勢原生種覆蓋面積變化。 

未施肥區塊 (a) 和施肥區塊 (b) 覆蓋度 (各區中的兩塊小樣區相加) 前五 

名之優勢原生種 [馬唐 (Digitaria spp.)、早熟禾 (Poa annua)、睫穗蓼 

(Polygonum longisetum 、節毛鼠尾草 (Salvia plebeia) 及鵝兒腸 (Stellaria 

aquatica)] 其覆蓋面積在實驗期間 (2012 年 11 月~ 2014 年 2 月) 之變化。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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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實驗樣區內未施肥區塊和施肥區塊內五種優勢外來種覆蓋面積變化。 

未施肥區塊 (a) 和施肥區塊 (b) 覆蓋度 (各區中的兩塊小樣區相加) 前五 

名之優勢外來種 [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粗毛小米菊 

(Galinsoga quadriradiata)、銅錢草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酢漿草 (Oxalis 

spp.) 及兩耳草 (Paspalum conjugatum)] 其覆蓋面積在實驗期間 (2012 年

11 月~ 2014 年 2 月) 之變化。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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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2 年 12 月~ 2014 年 2 月在樣區 (未施肥區塊及施肥區塊) 觀察到之原生種與外來種植物的豐富度、豐富度比例、相對優

勢度、相對頻度、重要值指數和多樣性指數。 

接續下表 

年 / 月 2012 / 12 2013 / 1 2013 / 2 2013 / 3 

處理 未施肥 施肥 未施肥 施肥 未施肥 施肥 未施肥 施肥 

物種來源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豐富度 (種) 9 19 9 13 9 15 11 14 10 16 10 12 10 15 12 13 

豐富度比例 (%) 32.1 67.9 40.9 59.1 37.5 62.5 44.0 56.0 38.5 61.5 45.5 54.6 40.0 60.0 48.0 52.0 

相對優勢度 (%) 30.14 69.86 36.44 63.56 28.75 71.25 28.82 71.18 29.53 70.47 27.21 72.79 24.96 75.04 22.96 77.04 

相對頻度 (%)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重要值指數 0.80 1.20 0.86 1.14 0.79 1.21 0.79 1.21 0.80 1.20 0.77 1.23 0.75 1.25 0.73 1.27 

多樣性指數 0.22 0.57 0.28 0.52 0.22 0.59 0.22 0.61 0.22 0.58 0.21 0.63 0.18 0.61 0.17 0.65 

年 / 月 2013 / 4 2013 / 5 2013 / 6 2013 / 7 

處理 未施肥 施肥 未施肥 施肥 未施肥 施肥 未施肥 施肥 

物種來源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豐富度 (種) 11 15 10 13 10 14 9 14 7 11 9 11 5 8 4 8 

豐富度比例 (%) 42.3 57.7 43.5 56.5 41.7 58.3 39.1 60.9 38.9 61.1 45.0 55.0 38.5 61.5 33.3 66.7 

相對優勢度 (%) 34.59 65.41 39.11 60.89 34.27 65.73 36.85 63.15 28.06 71.94 31.04 68.96 59.96 40.04 50.44 49.56 

相對頻度 (%)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重要值指數 0.85 1.15 0.89 1.11 0.84 1.16 0.87 1.13 0.78 1.22 0.81 1.19 1.10 0.90 1.00 1.00 

多樣性指數 0.26 0.51 0.31 0.48 0.26 0.52 0.29 0.50 0.21 0.60 0.24 0.57 0.56 0.33 0.46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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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表 

年 / 月 2013 / 8 2013 / 9 2013 / 10 2013 / 11 

處理 未施肥 施肥 未施肥 施肥 未施肥 施肥 未施肥 施肥 

物種來源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豐富度 (種) 6 7 3 7 6 7 4 7 6 8 6 9 8 8 7 7 

豐富度比例 (%) 46.2 53.9 30.0 70.0 46.25 53.9 36.4 63.6 42.9 57.1 40.0 60.0 50.0 50.0 50.0 50.0 

相對優勢度 (%) 63.01 36.99 58.70 41.30 71.73 28.27 67.71 32.29 60.47 39.53 59.27 40.73 51.56 48.44 50.27 49.73 

相對頻度 (%)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重要值指數 1.13 0.87 1.09 0.91 1.22 0.78 1.18 0.82 1.10 0.90 1.09 0.91 1.02 0.98 1.00 1.00 

多樣性指數 0.59 0.31 0.56 0.35 0.69 0.23 0.65 0.27 0.57 0.33 0.56 0.33 0.48 0.41 0.47 0.42 

年 / 月 2013 / 12 2014 / 1 2014 / 2 

處理 未施肥 施肥 未施肥 施肥 未施肥 施肥 

物種來源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原生 外來 

豐富度 (種) 7 7 7 9 6 6 6 8 6 8 7 8 

豐富度比例 (%) 50.0 50.0 43.8 56.3 50.0 50.0 42.9 57.1 42.9 57.1 46.6 53.3 

相對優勢度 (%) 38.17 61.83 46.57 53.43 32.48 67.52 38.49 61.51 15.69 84.31 22.54 77.46 

相對頻度 (%)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重要值指數 0.88 1.12 0.97 1.03 0.82 1.18 0.88 1.12 0.66 1.34 0.73 1.27 

多樣性指數 0.35 0.54 0.43 0.45 0.29 0.58 0.34 0.53 0.12 0.74 0.18 0.67 



doi:10.6342/NTU201700781

25 

表 3、未施肥區塊及施肥區塊生長的 15 種植物及土壤之碳、氮含量和穩定性碳、 

氮同位素比值平均值。 

樣區內未施肥區塊及施肥區塊生長的 15 種植物葉片 (於 2013 年 3 月採集) 

及區塊土壤 (土壤 1 於 2012 年 11 月，土壤 2 於 2013 年 11 月收集) 之穩定

性氮 (δ
15

N) 同位素比值、氮 (%N) 含量、穩定性碳 (δ
13

C) 同位素比值和

碳 (%C) 含量平均值。 

δ
15

N ‰ [N] % δ
13

C ‰ [C] %

植物名稱 未施肥 施肥 未施肥 施肥 未施肥 施肥 未施肥 施肥 

酢漿草 7.65 7.69 3.89 2.52 -30.51 -31.31 41.14 41.12 

空心蓮子草 10.71 10.43 3.22 3.04 -30.57 -31.15 39.53 38.12 

大花咸豐草 9.72 8.63 2.89 3.08 -30.50 -29.94 41.02 39.67 

鵝兒腸 8.66 8.50 2.58 2.90 -29.72 -29.60 38.30 37.86 

節毛鼠尾草 6.57 6.99 1.37 2.75 -31.80 -31.26 37.43 40.14 

假吐金菊 9.32 10.91 2.47 2.96 -32.00 -32.27 39.18 38.46 

早熟禾 9.42 --- 2.33 --- -30.81 --- 38.07 --- 

銅錢草 7.02 7.37 3.05 2.54 -29.27 -28.78 40.62 39.29 

粗毛小米菊 11.00 11.26 2.54 2.52 -31.40 -31.11 35.86 37.51 

昭和草 7.16 7.54 2.71 2.38 -30.91 -30.52 37.15 38.42 

天蓬草 3.84 7.37 2.13 2.08 -29.19 -30.41 39.20 38.84 

白花霍香薊 6.44 8.25 2.63 3.14 -31.08 -31.43 38.51 39.52 

看麥娘 11.36 8.32 2.86 4.00 -29.88 -29.12 39.84 41.02 

豬泱泱 4.91 6.44 1.51 1.85 -29.20 -29.74 38.03 36.32 

睫穗蓼 8.30 2.07 2.07 2.12 -30.66 -28.74 41.44 41.24 

土壤 1 8.386 8.106 0.23 0.23 -23.131 -23.812 2.71 3.40 

土壤 2 7.949 8.387 0.21 0.23 -22.946 -23.269 2.53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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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整個樣區覆蓋度占前五名之物種覆蓋度在調查期間的變化。 

