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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左：蔡敬倫   中：林瑞泰   右：林奕帆 
 

大家好!我們是宜蘭高中數理資優班的好夥伴，我們來自不同國中，就在高一

入學後自行分組意外代表學校參賽，在本研究過程讓我們實質體會，想要完整的做

出一篇研究報告，是需要付出相當的時間與心力，其中反覆觀察與熟練實驗技術是

必然的歷程；但最重要的仍是最初的目標與實驗定向，在實驗計畫裏，需整合每一

實驗步驟並仔細凝鍊想法，再藉由繁複的實驗頻率、建立團隊默契，才能於時效內

完成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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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選擇秀珍菇作為研究的題材，藉由不同波長(白光、藍光、綠光、紅光)與不同瓦數

(9W、3W、1W)低溫型 LED 燈照射(每日 12 小時，共 5 天)菌菇太空包，發現在高瓦數(9W)的

燈照下其生長最快、3W 次之、1W 最慢；另在藍光下，秀珍菇生長最茂盛-蕈柄最為茂密粗壯、

蕈傘顏色最深，次為白光、再者綠光、紅光下的生長則最慢-蕈柄較稀疏且細、蕈傘顏色最淺。 

    接續將採收的秀珍菇(以低溫烘乾<40℃)，取單位乾重(0.5 公克)分別檢測其蛋白質及醣類

的含量進行比較，其結果發現蕈菇在紅光下生長其含醣量較高、綠光次之、再者白光、末者

藍光；而蛋白質含量由高至低依序為藍光、白光、綠光、紅光；相同色光不同瓦數下的含量

分析結果顯示，含醣量以低瓦數較佳，蛋白質含量以高瓦數較佳。 

 

Abstract 

The fugal space bags were irradiated with different wavelengths (white, blue, green and red) and 

intensities (9w.3w and 1w) of low temperature LED light for 12 h a day, and for 5 day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rowth rate of these fungi was proportional to the light intensity applied , the higher 

the better. Under the blue light, the fungi grew furiously, the stalks were stocky, and the gills were 

darker. The growth effect of light decreased in the order of blue, white, green and red.  

The fungi were baked at low temperature (below 40℃) and their carbohydrate and protein 

contents were determ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e carbohydrate content of fungi was highest under 

the red light and decreased in the order of green, white and blue. However, the protein content was 

highest under the blue light and decreased in the order of white, green and red. In addition, when 

the fungi were irradiated with light of same wavelength, the carbohydrate content was higher in the 

low light intensity and the protein content was higher in the higher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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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日常生活中，蕈類常被當作食材、藥材使用，其營養價值不容小觑，在參觀農場

的時候，發現菇類與光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不同生長時期的蕈類需要的光源都不

太一樣，光更會影響到其營養價值，而高中生物教材中也提到光對生物的生長有所影

響，所以我們想要探究光對於蕈類生長的影響，查閱文獻資料發現，蕈類具有向光性，

且在黑暗中生長時，其蕈柄較在光亮中生長得較細長，而蕈傘則在黑暗中較肥厚，於

是，我們想以不同的光線波長以及亮度條件栽種蕈類，並測定其醣類與蛋白質含量，進

而探討光線對於蕈類生長的影響之應用。  

經實際走訪養菇農場，查探目前市面上容易取得的蕈類太空包，考量溫度、季節性

生長及蕈柄、蕈傘的外觀性容易觀察等特性，最後選擇了秀珍菇作為我們此次研究的對

象(蕈柄、蕈傘明確、季節性溫度適中)，並希望在這次實驗能夠藉由光的波長變化及照度

的差異性，來探討蕈類生長過程中醣類及蛋白質的變化度，並探究其未來在其他領域的

應用價值。 

 

 

二、研究目的 

1.探討在不同顏色光源與不同瓦數的照度培養下，秀珍菇子實體蕈柄與蕈傘生長的差異。 

2.探討在不同顏色光源與不同瓦數的照度培養下，秀珍菇子實體的醣類與蛋白質含量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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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或過程 

