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林分場 
▲摘要 

洋桔梗不同型式及分段式穴盤育苗初步試驗結果，以 288 格穴盤移植苗，

其生育及品質，均較其它處理者之穴盤苗為佳。96 年文心蘭種間、屬間雜交授

粉工作，計雜交授粉 88 組合，有 26 個組合結莢，成功發芽組合數有 10 組合。

並且進行 8 雜交組合培養選育，共有 400 株實生苗出瓶培育。洋桔梗點滴灌溉

與溝灌方式對切花品質之影響試驗，目前生育性狀調查中。景觀植物篩選及應

用之研究方面已收集香花植物 15 種、觀花植物 48 種、觀果植物 21 種和蔓性植

物 13 種共 97 種多年生景觀植物。天使花(Angelonia angustifolia.)和藍金花

(Otacanthus coeruleus.)頂芽扦插使用 IBA2500ppm 和 5000ppm 比沒用發根劑

發根快且根數多。菊花在夏季利用組培苗所更新的母本插穗，比原本母株所取

的插穗重量重且發根快。組培苗定植後，摘心後側芽長得少，顯示已恢復幼年

性，頂芽優勢較強，要經過多次摘心後才會有較多的側芽。苞舌蘭育種由所收

集 7 不同的花色品種的苞舌蘭作相互作雜交，共有個 9 個組合，超過 3900 株雜

交後代產生。苞舌蘭×鶴頂蘭、苞舌蘭×台灣白及和台灣白及×苞舌蘭皆有果莢產

生，經瓶內無菌播種，都有少數種子發芽。苞舌蘭利用新芽的莖頂或側芽培

養，可順利建立初代培養。組織培養雜交星辰花以含生長素培養基與不含生長

素培養基輪流培養，有助於培殖體型態正常及維持活力。以 30Gy 以下 γ 射線

照射南洋巢蕨癒傷組織，未達半致死量。菊花、馬鈴薯微體繁殖體系及文心蘭

無菌播種技術逐步建立。 

▲洋桔梗穴盤育苗技術改進 

   不同型式及分段式穴盤育苗試驗：第一批不同型式(288 格穴盤、保麗龍 360

格)及分段式育苗試驗， 10 個品種生育性狀調查結果，其主根長、根系鮮重及

支根數，以 288 格穴盤較保麗龍 360 格為佳。第二批育苗試驗調查結果 ，主根

長、根系鮮重，以 288 格直播苗，表現較佳，288 格移植苗次之，360 格移植苗

再次之，以 360 格直播苗最差。支根數則以 288 格穴盤移植苗，表現較佳，288

格直播苗表現次之，以 360 格直播苗最差。第三批育苗試驗調查結果，主根

長、根系鮮重及支根數，以 288 格移植苗表現最佳，288 格直播苗次之，360 格

直播苗最差。綜上所述以 288 格穴盤移植苗，其生育及品質，均較其它處理者

之穴盤苗為佳。 

    不同處理穴盤苗對洋桔梗生育及切花品質比較試驗：第一批育苗 (288 格

穴盤、保麗龍 360 格)試驗，於 7 月，31 日定植田間，於 11 月 27 日完成 10 個

品種生育及開花品質調查，目前資料分析中。第二批育苗試驗，於 8 月 31 日完

成田間定植，目前品種間已陸續開花中，早生種，於 11 月 28 日進行生育及開

花品質調查。第三批育苗試驗，於 10 月 1 日完成田間定植，目前田間生育情形

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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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格直播苗 288格移植苗  

 

 

360格移植苗 360格直播苗 

 

 

 

 

 

 

 

 

 

 

 

 

▲文心蘭育種及栽培技術改進之研究 

    96 年文心蘭種間、屬間雜交授粉工作，計雜交 88 組合，授粉 232 朵花，

經調查結果，有 26 個組合結實，獲得 56 個果莢，結莢率為 24.13%。在文心蘭

無菌播種試驗方面，成功發芽組合數計有 10 組合， 19 個果莢順利發芽。於 3

月 26 日起，進行 95-96 年度文心蘭 8 個雜交組合瓶苗健化及實生苗 400 株出瓶

培育，目前生育情形良好。 

    不同肥培管理對南茜切花品種產期調節及品質改善試驗：經初步調查發

現，8 月份以高磷鉀肥處理者，抽梗率為 45.5%，較對照區處理者之 25%增加

20.5%，顯示以高磷鉀肥處理者，花梗抽梗率較對照區可明顯約提前一個月較盛

產期(9-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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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蘭南茜品種高磷鉀肥處理花梗抽梗開花情形 

▲點滴灌溉與溝灌方式對洋桔梗切花品質影響之研究 

本試驗於 9 月 12 日完成試驗田規劃及點滴灌溉設施之裝設，於 10 月 1

日將洋桔梗包括(EXROSA PINK FLASH、EXROSA GREEN、NEW LiNATION、

PICCORA SNOW、CUTE PINK、CUTE YELLOW、CUTE VIOLET、EXROSA BLUE、麗

娜＂粉＂及麗娜＂粉滾白邊＂)等計 10 個品種，穴盤苗經低溫處理打破休眠

之後，種植雲林分場標準設施內，分點滴灌溉與溝灌方式進行試驗，以比較

其生育狀況和開花品質，目前生育性狀調查中。本次試驗初期發現，由於點

滴灌溉水份由上往下滲透，且給水較均勻，有利穴盤苗定植後水份吸收，而

以溝灌方式則因水份由下往上吸濕，環境因素較不利幼苗期吸水，故以點滴

灌溉對洋桔梗初期生育較佳。 

 

