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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紫羅蘭學名Matthiola incana，英名

Stock，屬十字花科一年生草本，原生於歐

洲南部。花色有紅、紫、白、黃等色，花序

密集呈柱形且具有香氣。紫羅蘭在臺灣只

有少量切花栽培，根據臺北花市103年到貨

量總數只有1萬多把，和前幾年相比數量越

來越少，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有單、重瓣的

問題，一般的商業品種在苗期不易區別，

種植時只好單、重瓣苗全部種植，開花時

採收重瓣花上市，等於同樣面積中只有一

半的收益，影響農民的栽培意願，因此，苗

期能分辨單、重瓣株為紫羅蘭產業發展之

關鍵，以育成具有可分辨的外表性狀的品

種來解決。

產業概況

紫羅蘭在臺灣栽培主要以切花的方式

供應市場，要開花必須有一段長期而且穩

定的低溫，早生品種能在

夜溫20℃的條件下開花，

因此平地栽培以10月至

隔年1月為主，超過1月

在生育後期溫度偏高，開

花品質不良。夏季在海拔

1,000公尺以上的高冷地

栽培也能生產切花供應市

場，但近年來高冷地夏季

多栽培其它花卉或蔬果而

少見紫羅蘭栽培，由表1
臺北花市103年紫羅蘭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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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量價分析也可看出，供應期均在11月

至隔年4月，產地以彰化地區為主，部份來

自於雲林及嘉義地區。

栽培之主要問題

紫羅蘭現有的栽培品種主要來自於日

本種苗公司，最大的特點就是同一批種子

播種後代會有單瓣和重瓣的植株出現，比

例是1:1，重瓣切花的價格每把 (10支) 平
均價格達124.8元左右，但單瓣花的價格只

有21.3元，同樣的栽培株數收益只有總數

的一半，因此影響農民的種植意願，這也

是紫羅蘭在栽培時最主要的問題。一般品

種於苗期分辨單、重瓣株的方法是儘量選

擇那些比較早發芽、葉片比較圓的苗。發

芽早晚、葉片寬窄等差異性狀均屬相對性

差異而非絕對性，所以選苗只能提高重瓣

株的比例，而無法達到完全重瓣的植株，

只好在育苗時培育比需求多一倍的苗量，

再從中挑選重瓣苗來種植。目前市面上日

本的品種也有號稱全重瓣的品種，播種後

不用選苗，重瓣率達95%以上，這類品種是

以花色和種皮顏色連鎖之特性，深色種子

為紫或紅色單瓣，淺色種子為白色重瓣，

種子公司只販售淺色種子即可保證栽培

的紫羅蘭全部都是重瓣，只是種子價格比

一般品種貴三倍，而且只有白色和黃色花

的品種。另有依苗期葉片顏色分辨單、重

瓣的品種，重瓣株葉片呈淡綠色，單瓣株

葉片呈深綠色，具有這個特性者源自於荷

蘭種苗公司，品種特性為開花需冷性高的

晚生品種，臺灣平地栽培低溫不足不易開

花。

3  本場在農委會記者會中發表紫羅蘭新品種，備受
媒體關注，紛紛大幅報導

4  一般品種(左)單、重瓣外表無差別，本場育成品種
可由淡綠葉色重瓣、深綠葉色單瓣來區別

5  新品種可由葉色分辨單重瓣花，右側重瓣株的苗
色較淺，左側單瓣株葉色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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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株採種為雜交三代種子。99年雜交三代