一、研究計畫流程 

利用不同強度光源及色光栽培秀珍菇 

↓ 
不同強度光源及色光-計 12 組 

白光(9W、3W、1W)-3 組 

紅光(9W、3W、1W)-3 組 

綠光(9W、3W、1W)-3 組 

藍光(9W、3W、1W)-3 組 

↓ 
觀察秀珍菇生長情形 

↓ 
實驗量測秀珍菇蕈傘及蕈柄蛋白質和醣類比例 

↓ 
分析不同色光下對秀珍菇蕈傘及蕈

柄蛋白質和醣類比例影響 

分析不同照度下對秀珍菇蕈傘及

蕈柄蛋白質和醣類比例影響 

↓ 
綜合分析討論 

↓ 
探究其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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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儀器設備器材： 

1.恆溫烘烤箱 2.數位式光照計(LM-81LX) 3. 分光光度計 

4.自製間隔式紙箱 5.燈照時間控制器 2 個 6. 溫、溼度計一組 

7. LED 燈泡 1W(紅光、綠

光、藍光、白光)各 4 個。 

8. LED 燈泡 9W(紅光、綠

光、藍光、白光)各 1 個。 

9. LED 燈泡座 20

個。 

10. 電子式天秤 11.電子游標尺  

(二)生物材料、藥品和其他器材： 

生物材料：第一輪秀珍菇太空包-36 個、第二輪秀珍菇太空包-36 個 

藥品：1.草酸鈉、飽和醋酸鉛、蒽酮(C14H10O)、葡萄糖 

      2.考馬斯亮藍 G-250、牛血清白蛋白、乙醇 95%、磷酸 85% 

其他器材：研缽、燒杯、容量瓶、三角燒瓶、試管、移液管、漏斗、紗布、濾 

紙、滴管、酒精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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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步驟與秀珍菇培養環境的設定與紀錄 

    將秀珍菇太空包分成 12 組(每組 3 包，共計 36 包)，分別設定在 1、白光(9W、3W、1W) 

2、藍光(9W、3W、1W) 3、綠光(9W、3W、1W)、 4、紅光(9W、3W、1W)等 12 種不同燈照

(控制變因)條件下生長，如下方照片配置： 

   

白光 9W 白光 3W 白光 1W 

   

藍光 9W 藍光 3W 藍光 1W 

   

綠光 9W 綠光 3W 綠光 1W 

   

紅光 9W 紅光 3W 紅光 1W 

   將第一輪秀珍菇太空包分成 12 組(每組 3 包，共計 36 包)，每日照射 12hr(早 6:30 至晚

6:30)，將生長環境因素(溫、濕度及燈照時間)控制在一樣的基準下(不變的變因)，光源的變

化度成為主要的控制變因。因春季適合栽種秀珍菇(生長溫度 18~25 度)，分別於 2020 年

3/18~3/22 及 3/30~04/03，種植第一輪與第二輪秀珍菇包，分別將其溫、溼度紀錄觀察如下表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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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17~3/22 種植第一輪秀珍菇包溫、溼度觀察紀錄表 

日期 早/晚 時間 溫度 濕度 

3/18 晚 7:00 21.5 85% 

3/19 晚 7:00 22 88% 

3/20 晚 7:00 22.5 88% 

3/21 晚 7:00 22.5 90% 

3/22 晚 7:00 23.5 92% 

2020 年 03/31~04/04 種植第二輪秀珍菇包溫、溼度觀察紀錄表 

日期 早/晚 時間 溫度 濕度 

3/31 晚 7:00 24 82% 

4/01 晚 7:00 24.5 87% 

4/02 晚 7:00 24.5 88% 

4/03 晚 7:00 23.5 90% 

4/04 晚 7:00 24.5 92% 

 

2020 年 3/18~3/22 種植第一輪秀珍菇包，在 12 組不同燈源下的生長成果照片 

日期 光源 9W 3W 1W 

3/22 

白光 

   

藍光 

   

綠光 

   

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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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31~04/04 種植第二輪秀珍菇包，在 12 組不同燈源下的生長成果照片 

日期 光源 9W 3W 1W 

4/4 

白光 

   

藍光 

   

綠光 

   

紅光 

   

 

 

四、秀珍菇中醣類及蛋白質含量的實驗檢測方法: 

(一)醣類的測定方法(蒽酮比色法 anthrone colorimetry) 

