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卉研究室 

▲摘要 

花卉育種：洋桔梗 96 年春作評估選拔，優良單株合計 250 株行及雜交組合

20 個，其中雜交組合C901602×C8615、C890201×P891303P、C890201×C8615、
C9263×c926402、C890201×C890402 等組合具潛力且表現佳因此入選下年度評估

組合。星辰花早生選拔效果顯著，和商業品種雜交後可改進開花品質，育出適合

本地栽培的商業品種。紫葉球型羅勒育種工作已選得符合特性之植株，繼續使自

交純化以穩定品種特性。紫羅蘭由種皮顏色、葉色濃淡及波狀葉形來分辨重瓣之

特性已成功轉移至子代，繼續進行早生特性選育以適合台灣地區栽培。雞冠花切

花栽培，在摘心的情形下，以三行植的株距對切花產量及品質較佳，而不摘心的

情形下以八行植較有利。野外採集之石蓯蓉依外形分析可以分為離島群及西部沿

海群，烏芙蓉在佳樂水、蘭嶼及綠島的植株外形及花色不同。向日葵 96 年度已

育成S8 97 系統、S7 153 系統、BC612 系統及BC530 系統，合計 292 品系。設施

切花栽培體系之建立：洋桔梗作畦及不作畦不同栽培模式下，品種間除了節間長

及花梗長度外，其他所有切花品質相關的性狀都有顯著性差異存在，作畦會增加

莖徑。施用DL2000 滴管可使火鶴花明顯提高合格花朵數。總計 5 個試驗、22 個

蝴蝶蘭不同花色品種於生長箱中催梗，皆可以於 15.3-33.0 日的範圍內抽梗，且

與調花溫室的對照比較，差異不大，開花期及花朵品質差異亦不大，但是不同試

驗結果顯示，其效果可能受到同一品種之不同植株生育階段所影響 

▲洋桔梗品種選育及栽培技術改進 

     96 年春作評估選拔，優良單株合計 250 株行及雜交組合 20 個，其中雜交

組合C901602×C8615、C890201×P891303P、C890201×C8615、C9263×C926402、
C890201×C890402 等組合，經轄區栽培農民選拔認定具潛力且表現佳因此入選

下年度評估組合。96 年新入選F2 10 個單株，優良自交系 185 個，完成雜交組

合 20 個。不同栽培模式下，品種間除了節間長外，在所有的切花品質性狀上

都有顯著性差異存在，其中莖徑以白金紫 4.4 mm最粗其次為羅莎綠及羅莎粉

4.1 mm，其餘性狀皆以白金紫表現最佳。另一方面作畦及不作畦處理中僅在切

花莖徑及花梗長度有明顯差異存在外，其餘性狀並無明顯差異存在，其中不作

畦莖徑為 4.1mm、作畦 4.3mm，顯示作畦可以明顯提高莖徑。相同情形在花梗

長度上，不作畦 13.7cm、作畦 11.7cm，顯示作畦對洋桔梗生育中後期水分管

理較容易因此花梗抑制較容易達到效果，同樣情況在株高性狀上，不作畦

86.2cm、作畦 84.9cm有同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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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桔梗優良雜交組合 C890201×P891303P 
 

▲星辰花耐熱品種選育 

     星辰花以開放授粉，選拔早生單株，再採收該單株種子繼續播種選拔早生

株，如此重覆進行至第 4 及第 5 代，再和未選拔的原始品種相比較，三個選種

單株均明顯提早花期，尤其以 90 超群 2-1-1-4 表現最優良，種植後 35.5 天即開

花，比超群未選拔 115.5 天提早甚多，在切花數及花序長度均較未選拔前優良。

89 達摩 2-1-1-3-4 經選拔後在 80.5 天開花，雖較超群選拔單株晚，但也比達摩

未選拔 150.8 天早，但在切花數、花莖長及幅寬均無顯著差異，僅花序長度 5.2
公分較原種 4.0 公分長且達 1％顯著差。89 福神 1-2-2-3-1 經選拔後僅 69.8 天即