 

 

 

 

 

洋桔梗點滴灌溉田間生育情形 

 

▲景觀植物篩選及應用之研究 

    多年生景觀植物的收集：已收集香花植物 15 種、觀花植物 48 種、觀果植

物 21 種和蔓性植物 13 種共 97 種多年生景觀植物，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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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年生景觀植物扦插試驗：草本花卉天使花 Angelonia angustifolia 和藍

金花 Otacanthus coeruleus 頂芽扦插使用 IBA2500ppm 和 5000ppm 比沒用發根

劑發根快且根數多，藍京花則無論有沒有使用發根劑皆能發根良好。木本植物

白花野牡丹也是有沒有使用發根劑皆能發根，含笑和紅彩木發根慢，30 天後尚

未發根。 

 

表 1、多年生景觀植物種原收集分類表 

香花類 日日花、香水合歡、茉莉花、非洲茉莉、珍珠茉莉、香水夜丁香、

蔓性玫瑰 3 種、含笑、夜來香、黃金桂花、桂花、樹蘭、毛茉莉、

香水梅、含笑等 15 種。 

觀花類 蔓性野牡丹、巴西野牡丹、紅花野牡丹、白花野牡丹、胡枝子

(萩)、白花天堂鳥、天堂鳥、紅花天堂鳥、百子蓮、美人蕉 4 種、

合歡(白、紅)2 種、馬醉木、聖誕鈴、麗春花、天使花 3 種、矮性

天使花、桃金孃、蕾絲金露花、翠盧莉、紫雲杜鵑、錦帶花、金

英、沙漠玫瑰、紫鶴花、紫雲藤、煙火樹(閃爍茉莉)、紫蝴蝶、藍

冠菊、苞舌蘭(紫蘭)、白時鐘花、黃時鐘花、玉玲瓏、日日櫻、飄

香藤、山芙蓉、茶花、藍京花、立鶴花、紫扇花、台灣紫藤、松紅

梅 2 種、草棉、黃鐘花(金鐘花)、玉葉金花(白)、玉葉金花(紅)、

小玉葉金花、五彩茉莉、杜虹花(紫珠)、金絲桃、繁星花 2 種、流

蘇花、麻葉繡球、紅彩木、麒麟花 2 株、大葉流疏、連翹、辛夷 2

種、百齡花、紫鳳凰、紅瓶刷子樹、紫葵、紫鶴、平戶杜鵑、藍雪

花、水蓮木(星桑花)、紅彩木、長穗木、千曲草、樹牽牛、矮仙丹

(粉、白、黃)3 種、朱槿 5 種、木槿 2 種、紅心花、金福花、黃蝴

蝶 2種、角莖野牡丹、玉山石竹約 48 種。 

觀果類 石榴 2 種、美國櫻桃、香水檸檬、莢迷、無花果、咖啡、金柑、佛

手柑、日本桔、西印度櫻桃、嘉寶果、珍珠一串紅(珊瑚珠)、狀元

紅、台灣香檬、扁櫻桃、珍珠一串紅、神秘果、珍珠蓮霧、香柭、

米老鼠(桂葉黃梅)、珍珠(李氏)櫻桃共 21 種。 

蔓性類 炮仗花、蝶豆、重葛、紅蟬、蔓性夏堇、黃蟬、金蟬 2 種、紫蟬、

王妃藤、蒜香藤、三星果藤、許願藤(錫葉藤)、王妃藤共 13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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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熱多年生景觀植物種原圃-百花盛開 

 

▲台南區外銷菊花生產技術改進 

    不同母株來源之插穗品質比較，以黑心黃品種瓶苗和由母株所採的插穗作

發根試驗比較，瓶苗頂芽發根最快，一星期發根率就達 100%，瓶外頂芽發根到

第二週發根率才到 94%，表示菊花經過組織培養可恢復幼年性，促進發根。另

外分別以春季扦插養成的母株、夏秋養成的母株和夏秋移出的組培苗所養成的

母株，其所採的 7-8 公分的插穗重量，分別為 1.3 克、1.53 克和 3.25 克，組

培苗所養成的母本所採的插穗重量最重，期望會有較佳的切花品質。 

 

 

 

 

 

 

 

                        97 年秋冬菊品種試種 

▲苞舌蘭育種及栽培技術改進之研究 

    苞舌蘭種間雜交：由本分場收集 7 不同的花色品種的苞舌蘭作相互作雜

交，共有個 9個組合，超過 3900 株雜交後代產生，其結果如下： 

(1)以 Spathoglottis plicata. (紫紅、粉紅和白色)與 Spathoglottis 

unguiculata. (紫紅小花)的相互雜交組合中，Spathoglottis plicata. 