原理：醣類(包括多醣)在硫酸作用下，脫水生成糠醛或羥甲基糠醛，然後蒽酮與糠醛或羥甲基

糠醛經脫水縮合，產生藍綠色的糠醛衍生物，顏色的深淺即可作為定量的依據，在 10

～100/μg 範圍內，其顏色的深淺與醣類含量成正比。該法具有較高靈敏度，適於微量

測定，所需試劑簡單,操作也較簡便方法簡便，對於大部分的碳水化合物都能與蒽酮反

應，產生顏色。 

1、葡萄糖標準溶液：稱取已在 80℃烘箱中烘乾至恆重的葡萄糖 100mg，配製成 500ml 溶

液，即得每 ml 含糖為 200μg 的標準溶液。 

2、 蒽酮試劑：稱取 1g 經過純化的蒽酮，溶解於 1000ml 稀硫酸中即得。 

3、 硫酸溶液配置：由 760ml 濃硫酸（比重 1.84)稀釋成 1000ml 而成。 

https://www.itsfun.com.tw/%E6%BF%83%E7%A1%AB%E9%85%B8/wiki-8242221-406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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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操作步驟 

1、可溶性糖的提取製作 

稱取重 0.5g 的乾燥秀珍菇，於研缽中仔細研磨成均勻的漿狀物，倒入燒杯中，用蒸餾水洗

滌研缽，洗液併入燒杯中，再加蒸鎦水 30─40ml。將燒杯放在水浴鍋中加熱，保持溫度 70

─80℃約半小時，冷卻後 1 滴 1 滴地加入飽和中性醋酸鉛，以除去蛋白質，直至加入醋酸

鉛時不再形成白色沉澱為止。然後將此混合物連同殘渣一併洗入 100ml 容量瓶中，加水至

刻度，充分振盪。以乾燥漏斗將濾液過濾於一乾燥的三角燒瓶中，瓶中事先放有少量（約

0.2─0.4g）草酸鈉粉末，以除去濾液中過量的醋酸鉛，使生成草酸鉛沉澱，再行過濾，所

得的透明濾液即為可溶性醣提取液。 

 

2、顯色及比色的操作 

吸取上述醣提取液 1ml，放入一乾潔的試管中，加蒽酮試劑 5ml 混合之，於沸水浴中煮沸

10 分鐘，取出冷卻，然後於分光光度計上進行測定，波長為 625nm，測得吸光度。從標準

曲線上查得濾液中的醣含量（迴歸公式計算），然後再行計算樣品中含醣百分數。 

 

3、繪製標準曲線 

取標準葡萄糖溶液將其釋成一系列不同濃度的溶液，濃度分別為每 ml 含糖 10、20、30、

40、50、60、70、80、90、100μg。按上述方法分別測得其吸光度，然後繪製糖濃度曲線，

進行直線回歸求得直線方程。 

 

4、計算樣品中含醣百分數計算式：%=C×V/（W×1000000）×100% 

    式中  V 為配置提取液總體積(ml)   

          C 為提取液的含醣量(μg/ml)   

          W 為秀珍菇組織乾重(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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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蛋白質的測定方法（考馬斯亮藍法 coomassie blue staining） 

原理結構：考馬斯亮藍 G-250 染料在酸性條件下與蛋白質結合，染料主要是與蛋白質中的

鹼性氨基酸(特别是精氨酸)和芳香族氨基酸殘基相结合，使染料的最大吸收峰的位置由 465 

nm變為 595 nm，溶液的顏色也由棕黑色變為藍色，形成的藍色蛋白質染料複合物在595nm

處有最大吸光度；在一定的蛋白質濃度範圍內，蛋白質染料複合物在 595nm 處的吸光度與

蛋白質含量成正比,因此可用於蛋白質含量測定，這是目前靈敏度最高的測定法。 

  實驗操作步驟 

1、 Bradford 濃染液的配製： 

將 100mg 考馬斯亮藍 G-250 溶於 50ml 95%乙醇，加入 100ml 濃磷酸(85%)，然後，用

蒸餾水補充至 200ml，使用時再稀釋 5 倍成為染料。 

2、 蛋白質的提取製作： 

將 0.5g 乾燥秀珍菇於研缽中加入少許緩衝溶液(PBS)仔細研磨成均勻的漿狀物，再以

緩衝溶液(PBS)加至 100ml 製成提取液，該緩衝溶液應與製作標準曲線的緩衝溶液相

同(用 PBS)。 

3、 顯色及比色的操作： 

每個樣本加 5ml 稀釋的染料結合溶液，作用 5～30min。染液與蛋白質結合後，將由

紅色變為藍色，在 595nm 波長下測定其吸光度，再根據標準曲線計算待測樣本的濃

度。注意：顯色反應不得超過 30min。 

4、 標準曲線計的製作 

使用牛血清蛋白作為標準蛋白，其濃度分別為每 ml 蛋白質含量 10、20、30、40、50、

60、70、80、90、100μg。按上述方法分別測得其吸光度，然後繪製蛋白質濃度標準

曲線，進行直線回歸求得直線方程。 

實驗結果計算 

    公式樣品蛋白質含量計算式：%=C×V/（W×1000000）×100%   

    式中  V 為配置提取液總體積(ml)    