播種種植，後代表現穩定，全為深紫色花

且可從葉色濃淡分辨單、重瓣株。

‘臺南2號’同樣於96年以商業品種

初紅 (First red, 日本Sakata公司) 為母

本，特性為早花，開花需冷性低；露西達藍  

(Lucinda blue, 荷蘭Kieft公司) 為父本，

特性為可由葉色分辨單、重瓣，但開花需

冷性高之極晚生品種。進行人工雜交，取

得雜交一代 (F1) 種子，97年播種雜交一代

種子，花色全部為紫色。98年播種雜交二

代種植，花色分離為藍色及紅色，且開花

期不一致，選拔花序密集、花期早之紅色

單瓣株採種為雜交三代種子。99年雜交三

代播種種植，後代表現穩定，全為紅色花

且可從葉色濃淡分辨單、重瓣株。

上述兩品種於100年進行品系比較、

資料整理、分析及新品種性狀檢定及新品

種試種。

新品種之育成

為解決紫羅蘭一般品種單、重瓣不

易分辨的問題，本場將可由外表分辨單、

重瓣之特性導入早花品種中，以育成適

合臺灣冬季栽培又能挑出重瓣株種植的

新品種為育種目標。以人工雜交後選拔具

目標性狀之單株，再經自交純化育成新品

種。‘臺南1號’是96年以商業品種’美人

紫’(Reddish purple, 日本Murakami公
司) 為母本，特性為早花，開花需冷性低；

露西達紅 (Lucinda red, 荷蘭Kieft公司) 
為父本，特性為可由葉色分辨單、重瓣，

但開花需冷性高之極晚生品種進行人工

雜交，取得雜交一代 (F1) 種子，97年播種

雜交一代種子，花色全部為紫色，選拔採

種為雜交二代種子。98年播種雜交二代種

植，花色分離為紫色及深紫，且開花期不

一致，選拔花序密集、花期早之深紫色單

表1. 臺北花市103年紫羅蘭切花量價統計表

月份
重瓣 單瓣

數量(把) 均價(元) 數量(把) 均價(元)
一月 3851 137.4 294 18.9
二月 2056 93.3 50 15.5
三月 468 115.7 24 44.0
四月 61 48.0 0 ---
五月 0 --- 0 ---
六月 0 --- 0 ---
七月 0 --- 0 ---
八月 0 --- 0 ---
九月 0 --- 0 ---
十月 0 --- 0 ---

十一月 274 157.4 289 16.9
十二月 2975 144.1 485 11.6

總計/總均價 9685 124.8 1142 21.3
總均價為每月把數÷當月平均價，再加總後除總把數而得                                                           資料來源：台北花卉產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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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種之特性

為瞭解新品種在農民栽

培技術下之反應，101年冬季

於元長地區進行區域試種之

結果，新品種株高均可達80公

分，花穗長有25公分以上，花

朵數、花瓣數及節數和對照的

商業品種差異不顯著，臺南1
號花色深紫，臺南2號花色深

粉紅，且在苗期可由葉色濃淡

分辨單、重瓣植株，深綠葉為

單瓣株，淡綠葉為重瓣株，依

此特性可於育苗期挑出價值較

高的重瓣株種植。平地定植適期9月至隔年

1月，高冷地為4～8月，定植至開花期約80
天，屬早花品種。兩品種於103年申請我國

植物品種權，經審議小組通過，於9月18日

正式取得我國植物品種權。

新育成的紫羅蘭品種開花需冷性低，

適合平地冬季栽培，可在苗期選出重瓣株

種植，如以每分地種植3萬株，每枝切花平

均價格至少10元來計算，原本一般品種只

有1.5萬枝花為重瓣，可售出15萬元，如栽

培新品種經選苗後種植，3萬株幾乎全部為

重瓣花，收入可增加1倍達30萬元以上，且

新品種花色為紫色及紅色，易受臺灣市場

歡迎。紫羅蘭因單重瓣株不易區別使得收

益減少，影響農民的栽培意願之問題，在

新品種推廣後可以獲得解決。

6  臺南1號經分辨單重瓣株後種植，重瓣(左)及單瓣(右)涇渭分明

6

表2. 紫羅蘭新品種及對照商業品種於元長區域試驗栽培性狀比較

參試品種 株高(cm) 花穗長(cm) 花徑(cm) 花朵數 花瓣數 節數 花色
苗株分辨
單重瓣

臺南1號 79.0 25.4 5.2 30.2 29.4 28.4 深紫 容易

美人紫 89.0 28.9 5.1 32.4 31.8 29.6 深紫 困難

T-test * * NS NS NS NS
臺南2號 81.5 28.7 5.9 31.4 31.4 30.4 紅 容易

初紅 86.5 28.8 5.2 31.4 31.2 28.6 紅 困難

T-test * NS * NS NS NS
101/10/15播種，11/15種植，102/02/21調查
NS, * Nonsignificant or significant at P ≤ 0.05 level, respectively

單瓣重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