實驗樣區內覆蓋度占前五名 [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馬唐 

(Digitaria spp.)、銅錢草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粗毛小米菊 (Galinsoga 

quadriradiata) 及酢漿草(Oxalis spp.)] 之物種覆蓋度在調查期間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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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花咸豐草、冇骨消和野棉花之比較

1. 在不同光度及溫度下種子發芽率之比較

在低溫處理 (20 ̊ C/15 ̊ C) 下，大花咸豐草和野棉花種子在不同光度下發芽率

及發芽速率指數均沒有顯著差異，照光處理的大花咸豐草種子平均發芽日數顯著

大於黑暗處理，照光處理的野棉花種子平均發芽日數顯著小於黑暗處理。比較物

種間的差異，在低溫處理下，無論是在照光或黑暗處理，大花咸豐草種子發芽率

及平均發芽日數顯著大於野棉花；在黑暗處理，大花咸豐草的發芽速率指數顯著

大於野棉花。(圖 6a、表 4)。 

在高溫 (30  ̊C/25 ̊ C) 環境下，照光處理的大花咸豐草種子發芽率及發芽速率

指數顯著大於黑暗處理之種子、而平均發芽日數則顯著小於黑暗處理之種子；不

同光度處理對野棉花種子發芽率、平均發芽日數及發芽速率指數沒有顯著影響。

比較相同環境中，物種間的差異，在高溫處理下，無論是在照光或黑暗處理，大

花咸豐草種子平均發芽日數均顯著大於野棉花，大花咸豐草種子發芽速率指數顯

著小於野棉花；照光處理的大花咸豐草種子發芽率顯著高於野棉花種子發芽率，

黑暗處理的大花咸豐草種子發芽率則顯著低於野棉花種子發芽率 (圖 6b、表 4)。 

冇骨消種子在播種後 11 天內皆沒有發芽 (圖 6、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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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大花咸豐草、冇骨消和野棉花在兩種溫度和兩種光度處理下之種子發芽率。 

大花咸豐草 (B. pilosa var. radiata)、冇骨消 (S. chinensis) 和野棉花 (U. lobata) 在低溫處理 (20  ̊C/15 ̊ C) (a) 和高溫處理 

(30 ̊ C/25 ̊ C) (b) 及不同光度 (黑暗以及照光) 處理下之發芽率。 

(b) (a) 
20 ̊ C/15  ̊C 30 ̊ C/25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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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種子在不同溫度及光度處理下 11 天後，其發芽率、平均發芽時間和發芽速率指標。 

大花咸豐草 (B. pilosa var. radiata)、冇骨消 (S. chinensis) 和野棉花 (U. lobata) 在低溫處理 (20 ̊ C/15 ̊ C) 和高溫處理 

(30 ̊ C/25 ̊ C) 及不同光度 (Control = 照光 100 μmol m
-2

 s
-1

, Dark = 光度 0 μmol m
-2

 s
-1

) 處理下 11 天後，種子發芽率

(Germination percentage, %)、平均發芽日數 (Mean germination period, days) 和發芽速率指數 (Germination rate index)。平

均值 ± s.d. (n = 6)，不同字母代表該特徵在同溫度同光度處理下物種間有顯著差異，* 代表在不同光照處理間有顯著差

異 (LSMEAN, p < 0.05)。 

20 ̊ C/15 ̊ C 30 ̊ C/25 ̊ C 

Control Dark Control Dark 

Germination 

percentage 

B. pilosa 92.00 ± 5.66 
b

82.00 ± 8.29
 b

85.33 ± 7.45
 b

35.33 ± 12.24
 a

* 

S. chinensis 0 ± 0 0 ± 0 0 ± 0 0 ± 0 

U. lobata 52.67 ± 12.75
 a

50.67 ± 14.01
 a

50.67 ± 10.01
 a

58.00 ± 16.73
 b

Mean germination 

period 

B. pilosa 6.52 ± 0.73
 b

5.37 ± 0.62
 b

* 5.50 ± 0.39
 b

7.25 ± 0.95
 b

* 

U. lobata 3.03 ± 0.14
 a

3.88 ± 0.23
 a

* 1.80 ± 0.21
 a

1.89 ± 0.13
 a

Germination rate 

index 

B. pilosa 4.11 ± 0.72
 a

4.77 ± 1.02
 b

4.35 ± 0.37
 a

1.39 ± 0.50
 a

* 

U. lobata 4.54 ± 0.97
 a

3.49 ± 1.05
 a

7.56 ± 1.34
 b

8.57 ± 2.6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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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苗生長特徵分析

在冬季，光照處理期間小苗生長環境的光度、溫度與濕度之全天變化如圖 7。

處理期間，全光照處理環境光度平均為 248.04 µmol m
-2

 s
-1，最高可達 1670 µmol

m
-2

 s
-1；遮蔭處理環境光度平均為 66.05 µmol m

-2
 s

-1，最高可達 363.40 µmol m
-2

 s
-1。

在中午時，全光照處理植株所接受到的光度約為遮蔭處理植株的 3 倍；在不同光

度處理下，環境有相似的溫度和濕度。 

在冬季六周的培養期間，在相同的測量周數、相同光度處理下，野棉花的小

苗高度、總生物量、總葉片面積皆顯著高於大花咸豐草或冇骨消；比較單一物種

在光度處理間的差異，發現全光照處理下，野棉花的總生物量大於遮蔭處理；大

花咸豐草第四周和第六周的總生物量在全光照處理大於遮蔭處理 (圖 8)。 

在夏季，處理期間小苗生長環境的光度、溫度與濕度之全天變化如圖 9。處理

期間，全光照處理環境光度平均為 737.17 µmol m
-2

 s
-1、最高可達 2116 µmol m

-2
 s

-1；

遮蔭處理環境光度平均為 244.91 µmol m
-2

 s
-1、最高可達 866 µmol m

-2
 s

-1。在中午

時，全光照處理植株所接受到的光度約為遮蔭處理植株的 3 倍；兩者有相似之溫

度，但遮蔭處理之濕度略高於全光照處理之濕度。 

比較物種間的差異，從培養開始 (第零周) 到培養第三周，在相同光度處理下，

野棉花的總生物量及葉片面積顯著大於大花咸豐草；培養六周後，除了全光照處

理下野棉花的葉片面積小於大花咸豐草，在相同光度處理下，兩個物種間的總生

物量及植株高度皆無顯著差異。 

比較不同光度處理下的同種植株，則除了第一周和第五周，在其他測量期間，

全光照處理下野棉花的總生物量顯著大於遮蔭處理；除了第三周，在其他測量期

間，全光照下野棉花的植株高度顯著小於遮蔭處理；在培養六周後，無論是大花

咸豐草或野棉花，全光照下植株的葉片面積顯著大於遮蔭處理植株、而植株高度

則顯著小於遮蔭處理植株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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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016 年冬季 (1~2 月) 處理期間 (六周)，小苗生長環境的光度、溫度與相 