          C 為提取液查標準曲線所得蛋白質含量(μg/ml)                   

          W 為秀珍菇組織乾重(g) 

https://www.biomart.cn/supply/10010105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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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與討倫 

一 、秀珍菇生長紀錄與分析結果 

經觀察(03/18~03/22 及 03/31~04/04)等兩輪秀珍菇生長歷程紀錄照片，發現平均在高瓦數

(9W)的燈照下其生長過程發展最快、3W次之、1W最慢，故當低瓦數生長完成時(蕈傘面較

圓潤)，高瓦數蕈傘面已產生皺摺向上收握；另在高頻光源(藍光)下，秀珍菇生長最茂盛-蕈

柄最為茂密粗壯(如下表)、蕈傘面大、顏色最深，低頻光源(紅光)下生長最慢-蕈柄較稀疏且

細、蕈傘面圓潤較無皺摺、顏色最淺，其中以藍光最佳、次為白光、再者綠光、末者紅光；

又再比較相同頻率的光源中，高瓦數(9W)生長狀態較低瓦數(1W)生長狀態為佳，在高瓦數

(9W)下其蕈傘面大並產生皺摺、蕈柄粗壯，低瓦數(1W)下生長蕈傘面較小、蕈柄較細。 

    將採樣前照片整理如下，另將採收後的兩輪秀珍菇以電子游標尺丈量各組蕈柄直徑(選

前12大)紀錄，並計算其平均直徑(D)數值如下表所示，經觀測其平均直徑的大小與蕈傘面成

熟度呈現高度正相關性，平均直徑越粗壯者，其蕈傘面大、皺褶度高；且在高瓦數(9W)下

蕈柄較低瓦數(1W)下蕈柄粗壯，高能量光源(藍光)下蕈柄亦較低能量(紅光)下光源的蕈柄粗

壯。綜論，整體秀珍菇生長(蕈傘、蕈柄密度及直徑粗細)以高瓦數(9W)及高能量光源(藍光)

最快，而以低瓦數(1W)及紅光最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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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 9W 3W 1W 

白光 

   

藍光 

   

綠光 

   

紅光 

   

第一輪秀珍菇 3/22(下午)，採收前集合照 
 

 

第二輪秀珍菇 04/04(下午)，採收前集合照 

註：蕈傘生長過程中，其傘面至一定成熟度後，傘面即呈現向上收握，而非呈現開傘狀態(故

在蕈傘面的量測有其困難度)，所以在高頻、高瓦數光源下均有上述情形，勿誤判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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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繪製標準曲線製作： 

(一)醣類標準曲線製作：取標準葡萄糖溶液將其稀釋成一系列不同濃度的溶液，濃度分別為每

ml 含糖 10、20、30、40、50、60、70、80、90、100μg。按上述方法分別測得其吸光度，然後

繪製糖濃度曲線，進行直線迴歸求得直線方程。 

 

(二)蛋白質標準曲線製作：使用牛血清蛋白作為標準蛋白，在 10ug—100ug/1ml 之間繪製標準

曲線，進行直線迴歸求得直線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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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秀珍菇含醣量與蛋白質研究測定結果： 

(一)檢測秀珍菇含醣量的吸光值(蕈傘與蕈柄分別取樣 0.5g 做三重複檢測，其中配置提取液總

體積 100ml，測定使用提取液體積 1ml)，將實驗紀錄如下表示： 

 

 
 

 

 

蕈傘含醣量紅光明顯較高、次者綠光、再者白光、末者藍光；另低瓦數(1W)光源下含醣量亦

為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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蕈柄含醣量紅光明顯較高、次者綠光、再者白光、末者藍光；另低瓦數(1W)光源下含醣量亦

為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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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測秀珍菇蛋白質含量的吸光值(蕈傘與蕈柄分別取樣 0.5g 做三重複檢測，其中配置提取