達花期，較福神原種 150.3 天提早且有 5％顯著差，其它性狀包括切花數、幅

寬及花序長度也有 1％顯著差。89 福神 1-2-2-3-1 和商業品種 Violet Wings 雜交

後，在到花日數、切花數及花莖長方面和未雜交前並無差異，幅寬則明顯較小，

而小花序長度 8.2 公分顯著比未雜交前 6.1 公分長。而同樣 89 福神 1-2-2-3-1
和另一個早花株後代 89 超群 3-3-1-1-1-1 雜交的結果，其到花日數 51 天比未雜

交前 69.8 天提早且達 5%顯著差異，但花序長度並無改進效果。可見在選得早

花族群後，再雜交花朵品質優良的商業品種可改進開花品質，育出適合本地栽

培的商業品種。 

▲香草植物引種及耐熱性選育 

     為育成紫葉種球型羅勒供觀賞用，以紫皺葉、紫喜及歐仕米三個紫葉種和

希臘及香球兩個球形種全互雜交，目前進行至雜交後代第二代選拔，在田間選

得符合紫葉、葉片小、分枝多，植株呈球型、晚花等性狀之植株共 16 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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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條扦插成活後種植於網室內，使其自花授粉後，取種子於下一年繼續選拔工

作。 

▲紫羅蘭品種選育及重瓣株辨識技術改進 

     為改進紫羅蘭單重瓣辨識率，取可由種皮顏色分辨單重瓣的品種雜交一般

品種，已進行至雜交第三代，此性狀可轉移至子代。另以葉色濃淡來鑑別單重

瓣但為屬極晚生種的品種，和早生品種進行雜交，已進行至第二代。利用波狀

葉形為重瓣株的特性，和早生切花品種雜交，目前也已進行至第二代，淡葉色

及波狀葉為重瓣之特性已成功轉移至子代，繼續進行早生特性選育以適合台灣

地區栽培。 

▲向日葵多用途之開發研究 

     96 年度繼續以民國 87 年度引進之 Moonwalker 等 10 個品種及 89 年度引進

之 Goldener Neger 等 15 個品種為材料進行 S6 及 S5自交系之育成，於 96 年 2
月中旬開花套袋授粉，育成 S8 97 系統、S7 153 系統。觀賞用向日葵細胞質雄

不稔性之轉移：以太陽、日豐、Vq 等所育成之自交系轉移為細胞質雄不稔性，

其執行成果分別為：BC612 系統及 BC5 30 系統，合計 292 品系。 

▲雞冠花品種引進及試作評估 

     以孟買等九個品種在三行植(行距 25 公分株距 12.5 公分)及八行植(行距

12.5 公分株距 12.5 公分)試驗摘心及不摘心對生長及切花品質之影響，在不摘

心情形下因三行植生長空間較大，株高 89.8 公分較八行植 96.5 公分矮，莖粗

1.14 公分較八行植 0.93 公分粗，尤其在到花日數及分枝數方面，三行植 79.7
天較八行植 82 天早且有顯著差異，三行植的側枝數 6.9 枝也比八行植 2.9 枝多，

易對管理造成很大的困擾。但在摘心的情形下，八行植的生長空間太小，因此

莖粗 0.61 公分較三行植 0.71 公分細且有顯著差異，而且切花長 52.4 公分較三

行植 61 公分短，到花日數也較晚，因此在摘心的情形下，以三行植的株距對

切花產量及品質較佳，而不摘心的情形下，以八行植較有利。 
 

▲微噴滴灌對火鶴花切花品質之影響 

     不同微噴滴灌系統會造成火鶴花的花朵數、合格花朵數及苞片長度等

性狀有顯著差異存在。其中在合格花朵數以 DL2000 滴管表現較好 2.7
支，苞片長度則以 Vibro Spray 噴頭表現較好 11.8cm。不同品種間則在花朵