對濕度之全天變化平均值。 

2016 年冬季時 (1 月 1 日~ 2 月 14 日) 栽植大花咸豐草、冇骨消和野棉花 

的小苗期間，全光照 (Sun) 和遮蔭 (Shade) 處理下，小苗生長環境的光度 

(a)、溫度 (b) 與相對濕度 (c) 之全天變化平均值。

(b)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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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016 年冬季 (1~2 月) 處理期間 (六周)，小苗的葉片數量、葉片面積、植 

株高和總生物量。 

2016 年冬季時 (1 月~2 月) 大花咸豐草 (B. pilosa var. radiata)、冇骨消 (S. 

chinensis) 和野棉花 (U. lobata) 小苗在全光照處理 (a, c, e, g) 及遮蔭處理 

(b, d, f, h) 下的葉片數量 (Leaf number) (a, b)、葉片面積 (Leaf area) (c, d)、

植株高 (Height) (e, f)、總生物量 (Total biomass) (g, h)。平均值 ± s.d. (n = 

6)。

(a) 

(c) 

(b) 

(d) 

(f) (e) 

(g) (h) 

Sun Shade 



doi:10.6342/NTU201700781

33 

圖 9、2016 年夏季 (7~8 月) 處理期間 (六周)，小苗生長環境的光度、溫度與相 

對濕度之全天變化平均值。 

2016 年夏季時 (7 月 13 日~ 8 月 26 日) 栽植大花咸豐草和野棉花的小苗期

間，全光照 (Sun) 和遮蔭 (Shade) 處理下，小苗生長環境的光度 (a)、溫度 

(b) 與相對濕度 (c) 之全天變化平均值。

(b)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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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016 年夏季 (7~8 月) 處理期間 (六周)，小苗的葉片數量、葉片面積、 

植株高和總生物量。 

2016 年夏季時 (7 月~ 8 月) 大花咸豐草 (B. pilosa var. radiata) 和野棉花 

(U. lobata) 小苗在全光照處理 (a, c, e, g) 及遮蔭處理 (b, d, f, h) 下的葉片

數量 (Leaf number) (a, b)、葉片面積 (Leaf area) (c, d)、植株高 (Height) (e, f)、

總生物量 (Total biomass) (g, h)。平均值 ± s.d. (n = 6)。 

(c) 

(a) 

(e) 

(b) 

(d) 

(g) 

(f) 

(h) 

Sun Sh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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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熟植株

在冬季，栽植期間植株生長環境的光度、溫度與濕度之全天變化如圖 11。栽

植期間，全光照處理環境光度平均為 266.08 µmol m
-2

 s
-1、最高可達 1727 µmol m

-2

s
-1；遮蔭處理環境光度平均為 69.92 µmol m

-2
 s

-1、最高可達 518 µmol m
-2

 s
-1。在

中午時，全光照處理植株所接受到的光度約為遮蔭處理植株的 3 倍。 

在夏季，栽植期間植株生長環境的光度、溫度與濕度之全天變化如圖 13。栽

植期間，全光照處理環境光度平均為 632.82 µmol m
-2

 s
-1、最高可達 2116 µmol m

-2

s
-1；遮蔭處理環境光度平均為 215.34 µmol m

-2
 s

-1、最高可達 866 µmol m
-2

 s
-1。在

中午時，全光照處理植株所接受到的光度約為遮蔭處理植株的 3 倍。 

3.1 光合作用比較 

在冬季時，在遮蔭處理下的大花咸豐草光飽和淨光合作用速率 (Amax) 顯著小

於在全光照處理下植株的 Amax；冇骨消和野棉花的 Amax在光度處理間則無顯著差

異。比較三物種間的差異，發現在全光照處理下，大花咸豐草和野棉花的 Amax 顯

著高於冇骨消；在遮蔭處理下大花咸豐草、冇骨消和野棉花三個物種之 Amax 則無

顯著差異。在全光照處理下的大花咸豐草和冇骨消光飽和點顯著大於遮蔭處理組

植株。在全光照處理下，冇骨消呼吸作用速率顯著小於遮蔭處理植株 (圖 12、表

5)。

在夏季，光度 2000 µmol m
-2

 s
-1 時，大花咸豐草和野棉花的光合作用速率在物

種及處理間皆無顯著差異。大花咸豐草和野棉花的光使用效率在物種及處理間皆

無顯著差異。在全光照處理下的大花咸豐草和野棉花其呼吸作用速率顯著大於遮

蔭處理植株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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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015~ 2016 年冬季 (2015/12~ 2016/3 月) 處理期間 (三個月)，植株生長環

境的光度、溫度與相對濕度之全天變化平均值。 

2015 年冬季時 (2015 年 12 月 22 日~ 2016 年 3 月 16 日) 栽植大花咸豐草、

冇骨消和野棉花的小苗期間，全光照 (Sun) 和遮蔭 (Shade) 處理下，小苗

生長環境的光度 (a)、溫度 (b) 與相對濕度 (c) 之全天變化平均值。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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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015~ 2016 年冬季 (2015/12~ 2016/3 月) 處理期間 (三個月)，成熟植株葉片之淨光合作用速率在兩種光度處理下光合作用

隨光度變化的反應曲線。 

冬季栽植之大花咸豐草 (B. pilosa var. radiata) (a)、冇骨消 (S. chinensis) (b) 和野棉花 (U. lobata)(c) 成熟植株葉片之淨光

合作用速率在全光照 (Sun) 和遮蔭 (Shade) 處理下，光合作用速率隨光度 (PAR, photosynthetic active radiation) 變化的反

應曲線 (n = 6)。

(c) (b) (a) 
B. pilosa var. radiata S. chinensis U. lo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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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冬季栽植之大花咸豐草、冇骨消和野棉花在不同光度處理下，成熟植株葉片之光飽和淨光合作用速率、光飽和點、光使用

效率及呼吸作用速率。 

冬季栽植之大花咸豐草 (B. pilosa var. radiata)、冇骨消 (S. chinensis) 和野棉花 (U. lobata) 在全光照 (Sun) 和遮蔭 (Shade) 