液總體積 100ml，測定使用提取液體積 1ml)，將實驗結果紀錄如下表示： 

 

 

 

 

 

蛋白質含量在蕈傘部分藍光明顯較高、次者白光、再者綠光、末者紅光，且高瓦光源蛋白質

含量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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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含量在蕈柄部分藍光明顯較高、次者白光、再者綠光、末者紅光，且高瓦光源蛋白質

含量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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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測定結果分析討論 

(一)秀珍菇含醣量的探討 

1、不同照度下含醣量的探討： 

    依實驗結果發現各光源下低瓦數(1W)的含醣量均比高瓦數(9W)含醣量多，依次為 1W、

3W、9W，且從蕈傘及蕈柄的含量分析中發現，蕈傘的含醣量明顯多於蕈柄的含醣量；由此可

知光源照度增加，並未提升秀珍菇的含醣量，反而低瓦數(1W)光源的含醣量優於高瓦數(9W)

光源。 

2、不同色光下含醣量的探討： 

   依實驗結果發現在相同瓦數下低頻光源(紅光)的含醣量優於高頻光源(藍光)含醣量，另從

蕈傘及蕈柄的含量分析中發現，蕈傘的含醣量明顯多於蕈柄的含醣量，且細探可知紅光的含

醣量在蕈傘與蕈柄部分明顯較高、次者綠光、再者白光、末者藍光；由此可知高頻的藍光的

照射生長下的秀珍菇，其含醣量並未隨之提升，反而低頻的紅光的含醣量較佳。 

3、分析 12 組試驗下含醣量的探討： 

   在交叉比對兩次試驗的數值中，發現蕈傘含醣量明顯優於蕈柄，在同瓦數下，無論蕈傘或

蕈柄，以低頻光源(紅光)含醣量最高、次著綠光、再者白光、末者藍光，其中綠光與白光差距

不大，但仍以綠光略優於白光；又比較同頻率光源下，以低瓦數(1W)的含醣量優於高瓦數(9W)。

我們推測高能量光源可促進細胞分裂，造成藍光和白強光組的菌體在細胞分裂時消耗了較多

醣類，產生 ATP 以合成 DNA，而使它們的醣類含量偏低，經查閱今年最新文獻資料後發現，

經過轉錄組學分析秀珍菇在不同光源下生長的基因表現差異，發現藍光會促進醣酵解和戊醣

磷酸途徑的相關基因表現，進而降低了秀珍菇含醣量。 

 

(二)秀珍菇蛋白質含量的探討： 

1、不同照度下蛋白質含量的探討： 

    依實驗結果發現各光源下高瓦數(9W)的蛋白質含量均比低瓦數(1W)含量多，依次為 9W、

3W、1W，且從蕈傘及蕈柄的含量分析中發現，蕈傘蛋白質含量優於蕈柄的蛋白質含量，由此

可發現光源照度增加，可提升秀珍菇蛋白質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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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色光下蛋白質含量的探討： 

    依實驗結果發現在相同瓦數下高頻光源(藍光)的蛋白質含量優於低頻光源(紅光)蛋白質

含量，另從蕈傘及蕈柄的含量分析中發現，蕈傘的蛋白質含量多於蕈柄的蛋白質含量，且細

探可知藍光的蛋白質含量在蕈傘與蕈柄部分明顯較高、次者白光、再者綠光、末者紅光，由

此可發現高頻光源照射生長下的秀珍菇，其蛋白質含量會隨之提升。 

3、分析 12 組試驗下蛋白質含量的探討： 

    在交叉比對兩次試驗的數值中，發現蕈傘蛋白質含量多於蕈柄，在同瓦數下，無論蕈傘

或蕈柄，以高頻光源(藍光)蛋白質含量最高、次著白光、再者綠光、末者紅光，其中白光與綠

光差距不大，但仍以白光略優於綠光；又比較同頻率光源下，以高瓦數(9W)的蛋白質含量優

於低瓦數(1W)。我們推測在高能量及高瓦數光源促進細胞分裂時，造成藍光和白強光組的菌

體細胞密集度較高(其可印證在觀養過程中高能量光源下，蕈柄較為茂密粗壯，蕈傘面顏色較

深、較成熟)，而使得蛋白質含量在單位重量中的百分比提高了，經過查閱文獻資料後得知，

藍光對於真菌的光受器會產生生理調控影響，以紅麴菌為例，將促進胺基丁酸合成，進而影

響蛋白質之產量。 

肆、結論與運用 

一、研究結論 

(一)秀珍菇含醣量實驗的結論: 