數、合格花朵數、苞片長度及苞片寬度都有顯著差異存在。品種與微

噴滴灌系統間交感顯著。因此火鶴花栽培微灌溉系統可以考慮以 DL2000 滴管

替代。 

▲原生星辰之親緣分析 

     自台灣採集之石蓯蓉共在 11 個地點採得，依外形分析的結果大致可以分為

二大群：1.離島群(包括北海岸)：採於此地的植株葉片明顯較寬，全株綠色，

葉緣略有波浪狀，整體看起來較大棵。2.西部沿海群：包括嘉義、台南、高雄，

本區植株葉片明顯較細長，葉基及莖基部甚至新生葉片均呈紅色。苗栗竹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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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則介於兩者之間，墾丁龍坑可視為另一族群。在烏芙蓉的部份，原以為只產

於蘭嶼及綠島，但在實地採集後發現，在佳樂水南向的海岸也有採集到植株。

烏芙蓉外形較海當歸小很多，在蘭嶼及綠島的植株外形差異不大，但蘭嶼只有

藍花的個體，而綠島藍花及黃花個體均有，佳樂水全部都是黃花的個體，且葉

片近尖端處呈扭旋狀，花穗也較細長。所有原生地採得的植株尚未進行 DNA
指紋資料及分群分析。 

 
▲生長箱環境下蝴蝶蘭不同生育階段及不同來源，對植株抽梗時間之

影響 

     蝴蝶蘭大白花品種 V3(Phal. Sogo Yukidian “V3”)之 6 寸盆分生苗，調花

前期於生長箱中，分別處理五星期、七星期及九星期後移至正常調花溫室，日

溫 25℃，夜溫 18℃，觀察對植株生育及開花之影響，試驗結果發現，同時間

進調花溫室的對照植株於 25 日正常抽出花梗，但是在生長箱中的 6 寸盆蝴蝶

蘭 V3 品種大白花分生苗，抽梗時間明顯延遲，皆須長達 50 日以上始有抽梗的

現象。利用同一品種之 3.5 寸盆植株重複前述試驗，試驗結果顯示在生長箱中

相同的催梗環境下， 3.5 寸盆植株約於 30 日左右抽梗，較 6寸盆植株提早 20

日以上時間，此結果顯示節能及高坪效蝴蝶蘭花梗苗生產方法，其效果可能受

到同一品種之不同植株生育階段所影響。因此就歷次試驗中挑選出大白花品種

246(Phal. I-Hsin Cream “KHM246”)及大紅花品種 75(Dtps. I-Hsin New-Girl 

“KH5250”)等兩品種，包括不同來源及不同生育階段之 3.5 寸盆分生苗，參與

進行花梗苗生產試驗的資料，將其抽出進行比較，發現兩個品種不同來源的 3.5

寸盆植株，於生長箱中，約 30 天左右即開始抽梗，但是當此 3.5 寸盆的植株

於正常開花期開完第一次花之後，將其再次催梗，花梗抽出的時間明顯延後，

除了抽梗日數延後之外，抽梗植株的比例亦有降低的傾向。 

▲蝴蝶蘭節能高坪效催梗量產系統之建立 

     選定蝴蝶蘭各式花色品種之分生苗，於調花前期置於生長箱中，處理蝴蝶

蘭蘭苗，依試驗需要於六星期左右移至正常調花溫室，日溫 25℃，夜溫 18
℃，觀察對植株生育及開花之影響，採用兩個對照，對照一於試驗一開始即

置於一般養苗溫室，對照二於試驗一開始即置於正常調花溫室，日溫 25℃，

夜溫 18℃。總計 5 個試驗 22 個不同花色品種測試結果，皆可以於 15.3-33.0
日的範圍內抽梗，且與調花溫室的對照比較，差異不大，開花及花朵品質兩

者差異亦不大。但是值得注意少數品種如 95-1 和 920 等，其植株間的抽梗日

期變異大且少數植株沒有抽梗，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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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蘭植株可於生長箱中抽出花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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