處理下，成熟植株之葉光飽和淨光合作用速率 (Amax, µmol m
-2

 s
-1

)、光飽和點 (LSPT, µmol m
-2

 s
-1

)、光使用效率 (AQY) 及

呼吸作用速率 (Rd, µmol m
-2

 s
-1

)。平均值 ± s.d. (n = 6)，不同小寫字母代表該特徵在全光照處理下物種間有顯著差異，不同

大寫字母代表該特徵在遮蔭處理下物種間有顯著差異，* 代表單一物種在不同光照處理間有顯著差異 (LSMEAN, p < 

0.05)。 

B. pilosa S. chinensis U. lobata

Sun Shade Sun Shade Sun Shade 

Amax 17.5 ± 4.4
b

12.9 ± 3.2
 A

* 13.0 ± 3.4
 a

9.8 ± 1.4
 A

17.8 ± 4.1
 b

14.5 ± 2.3
 A

LSPT 1268.8 ± 474.4
 a

622.1 ± 120.6
 AB

* 1070.3 ± 302.9
 a

634.4 ± 170.0
 A

* 1274.7 ± 188.7
 a

1082.8 ± 460.3
 B

AQY 0.04 ± 0.01
 ab

0.05 ± 0.01
 B

0.04 ± 0.01
 a

0.04 ± 0.01
 A

0.05 ± 0.01
 b

0.04 ± 0.01
 AB

Rd -0.69 ± 0.24
 a

-0.64 ± 0.29
 A

-0.17 ± 0.3
 b

-0.65 ± 0.25
 A

* -0.33 ± 0.44
 ab

-0.06 ± 0.2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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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016 年夏季 (7~10 月) 處理期間 (三個月)，植株生長環境的光度、溫度 

與相對濕度之全天變化平均值。 

2016 年夏季時 (07 月 13 日~ 2016 年 10 月 2 日) 栽植大花咸豐草、冇骨消

和野棉花的小苗期間，全光照 (Sun) 和遮蔭 (Shade) 處理下，小苗生長環

境的光度 (a)、溫度 (b) 與相對濕度 (c) 之全天變化平均值。 

(b)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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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夏季栽植之大花咸豐草和野棉花在不同光度處理下，成熟植株葉片之光合作用速率、光使用效率、呼吸作用速率。 

夏季栽植之大花咸豐草 (B. pilosa var. radiata) 和野棉花 (U. lobata) 在全光照 (Sun) 和遮蔭 (Shade) 處理下，在光度

2000 µmol m
-2

 s
-1

 時，成熟植株葉片之光合作用速率 (A2000, µmol m
-2

 s
-1

)、光使用效率 (AQY)、呼吸作用速率 (Rd, µmol

m
-2

 s
-1

)。平均值 ± s.d. (n = 6)，不同小寫字母代表在全光照處理下，該特徵在物種間有顯著差異，不同大寫字母代表在遮

蔭處理下，該特徵在物種間有顯著差異，* 代表單一物種該特徵在不同光照處理間有顯著差異 (LSMEAN, p < 0.05)。 

B. pilosa U. lobata

Sun Shade Sun Shade 

A2000 15.5 ± 3.2 
a

16.1 ± 2.2
 A

19.6 ± 1.1
 a

15.4 ± 2.5
 A

AQY 0.05 ± 0.00
 a

0.06 ± 0.00
 A

0.05 ± 0.00
 a

0.05 ± 0.01
 A

Rd -0.67 ± 0.35
 a

-0.35 ± 0.15
 A

 * -0.55 ± 0.16
 a

-0.27 ± 0.13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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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葉片面積指數、植株開花時的分枝數及其生物量計算 

在冬季，大花咸豐草、冇骨消和野棉花三個物種的總生物量在全光照和遮蔭

處理間均無顯著差異，而在物種間有顯著差異。在全光照或遮蔭處理下，大花咸

豐草均有最大、冇骨消次之、野棉花有最小的總生物量。大花咸豐草的總葉面積

和葉面積比在遮蔭處理顯著高於全光照處理；在遮蔭處理，冇骨消的總葉面積和

葉面積比高於全光照處理，而葉和莖的比例顯著高於、根的比例則顯著低於全光

照處理。在相同光度處理下，大花咸豐草有最大、冇骨消次之、野棉花有最小的

總葉面積 (表 7)。 

在夏季，大花咸豐草和野棉花的葉面積指數和冠層下破空率在處理和物種間

皆無顯著差異 (表 8)。在夏季，大花咸豐草和野棉花的分枝數在處理間無顯著差異 

(表 8)。在夏季，在全光照或遮蔭處理下，大花咸豐草的總生物量、根部比例和繁

殖部比例顯著低於野棉花，大花咸豐草的葉部比例和莖部比例顯著高於野棉花。

在遮蔭處理，大花咸豐草的葉面積比和莖根比顯著高於野棉花。大花咸豐草和野

棉花的總生物量和根部比例在全光照處理顯著高於遮蔭處理，而二者的葉部比例

和葉面積比則顯著低於遮蔭處理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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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冬季栽植之大花咸豐草、冇骨消和野棉花在不同光度處理下，成熟植株之各 

項生長變數。 

冬季栽植之大花咸豐草 (B. pilosa var. radiata)、冇骨消 (S. chinensis) 和野

棉花 (U. lobata) 在全光照 (Sun) 和遮蔭 (Shade) 處理下，總生物量 (Total 

biomass, g)、各部位在生物量上所佔的比例、總葉片面積 (Leaf area, cm
2
)、

比葉面積(SLA)、莖根比 (Shoot-Root ratio)。平均值 ± s.d. (n = 6)，不同字

母代表該特徵在同光環境下，不同物種間有顯著差異，* 代表該物種特徵

在不同光照處理間有顯著差異 (LSMEAN, p < 0.05)。 

Light treatment

Sun Shade

Total biomass 

(g) 

B. pilosa 14.82 ± 3.82
 c

15.08 ± 6.47
 c

S. chinensis 7.72 ± 4.75
 b

8.65 ± 1.55
 b

U. lobata 2.58 ± 0.93
 a

1.59 ± 0.90
 a

Leaf ratio 

(gg
-1

)

B. pilosa 0.33 ± 0.06
 a

0.35 ± 0.05
 a

S. chinensis 0.43 ± 0.05
 b

0.49 ± 0.03
 b

* 

U. lobata 0.41 ± 0.04
 b

0.45 ± 0.03
 b

Stem ratio 

(gg
-1

)

B. pilosa 0.44 ± 0.12
 c

0.41 ± 0.04
 c

S. chinensis 0.13 ± 0.01
 a

0.19 ± 0.01
 a

* 

U. lobata 0.28 ± 0.02
 b

0.29 ± 0.03
 b

Root ratio 

(gg
-1

)

B. pilosa 0.23 ± 0.09
 a

0.24 ± 0.04
 a

S. chinensis 0.44 ± 0.05
 c

0.31 ± 0.03
 a

* 

U. lobata 0.31 ± 0.02
 b

0.25 ± 0.02
 a

* 

Leaf area 

(cm
2
)

B. pilosa 1359.20 ± 213.07
 c

2226.82 ± 628.86
 c

*

S. chinensis 665.16 ± 368.84
 b

1282.44 ± 227.07
 b

*

U. lobata 262.11 ± 93.44
 a

252.30 ± 121.40
 a

SLA 

(cm
2
g

-1
)

B. pilosa 94.47 ± 14.38
 a

158.18 ± 34.94
 a

* 

S. chinensis 87.46 ± 12.17
 a

149.34 ± 20.28
 a

* 

U. lobata 103.24 ± 14.79
 a

165.20 ± 15.35
 a

* 

Shoot-Root 

Ratio 

(gg
-1

)