(粉紅 )×Spathoglottis unguiculata. ( 紫紅小花 )共得到 814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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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hoglottis plicata .(白色)×Spathoglottis unguiculata. (紫紅小花) 

共得到 1266 株。 

(2)以 Spathoglottis unguiculata. (紫紅小花)與 Spathoglottis plicata. 

(紫紅、粉紅和白色)的相互雜交組合中，Spathoglottis unguiculata. (紫

紅小花)×Spathoglottis plicata (粉紅) 共得到 654 株，Spathoglottis 

unguiculata. (紫紅小花)×Spathoglottis plicata. (白色) 共得到 960

株。 

(3)以落葉與 Spathoglottis plicata.(紫紅、粉紅和白色)的雜交組合中，落

葉×Spathoglottis plicata.(紫紅) 共得到 39 株，落葉×Spathoglottis 

plicata.(粉紅) 共得到 10 株，落葉×Spathoglottis plicata.(白色) 共得

到 38 株。 

(4)以 Spathoglottis kimballiana.(黃花)與 Spathoglottis plicata.(紫紅)

的 雜 交 組 合 中 ， Spathoglottis kimballiana.( 黃 花 )×Spathoglottis 

plicata.(紫紅) 共得到 120 株。 

(5) 以 (Spathoglottis kimballiana.( 黃花 ) ×Spathoglottis plicata.( 紫

紅))×Spathoglottis plicat.a(白色和紫紅) 共得到 60 株。 

    苞舌蘭與不同屬雜交授粉：以苞舌蘭與白鶴蘭(Calanthe triplicata 

Willem.)、鶴頂蘭(Phaius tankervilleae (Banks)BI.)和台灣白及(Bletilla 

formosana.)相互做雜交的結果，以苞舌蘭為母本和鶴頂蘭、台灣白芨皆有果莢

產生，經瓶內無菌播種，有但少數種子發芽。而以白及為母本和苞舌蘭為父本

也有果莢產生，經無菌播種，也有少數種子發芽。 

    苞舌蘭組織培養初代試驗：由花梗節的培養的結果，培殖體容易褐化，甚

至死亡。少數的培殖體存活，但大部份花梗節的定芽長出都是花芽，少部分長

出芽球。而由新芽的莖頂或側芽培養，培殖體較少褐化，且芽都能順利長出，

芽長出後其側芽也會順利長出，並繼續增殖當中。 

 

 

 

 

 

 

 

      苞舌蘭優良單株-雙色系列            苞舌蘭優良單株-淺黃系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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苞舌蘭優良單株-落葉型系列       苞舌蘭優良單株-落葉型系列 

 

▲台南區主要園藝作物微體繁殖技術之研究 

   星 辰 花 (Limonium sinuatum) 、 烏 芙 蓉 (Limonium wrightii (Hance) 

Kuntze) 及 海 當 歸 (Limonium sinense (Girard) O. Kuntze) 培 養 於

MS(Murashige and Skoog, 1962)配方，添加蔗糖 30g/L、BA 0.5mg/L 和 NAA 

0.1mg/L 以及 7.5g/L 洋菜的培養基，可建立微體繁殖體系。經相同配方繼代增

殖後，移至同配方但生長素改為 NAA 1ppm 的培養基，可誘導瓶內發根。含生長

素培養基與不含生長素培養基輪流培養，有助於培殖體型態正常，避免玻璃質

化及維持小植株活力。 

   南洋巢蕨 (Asplenium australasicum (J. Sn.) Hook.)葉原體培養於

1/2MS(Murashige and Skoog, 1962)商業配方，添加蔗糖 20g/L、BA 5mg/L 以

及 7g/L 洋菜的培養基，可建立微體繁殖體系。經相同配方繼代增殖後，可建立

大量繁殖母瓶。以 γ 射線 10、20、30Gy 或 4Gy 分別照射 1、2、3 次誘變南洋

巢蕨癒傷組織，培殖體差異不大，皆未達半致死量，大部分培殖體維持綠色。 

   文心蘭(Oncidiums)雜交種子播種於 1/2 MS 商業配方(Sigma)+活性炭 1 

g/L+蔗糖 20g/L+peptone 2g/L+洋菜 7g/L 的培養基，可誘導產生實生苗。文心

蘭(Oncidiums)雜交苗繼代於花寶 1 號 2g/L+活性炭 2g/L+蔗糖 20g/L+peptone 

2g/L +洋菜 7.5g/L 的培養基，植株較大。 

 將菊花(Chrysanthemum)莖頂培養於 MS 配方，添加蔗糖 30g/L、BA 0.2mg/L、

NAA 0.02mg/L 以及 7g/L 洋菜的培養基，每個月以瓶內扦插方式繼代，可穩定

增加培殖體數量並避免不定芽及癒傷組織產生。 

   馬鈴薯側芽培養於 MS+蔗糖 30g/L+ agar 8g/L + 活性碳 2g/L，pH 5.7 的培

養基，以瓶內扦插方式繼代，可穩定增加培殖體數量。 

 

 

 

 

 

雜交星辰花瓶內大量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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