經過測定不同光源下栽種的秀珍菇蕈柄及蕈傘中的醣類含量後，發現低頻率和低照度

的光源皆能提升秀珍菇的醣類含量，且低頻光源的效果略為顯著，經分析發現光所提供的

能量越多，其含醣量會隨之減少，也就是說，如果想要提升秀珍菇的含醣量，必須利用能

量較低能量的光源來栽種它。 

(二)秀珍菇蛋白質含量實驗的結論: 

經過測定不同光源下栽種的秀珍菇蕈柄及蕈傘中的蛋白質含量後，發現高頻率和高照

度的光源皆能提升秀珍菇的蛋白質含量，且高頻光源的效果較為顯著，而低照度和低頻率

光源蛋白質含量較低，兩者含量差異不大，分析後發現，光所提供的能量越多，蛋白質含

量會隨之增加，如果想增加秀珍菇蛋白質含量，可利用高能量的光源來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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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用價值 

(一)秀珍菇醣類含量實驗的運用價值: 

查閱資料後發現，蕈類中含有葡萄醣以β鍵結方式連結之葡聚醣，稱作多醣體。多醣

體可刺激腸壁上的免疫淋巴細胞，使細胞產生細胞激素，如IL-1、IL-2等，可強化免疫系統。

另外，IL-1細胞激素也能刺激胰島素分泌，能夠達到降血醣的功效，對於醣尿病患者非常有

幫助。 

多醣體也可提昇人體內超氧化岐化酶之產量，進而清除過氧化自由基以及氫氧自由基，

體內若累積過多自由基，會造成細胞失去正常功能，造成疾病。若將實驗結果運用在其他

蕈類上，例如，靈芝、巴西蘑菇等富含多醣體的蕈類，可大幅提升多醣體的產量，運用於

抗癌健康食品的開發。 

(二)秀珍菇蛋白質含量實驗的運用價值 

查閱資料後發現，一般生活中食用蕈類蛋白質比例頗高，且富含9種人體必需的氨基酸，

比例與人體較接近，易被人體吸收利用，營養價值高，對於長年食素者而言，可選擇較為

深色的秀珍菇來補充身體所需的蛋白質(顏色越深，蛋白質含量越高)，若將此次實驗結果

運用在其他蕈類栽植上，可提升蕈類中蛋白質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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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016 

本研究選擇秀珍菇作為研究的題材，藉由不同波長(白光、藍

光、綠光、紅光)與不同瓦數 (9W、3W、1W)低溫型 LED 燈照

射(每日 12 小時，共 5 天)菌菇太空包，發現在高瓦數(9W)的燈

照下其生長最快、3W 次之、1W 最慢；另在藍光下，秀珍菇生

長最茂盛-蕈柄最為茂密粗壯、蕈傘顏色最深，次為白光、再者綠

光、紅光下的生長則最慢-蕈柄較稀疏且細、蕈傘顏色最淺。接續

將採收的秀珍菇(以低溫烘乾<40℃)，取單位乾重(0.5 公克)分別檢

測其蛋白質及醣類的含量進行比較，其結果發現蕈菇在紅光下生

長其含醣量較高、綠光次之、再者白光、末者藍光；而蛋白質含

量由高至低依序為藍光、白光、綠光、紅光；相同色光不同瓦數

下的含量分析結果顯示，含醣量以低瓦數較佳，蛋白質含量以高

瓦數較佳。 

優點：研究主題相當明確且容易吸引讀者的目光，整體的研

究工作具有應用價值，值得鼓勵持續研究。 

缺點： 

1. 依實驗結果發現各光源下低瓦數(1W)的含醣量均比高瓦數

(9W)含醣量多，依次為 1W、3W、9W，由此可知光源照度



增加，並未提升秀珍菇的含醣量，反而低瓦數(1W)光源的含

醣量優於高瓦數(9W)光源。這個結論有點怪，在用高瓦數光

源下，菇長的質量確實較大顆，為何含醣量較低？還是單位

克重的含醣量較低？ 

2. 如果想要提升秀珍菇的含醣量，必須利用較低能量的光源來

栽種它。如果想增加秀珍菇蛋白質含量，可利用高能量的光

源來栽種。那到底要用較低能量或高能量的光源來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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