B. pilosa 4.37 ± 3.45 
b

3.20 ± 0.74
 a

S. chinensis 1.29 ± 0.24
 a

2.24 ± 0.35
 a

U. lobata 2.25 ± 0.20
 a

2.98 ± 0.2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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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夏季栽植之大花咸豐草和野棉花在不同光度處理下，成熟植株之各項生長 

變數。 

夏季栽植之大花咸豐草 (B. pilosa var. radiata) 和野棉花 (U. lobata) 在全

光照 (Sun) 和遮蔭 (Shade) 處理下，成熟植株葉面積指數 (LAI)、冠層下

破空率 (DIFN) 、分枝數 (Branch number)、總生物量 (Total biomass, g)、

各部位生物量所佔的比例、總葉片面積 (Leaf area, cm
2
)、比葉面積 (SLA)、

莖根比 (Shoot-Root ratio)。平均值 ± s.d. (n = 6)，不同字母代表該特徵在同

光環境下，不同物種間有顯著差異，* 代表該物種特徵在不同光照處理間

有顯著差異 (LSMEAN, p < 0.05)。 

Light treatment 

Sun Shade 

LAI 

(m
2
m

-2
)

B. pilosa 0.86 ± 0.12
 a

0.64 ± 0.13
 a

U. lobata 0.67 ± 0.09
 a

0.52 ± 0.22
 a

DIFN 
B. pilosa 0.51 ± 0.05

 a
0.61 ± 0.06

 a

U. lobata 0.59 ± 0.04
 a

0.68 ± 0.11
 a

Branch 

number 

B. pilosa 14.17 ± 3.37
 a

13 ± 4.29
 a

U. lobata 8.33 ± 0.82
 a

11.17 ± 1.17
 a

Total biomass 

(g) 

B. pilosa 55.08 ± 3.08
 a

27.85 ± 8.19
 a

* 

U. lobata 64.51 ± 7.76
 b

38.53 ± 5.08
 b

* 

Leaf ratio 

(gg
-1

)

B. pilosa 0.18 ± 0.02
 b

0.22 ± 0.04
 b

* 

U. lobata 0.14 ± 0.01
 a

0.19 ± 0.01
 a

* 

Stem ratio 

(gg
-1

)

B. pilosa 0.60 ± 0.05
 b

0.65 ± 0.03
 b

* 

U. lobata 0.53 ± 0.02
 a

0.48 ± 0.02
 a

* 

Root ratio 

(gg
-1

)

B. pilosa 0.19 ± 0.04
 a

0.12 ± 0.03
 a

* 

U. lobata 0.23 ± 0.02
 b

0.19 ± 0.02
 b

* 

Propagation 

ratio (gg
-1

)

B. pilosa 0.03 ± 0.01
 a

0.01 ± 0.01
 a

U. lobata 0.10 ± 0.05
 b

0.15 ± 0.03
 b

* 

Leaf area 

(cm
2
)

B. pilosa 1940.77 ± 174.86
 a

2362.56 ± 694.82
 a

U. lobata 1611.75 ± 291.28
 a

2307.32 ± 239.54
 a

* 

SLA 

(cm
2
g

-1
)

B. pilosa 35.24 ± 2.54
 a

88.93 ± 29.92
 b

* 

U. lobata 24.84 ± 2.17
 a

60.13 ± 3.07
 a

* 

Shoot-Root 

ratio (gg
-1

)

B. pilosa 4.36 ± 1.17
 a

7.76 ± 1.62
 b

* 

U. lobata 3.45 ± 0.55
 a

4.35 ± 0.5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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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剋作用

大花咸豐草的種子在播種後第 1、4、5 和第 10 天，其發芽率顯著受到冇骨消

的葉水溶液萃取液的影響，相較於控制組，其種子發芽率在播種後第 10 天增加約

10%；冇骨消的莖水溶液萃取液，在大花咸豐草播種後第 5 到 10 天，顯著抑制大

花咸豐草種子的發芽率，相較於控制組，在播種後第 10 天約減少 12%；冇骨消的

根水溶液萃取液對大花咸豐草種子的發芽率沒有顯著影響 (圖 14a、表 9)。 

大花咸豐草的種子在播種後第 7、9 和第 10 天，其發芽率顯著受到野棉花的

葉水溶液萃取液的影響，相較於控制組，其種子發芽率在播種後第 10 天增加約 4%；

野棉花的根水溶液萃取液，在大花咸豐草播種後第 3 天，顯著促進大花咸豐草種

子的發芽率，相較於控制組，在播種後第 3 天增加約 13%；野棉花的莖水溶液萃

取液對大花咸豐草種子的發芽率沒有顯著影響 (圖 14b、表 10)。 

在大花咸豐草胚根與下胚軸長度部分，冇骨消的根水溶液萃取液對於大花咸

豐草下胚軸長度沒有顯著影響，但其會顯著促進大花咸豐草胚根長度，因此顯著

影響大花咸豐草初生苗的總長度 (圖 15a、表 11)。 

野棉花的莖水溶液萃取液顯著抑制大花咸豐草下胚軸長度，然而其根、莖和

葉水溶液萃取液顯著促進大花咸豐草胚根長度，因此顯著影響大花咸豐草初生苗

的總長度 (圖 15b、表 12)。 

Radicle

Radicle

Radicle

Radicle

Rad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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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在冇骨消 (S. chinensis) (a) 和野棉花 (U. lobata) (b) 的根 (root)、莖 (stem)、

葉 (leaf) 水溶液萃取液和蒸餾水 (control) 培養下，大花咸豐草種子發芽率

隨培養天數變化的曲線圖。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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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在冇骨消 (S. chinensis) 的根 (root)、莖 (stem)、葉 (leaf) 水溶液萃取液和蒸餾水 (control) 培養下，播種後第 10 天大花咸

豐草的種子發芽率。平均值 ± s.d. (n = 6)，* 代表在該種萃取液培養下，大花咸豐草的種子發芽率與 control 組別有顯著差

異 (LSMEAN, p < 0.05)。 

表 10、在野棉花 (U. lobata) 的根 (root)、莖 (stem)、葉 (leaf) 水溶液萃取液和蒸餾水 (control) 培養下，播種後第 10 天大花咸

豐草的種子發芽率。平均值 ± s.d. (n = 6)，* 代表在該種萃取液培養下，大花咸豐草的種子發芽率與 control 組別有顯著

差異 (LSMEAN, p < 0.05)。 

S. chinensis

Control Extract of leaf Extract of stem Extract of root 

Germination percentage (%) 77.3 ± 11.5 87.3 ± 10.0 * 69.3 ± 18.0 * 84.0 ± 10.0

U. lobata

Control Extract of leaf Extract of stem Extract of root 

Germination percentage (%) 94.0 ± 4.2 98.0 ± 2.2 * 96.7 ± 5.3 93.3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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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冇骨消和野棉花的根、莖、葉水溶液萃取液對大花咸豐草小苗生長的影響。 

在冇骨消 (S. chinensis) (a) 和野棉花 (U. lobata) (b) 的根 (root)、莖 (stem)、

葉 (leaf) 水溶液萃取液和蒸餾水 (control) 培養下，對大花咸豐草下胚軸 

(hypocotyl) 和胚根 (radical) 生長的影響。

Hypocotyl 

Hypocotyl 

Radicle 

Radicle 

(a) 

(b) 

Extracts of S. chinensis 

Extracts of U. lo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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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冇骨消的根、莖、葉水溶液萃取液對大花咸豐草小苗生長的影響。 

在冇骨消 (S. chinensis) 的根 (root)、莖 (stem)、葉 (leaf) 水溶液萃取液和蒸餾水 (control) 培養下，播種後第 10 天對大花

咸豐草的下胚軸 (hypocotyl) 和胚根 (radical) 生長的影響。平均值 ± s.d. (n = 6)，* 代表在該種萃取液培養下，大花咸豐

草的下胚軸和胚根與 control 組別有顯著差異 (LSMEAN, p < 0.05)。 

表 12、野棉花的根、莖、葉水溶液萃取液對大花咸豐草小苗生長的影響。 

在野棉花 (U. lobata) 的根 (root)、莖 (stem)、葉 (leaf) 水溶液萃取液和蒸餾水 (control) 培養下，播種後第 10 天對大花咸

豐草的下胚軸 (hypocotyl) 和胚根 (radical) 生長的影響。平均值 ± s.d. (n = 6)，* 代表在該種萃取液培養下，大花咸豐草

的下胚軸和胚根與 control 組別有顯著差異 (LSMEAN, p < 0.05)。 

S. chinensis

(cm) Control Extract of leaf Extract of stem Extract of root 

Radical 43.64 ± 5.69 48.42 ± 6.21 41.31 ± 6.41 52.69 ± 5.14 * 

Hypocotyl 14.14 ± 1.60 14.70 ± 1.16 15.98 ± 1.93 15.09 ± 1.11 

Length 57.59 ± 7.15 63.39 ± 7.11 57.69 ± 7.54 67.17 ± 5.21 * 

U. lobata

(cm) Control Extract of leaf Extract of stem Extract of root 

Radical 13.42 ± 2.42 28.03 ± 2.87 * 19.22 ± 2.67 * 22.35 ± 2.29 * 

Hypocotyl 14.28 ± 0.82 13.92 ± 0.86 12.99 ± 1.07 * 14.14 ± 1.00

Length 27.70 ± 3.05 41.95 ± 2.56 * 32.21 ± 3.42 * 36.49 ± 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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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 

(一) 田野調查 

物種豐富度高的生態系較不易受到外來植物的入侵，因為外來入侵植物無法

獲得合適的生態棲位及養分 (Levine & D'Antonio, 1999; Maron & Marler, 2008; 

Naeem et al., 2000)，因此有研究報導施肥或提供額外的養分會使外來植物成功入侵

機率上升 (Huenneke et al., 1990; Tognetti & Chaneton, 2015)。本研究第一部分的實

驗設計，除了想檢視移除是否可以有效的控制大花咸豐草的族群數量外，也將樣

區分為未施肥區塊及施肥區塊，以了解施肥是否會影響棲地植群的演替。 

在田野調查實驗開始之前，我移除所有植株地上部並用中耕機將整個樣區翻

土，接著才劃分未施肥區塊及施肥區塊，因此兩區的土壤種子庫組成應該是類似；

結果發現，無論是在未施肥區塊或施肥區塊，覆蓋度占前五名之優勢原生種均為

馬唐 (Digitaria spp.)、早熟禾 (Poa annua)、睫穗蓼 (Polygonum longisetum)、節毛

鼠尾草 (Salvia plebeia) 及鵝兒腸 (Stellaria aquatica)；而覆蓋度占前五名之優勢外

來種則為：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粗毛小米菊 (Galinsoga quadriradiata)、銅

錢草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酢漿草  (Oxalis spp.) 及兩耳草  (Paspalum 

conjugatum)，這些原生或外來植物在未施肥區塊和施肥區塊的消長情況相似 (圖 3、

圖 4)；兩個區塊優勢物種與消長情況相似的原因可能是施肥處理無效，或是施肥

並不會影響植群之演替，為了檢驗這兩個可能性，我比較未施肥區塊及施肥區塊

的 15 種植物及土壤之碳、氮含量及穩定性同位素比值，結果發現兩個區塊植物間

以及土壤間的碳、氮含量、δ
15

N 和 δ
13

C 沒有顯著差異，且在 2012 年 11 月 (剛施

肥) 收集的土壤和 2013 年 11 月 (施肥一年後) 收集的土壤，不管在未施肥區塊和

施肥區塊或不同年間的土壤其碳、氮含量、δ
15

N 和 δ
13

C 也沒有顯著差異 (表 3)；

據此推論兩個區域的植群演替相似，可能是因為施肥處理並未造成兩個區塊土壤

之氮含量有所差異所導致。而施肥處理未造成土壤氮含量差異的原因，可能是因

為實驗處理只施一次肥，且北投山區雨量多 (圖 2)，溶解的肥料可能無法長期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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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中；也有可能與樣區的性質和位置有關，因為樣區為北投市民農園的田地，

原本即為農用，土壤中的氮含量本來就很高，又因為樣區位於坡地，樣區上方有

農田，來自上方農田的地表水可能含有較高的氮含量，流經樣區，增加樣區的土

壤氮含量，導致雖然有施肥但其影響土壤的效果不大。 

根據以上，因為在未施肥區塊及施肥區塊的植群演替沒有顯著差異的情況下，

將兩區的數據合併處理，視為一個大樣區，進行後續分析。雖然施肥處理的成效

不顯著，不能比較額外提供養分是否可以增加棲地被入侵的機率，然而在移除樣

區中植株地上部一年後，外來種的豐富度、相對優勢度均比原生種高 (表 2)，表示

在農田樣區的次級演替中，外來種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觀察樣區中覆蓋面積前五名的物種，其中如馬唐、粗毛小米菊和酢漿草，覆

蓋度增加的速率快，但因生命週期短，覆蓋度降低得也快；而外來種大花咸豐草

和銅錢草在演替初期雖然覆蓋度不高，但在其他一年生植物死亡後，維持穩定地

增加，一年後成為樣區的優勢物種 (圖 5)；由此證實大花咸豐草能再度成為優勢物

種，和其為多年生 (可以過冬) 的特徵有關 (徐，2006；黃，2008；黃，2014)。 

又由田野調查實驗可知，僅實施移除法並無法有效控制大花咸豐草的族群數

量，這跟前人的研究發現使用移除法通常無法有效管理多年生入侵植物 (Donald, 

1990; Oesterheld & McNaughton, 1991) 的結果相符，因此在移除後，配合其他管理

方法一起使用，才有可能可以有效的管理多年生入侵植物 (Hatcher & Melander, 

2003; Perrow & Davy, 2002)。我認為在移除大花咸豐草後，如果再栽種能和大花咸

豐草相抗衡的原生植物，應該比較有機會控制其族群數量，而根據田野調查結果，

這樣的原生植物必須是多年生的，因此選定臺灣原生、常見且多年生的冇骨消和

野棉花為目標物種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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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花咸豐草、冇骨消和野棉花之比較

1. 在不同光度及溫度下種子發芽率之比較

種子的特徵在族群成長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其中種子大小、種子發芽快

慢及種子發芽率均會影響物種的競爭能力。一般就不具休眠期的種子而言，較

大的種子會比較早發芽，可以先利用棲地的養分、空間，因此具有較高的競爭

力。又種子發芽率會影響小苗的數量，因此高發芽率的物種可以有較多的小苗，

而較多的小苗則能佔領較多的棲地空間、使用較多的養分，進而形成有高競爭

力的族群。 

根據 Baskin & Baskin (1988)，溫度、光度和土壤溼度是影響種子發芽和初

生小苗是否能成長的最重要環境因子，因此，我比較不同光度和溫度下，大花

咸豐草和兩種原生種植物的種子發芽率、平均發芽日數、發芽速率指數。結果

顯示，除了在高溫且黑暗處理下野棉花種子發芽率比大花咸豐草高外，其餘處

理組野棉花的發芽率均低於大花咸豐草 (圖 6、表 4)；而冇骨消種子在播種後

11 天內皆沒有發芽 (圖 6、表 4)。因此就種子發芽率而言，大花咸豐草比野棉

花和冇骨消佔優勢。然而野棉花種子在 30 ̊ C/25 ̊ C 處理下，其平均發芽所需日

數顯著少於大花咸豐草，而其發芽速率指數顯著高於大花咸豐草，表示其發芽

速率比大花咸豐草快，即使在 20 ̊ C/15 ̊ C 處理下，其發芽所需平均日數也少於

大花咸豐草。 

根據發芽速率的比較結果，如果在樣區移除大花咸豐草後，撒下野棉花的

種子，野棉花會比大花咸豐草早發芽，會佔有較大的優勢，而此優勢在高溫下 

(30 ̊ C/25 ̊ C) 比在低溫下 (20 ̊ C/15 ̊ C) 顯著，且因為大花咸豐草的種子發芽率

在黑暗處理下會降低 (圖 6、表 4)，因此野棉花的小苗長出後，會對大花咸豐

草的種子造成遮蔭效應，可能可以降低大花咸豐草種子的發芽率，進而降低其

族群密度。而冇骨消因為在播種後 11 天內都沒有發芽，因此無法對大花咸豐

草的種子形成遮蔭效應。 



doi:10.6342/NTU201700781

52 

 

本實驗結果顯示，大花咸豐草種子發芽率會受到光照處理的影響 (圖 6、

表 4)。Fenner (1980) 研究指出受到葉冠層遮蔭的大花咸豐草種子，需要足夠

的光照才能有較好的發芽率；徐和林 (2005) 的研究也發現，光照處理下的大

花咸豐草發芽率顯著高於黑暗處理。相較於大花咸豐草，不論在低溫或高溫，

不同光度處理對野棉花種子發芽率沒有顯著影響。Awan et. al (2014) 的研究也

指出，野棉花在光照和黑暗處理的發芽率沒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光照並非

影響野棉花種子發芽的首要因子。而這個結果也許是為何經常可以在樹蔭下發

現野棉花，然而在林下遮蔭處很少看到大花咸豐草的原因之一。 

相較於野棉花和大花咸豐草的種子於播種後約 2~3 天即開始發芽，冇骨消

種子在播種後一到兩個月內才開始有種子發芽 (個人觀察) ，陳等人 (2014) 

研究指出，冇骨消種子需要較溫暖的溫度來打破休眠，因此冇骨消種子有休眠

期。 

 

2. 小苗生長比較 

小苗的生長是植物是否能成功建立族群的重要關鍵 (Brousseau et al., 

2013; Leiva & Fernández-Alés, 1998)。本研究比較已長出第一對 (片) 葉子的小

苗生長，發現在冬季時，野棉花在長出第一片葉子時，其無論在小苗高度、葉

片面積和總生物量均顯著高於大花咸豐草，在後續六周的生長期間，其無論是

在全光照或遮蔭處理下，均維持著這個優勢 (圖 8)；然而在夏季時，野棉花的

小苗生長優勢在生長約第 4~ 5 周後逐漸消失，雖然如此，在第六周時，無論

在全光照或遮蔭處理上，野棉花仍維持和大花咸豐草有相似的高度和總生物量 

(圖 10)。在冬季時，已長出第一對葉子的冇骨消小苗雖然具有與大花咸豐草的

小苗類似的總生物量，但其植株高度比大花咸豐草矮，在後續培養六周期間，

其高度均低於大花咸豐草。而無論是在冬季或夏季，遮蔭均會降低野棉花和大

花咸豐草的總生物量 (圖 8g, h、圖 10g, h)。因此根據小苗的生長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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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如果在樣區移除大花咸豐草後，種下已長出第一片葉子的野棉花小苗，無

論是在冬天還是夏天，野棉花小苗的生長足以和大花咸豐草的小苗或新發芽的

小苗抗衡，且因為大花咸豐草的發芽和小苗生長會受到遮蔭處理抑制 (圖 8、

10)，因此種植野棉花小苗也會對大花咸豐草造成遮蔭，可能可以降低其發芽

率和小苗生長。而冇骨消小苗在生長六周期間，雖然具有與大花咸豐草小苗類

似的總生物量，但其高度明顯低於大花咸豐草，所以會受大花咸豐草遮蔭的影

響，因此可能不足以和大花咸豐草相抗衡。 

三個物種之中，野棉花有最大的種子質量、冇骨消次之、大花咸豐草最小。

種子大小不僅影響小苗生長、生理 (Bonito et al., 2011; Seiwa, 2000)，也與小苗

存活相關 (Baraloto et al., 2005; Flory & Clay, 2010)；較大的種子可能含有較多

的養分，可以幫助種子在較貧脊的地方生長，使植株比較有機會生存 

(Leishman & Westoby, 1994)。在本研究中可發現，野棉花種子比大花咸豐草早

發芽 (圖 6、表 4)；野棉花在長出第一片葉子時，無論在小苗高度、葉片面積

和總生物量均顯著高於大花咸豐草 (圖 8、圖 10)，在後續六周的生長期間，

均維持著這個優勢能和大花咸豐草小苗相抗衡；推測可能與野棉花的種子較大

相關。 

3. 成熟植株比較

葉子為植物行光合作用的主要部位，葉量的多寡與植物之初級生產力、

呼吸作用或蒸散作用等植物生理生態相關；藉由測量並比較兩種植物的葉面

積指數和冠層下破空率，間接了解其初級生產力以及對於冠層下方所造成的

遮蔽率之差異。在夏季，大花咸豐草和野棉花的葉面積指數和冠層下破空率

在處理和物種間沒有顯著差異，表示兩個物種對於冠層下的遮蔽率相當。兩

個物種的分枝數在處理和物種間也沒有顯著差異，但相較於全光照處理，在

遮蔭處理下，大花咸豐草的分枝數為下降的趨勢，而野棉花的分枝數為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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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推測在遮蔭的情況下，野棉花也許可以產生較多的分枝，進而產生

較多的子代 (表 8)。 

在小苗生長比較中發現，在冬季時已長出第一片葉子的野棉花小苗在後續

培養六周期間內，會比大花咸豐草小苗有較高的高度及累積較多的總生物量 

(圖 8e, f, g, h)，然而如果再持續栽植，則在三個月後，成熟的野棉花便不再有

這個優勢，其累積的總生物量顯著低於大花咸豐草 (表 7)，可能是因為野棉花

具有較小的葉面積，且投資較多資源在根部 (具較低的莖/根比) (表 7)。然而在

夏季時，野棉花和大花咸豐草小苗在後續六周的培養期內有相似的植株高度及

累積相似的總生物量 (圖 10e, f, g, h)，但在持續栽植三個月後，野棉花的成熟

植株比大花咸豐草累積顯著較高的總生物量 (表 8)，顯示野棉花在夏季比大花

咸豐草具生長優勢。不管在冬季或夏季，成熟植株的高度在物種間沒有顯著差

異 (未顯示)，表示物種間彼此形成遮蔭效果類似。因此綜合小苗生長和成熟

植株的比較結果，如果在移除大花咸豐草後，再於樣區種植野棉花小苗以和大

花咸豐草相抗衡，在夏季進行，成功的機率會比在冬季高。 

4. 相剋作用

有些植物因為具有相剋作用的能力，可抑制鄰近其他植物的生長，從而取

得生長優勢 (San Emeterio et al., 2004)。本研究結果中，除了冇骨消的莖水溶

液萃取液可以抑制大花咸豐草種子發芽率 (圖 15a、表 9)，以及野棉花的莖水

溶液萃取液顯著抑制大花咸豐草下胚軸的長度 (圖 16b、表 12) 外，其他部位

的水溶液萃取液對大花咸豐草種子發芽率並沒有影響、甚至是有促進大花咸豐

草的種子發芽或初生苗生長的效應；因此初步判斷，即使種植冇骨消或野棉花，

下雨時其淋雨液應該不會對大花咸豐草產生明顯的抑制作用。 

本研究雖然沒有發現冇骨消和野棉花的水溶液萃取液會對大花咸豐草有

明顯的抑制作用，然而因為相剋化合物的活性會受到濃度的影響 (李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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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低濃度的冇骨消水溶液對蘿蔔和玉米小苗莖的生長有促進效果，高濃度的

冇骨消水溶液對蘿蔔和玉米小苗莖的生長有抑制效果；在生物量方面，濃度越

高的冇骨消水溶液對蘿蔔的抑制作用越大，低濃度的冇骨消水溶液對玉米有促

進效果、高濃度的冇骨消水溶液對玉米有抑制效果 (秦等，2012)。而本研究

只用一種濃度的水溶液萃取液做實驗，因此野棉花和冇骨消的水溶液萃取液可

能是因為濃度不夠，使其抑制大花咸豐草的種子發芽或初生苗生長的效果較少

甚至有促進的作用。 

又本次實驗於培養皿及生長箱進行，與野外環境有所差異，野外環境之土

壤組成、微生物、環境因子 (溫度、雨量、光度) 和其他生物的影響等，皆需

要考量，而檢查是否有相剋作用的實驗方法除了使用以植物組織萃取液 

(Douglass et al., 2011; Hsu & Kao, 2009) 外，還有以特定化學物質如銀膠菊素 

(parthenin) (Batish et al., 2002) 或熊果酸 (ursolic acid) (Wang et al., 2014) 進行

實驗、直接將植物種植在一起 (Murrell et al., 2011)、將植物組織粉末撒於土壤 

(Kwembeya et al., 2013; Rose et al., 1983) 等等，也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此外，

相剋作用也會藉由其他方式，例如分泌至空氣中或土壤中的化學物質、新鮮組

織殘留物等產生作用 (Batish et al., 2007; Chong & Ismail, 2006)；因此，要確認

種植冇骨消和野棉花是否會對大花咸豐草產生相剋作用，需要更多實驗加以檢

驗。 

 

(三) 未來工作 

本研究之田野調查發現只靠移除無法有效控制大花咸豐草的族群，並根據生

長箱 (控制環境因子) 及田間 (光度處理) 之實驗推測，在夏季將野棉花的種子或

小苗種植於移除大花咸豐草後的空地，可能可以抑制大花咸豐草；未來可進一步

於田野進行實驗，在不同季節實地種植野棉花，以驗證此推測。此外，繁殖部比

例是生活史重要的一部分，本研究僅測量生長三個月的植物在夏季的繁殖部比例，



doi:10.6342/NTU201700781

56 

以及透過分枝數推測開花數量，並沒有實際計算植物一整年的開花及產生種子數

量，無法比較大花咸豐草、冇骨消和野棉花在繁殖方面的投資，此部分與族群建

立及發展相關，未來可加以探討。又無性繁殖對於植物傳播至其他地區建立族群

有利 (Baker, 1974)；前人研究中，大花咸豐草的側枝大多平行地面生長、易接觸

地面，除了可以增加覆蓋面積，也可以由側枝長出不定根形成新的植株 (徐，2006；

黃，2008；黃，2014)；我曾將三者的枝條插於水中，觀察到其皆能長出不定根 (未

顯示)；在本研究中，冇骨消因種子發芽速率慢、小苗植株矮小而無法與大花咸豐

草相抗衡，但是冇骨消的地下莖發達，容易從地下莖的節上形成新的植株 (行政院

農委會，2014)，未來可測試在移除大花咸豐草後，將冇骨消的地下莖或野棉花的

枝條扦插行營養繁殖，也許可以更快速的控制大花咸豐草的數量。又曾在樣區觀

察發現，大花咸豐草、冇骨消和野棉花的病蟲害種類不同，大花咸豐草主要是蚜

蟲危害，冇骨消幾乎沒有蟲害，野棉花則是琉球三線蝶幼蟲啃食其葉片，三者中

野棉花有最多表皮毛、大花咸豐草次之，冇骨消最少 (未顯示)，而冇骨消植株有

特殊味道可能含有防蟲的次級代謝物；病蟲害對三者的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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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大花咸豐草是臺灣二十大入侵植物之一，本研究首先探討只用移除法是否可

以控制其族群，接著評估如果在移除大花咸豐草後，再種植兩種臺灣原生植物冇

骨消和野棉花，是否可以抑制大花咸豐草的族群數量。 

根據實驗結果，得到以下結論： 

1. 實驗樣區在移除以大花咸豐草為優勢的地面植群後，新的植物會快速在樣區內

發芽生長，其中一年生植物會先成為優勢物種，當其逐漸死亡，多年生的大花

咸豐草會再次成為優勢物種；因此只靠移除無法有效控制大花咸豐草的族群。 

2. 比較原生多年生植物野棉花、冇骨消及大花咸豐草之種子發芽、小苗生長，發

現野棉花種子會比大花咸豐草早發芽，且此優勢在高溫下 (30 ̊ C/25 ̊ C) 比在低

溫下 (20 ̊ C/15 ̊ C) 顯著；野棉花在小苗高度的生長、葉片面積和總生物量的累

積均顯著高於大花咸豐草 (在冬季時) 或與大花咸豐草相似 (在夏季時)。推測

在夏季將大花咸豐草移除後，再播撒野棉花種子或種植野棉花小苗，應該可以

抑制大花咸豐草的族群；而冇骨消因為種子有休眠期且小苗生長較大花咸豐草

慢，因此在移除大花咸豐草後，播撒冇骨消種子或種植冇骨消小苗，可能無法

抑制大花咸豐草的族群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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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附圖 1、實驗樣區內不同月份之植物生長狀況。 

由上而下分別為：2012 年 11 月 (a)、2013 年 8 月 (b)、2014 年 1 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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