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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園藝作物

1.原民蔬菜之栽培利用

持續搜集臺東地區之阿美族、卑

南族、達悟族、排灣族、布農族、魯

凱族等原住民族其最具代表性之原民

蔬菜17種，栽植於本場原民蔬菜種原

保存圃，並進行園藝性狀調查。目前

篩選出蘭嶼木耳菜（Gynura elliptica 

Yabe & Hayata） 、 月 菜 豆

（ Phaseolus lunatus） 、 糯 米 糰

（ Gonostegia hirta （ Blume）  

Miguel） 、 蔓 茄 （ Lycianthes 

lysimachioides （Wall.）Bitter）、紫

背 草 （ Emilia sonchifolia（ L.）  

DC.）等較具發展潛力且適於平地栽

培種類，擬供下年度續行試驗探討。

調查魯凱族傳統原住民蔬菜「糯

米團」栽培試驗，結果顯示糯米團生

長勢強健，幾無病蟲害發生，地被性

極佳，雜草防治容易，蔓性耐割刈，

可連續採收。以施用5號複合肥露天

栽培之處理其單位面積產量最高，達
240.8㎏/6m ，50％遮光栽培者單位面

2積產量僅為31.3 ㎏/6m ，惟其品質較

佳。另初步檢測糯米團、紫背草、木

耳菜之草酸含量每100公克分別為

0.04公 克 ， 0.04公 克 ， 以 及 0.07公

克，較衛生署列舉的高草酸含量蔬菜

如蒿苣0.33公克，芥藍0.45公克，蘿

蔔0.48公克，菠菜0.97公克等皆低，

就草酸含量而言，應屬安全範圍。

遮光栽培可提升糯米團葉片食用口感

九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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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改良/園藝作物

2.香氣石竹之優良盆花選育

本年度以臺灣原生石竹為材料，

將其香氣及耐候特性導入商業品種之

育種工作。以原生於臺灣的清水山石'

竹及巴陵石竹分別與商業品種 五彩' '

石 竹' 、 Dulce'、 Fandango'、'

Super parfait'（圖1）進行雜交授粉'

工作，結果共計清水山石竹與 五彩

石竹'正反雜交種子958顆，清水山石'

竹與 Dulce'雜交種子736顆，清水山'

石竹與 Fandango'雜交種子711顆，'

清水山石竹與 Super parfait'雜交種子'

1,646顆;巴陵石竹與 五彩石竹'獲得

雜 交 種 子 1,368顆 ， 巴 陵 石 竹 與'

Dulce'雜交種子664顆，巴陵石竹與'

Fandango'雜交種子496顆，巴陵石'

竹與 Super parfait'雜交種子1,045顆

（表1）。目前已播種並於開花後選'

拔出優良單株之雜交組合計有： 五'

彩石竹'×清水山石竹10株， Dulce' ×'

清水山石竹5株， Fandango'×清水山'

石竹5株， Super parfait'×清水山石竹

15株。巴陵石竹與各商業品種之雜交

後代播種後，於年末仍未進入開花

期，將持續進行選拔（圖2、圖3）。

表1.具香氣原生石竹與商業品種雜交組合獲得之種子數量

圖1.各種育種材料之株形、花形及花色

Rainbow Pink

'

Dulce'

'

Fandango'

'

Super parfait' 清水山石竹 巴陵石竹

 雜交種子數量(粒) 

 Rainbow Pink 'Dulce' 'Fandango' 'Super Parfait' 

清水山石竹  

巴陵石竹  

 958 

1368 

736 

664 

711 

496 

1646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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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雜交後代播種後植株生育情形 圖3.雜交後代植株開花情形

3.九重葛盆花栽培技術改進

探討火炬九重葛（Bougainvillea '

Torch Gluw'）繁殖特性及其4吋盆

花生產模式的建立，由結果可知扦插

繁 殖 條 件 以 插 穗 長 10cm， 直 徑

9~12mm，介質以真珠石與蛭石等體

積混合，在噴霧遮雨棚室中繁殖，可

以達到較佳的扦插發根率。四吋盆花

生產模式為「扦插繁殖」、「上盆定

植」、「修剪側枝」及「品質分級」

等程序，自扦插繁殖至盆花商品的時

程需15至19週，所生產出的盆花，有

27.1％屬高級品，每盆具有73朵以上

花苞，有41.7％屬優良品，具有42朵

花苞，兩者均具觀賞價值。

(1)火炬九重葛扦插繁殖特性調查

扦插繁殖存活率方面，插穗長度

對存活率影響的試驗結果指出，以火

炬 九 重 葛 一 年 生 枝 條 ， 直 徑

7~12mm的插穗為材料，沾用100ppm 

NAA粉劑，扦插於真珠石與蛭石等

其細部研究成果如下：

體積混合的介質，栽培於噴霧功能之

遮雨扦插棚，在穗長 5、 10、 15、

20cm等處理中，以20cm長插穗之發

根率最佳（73.8％），15及10cm兩者

相若而次之（分別為 54.8％及 57.1

％）， 5cm者最差（ 16.7％）（圖

1）。插穗直徑對存活率影響的結果

則顯示，將插穗長度定為10cm，處

理 改 變 為 插 穗 直 徑 為 < ， 6~9，

9~12及 >12mm以 上 等 組 ， 結 果 以

9~12mm之發根率最高（73.5％），

<6mm者最差（31.2％）。介質對存

活率影響的試驗指出，以包裝泥碳

土、蛭石和真珠石等為介質，其繁殖

存活率均在78％以上，而以砂質壤土

為介質的存活率則僅為35.7％，推測

其可能原因在於，末消毒的砂質土是

病菌溫床，插穗傷口容易感染病菌而

降低其發根率。綜合上述各項試驗，

火炬九重葛4吋盆花生產之繁殖條件

為 ： 插 穗 長 度 10cm， 插 穗 直 徑

9~12mm，以 100ppm NAA處理，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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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珠石與蛭石等體積混合為介質，

在噴霧遮雨棚室中繁殖，以達到較佳

的扦插發根率。

(2)火炬九重葛4吋盆花生產模式之建

立

本研究依現行的試驗結果，將火

炬九重葛4吋盆花生產之流程擬定

為：扦插繁殖，4吋盆定植，

修剪側枝，以及品質分級等程序。

（圖2）自扦插繁殖開始至盆花盛開

時 期 ， 整 個 過 程 在 春 季 需 16週

（ 2010/3/25~6/24） 、 夏 季 15週

（ 2010/7/29~11/11） 、 冬 季 19週

（2009/12/30~2010/5/4），秋季16週

（2010/10/13~2011/1/31）（圖3）。

夏季生產流程所種植的火炬九重葛

4吋盆花，每盆平均可以產生 8.2±

2.0枝條，含花苞枝條5.1±1.8枝，平

均花苞數量為47.4±24.0朵。將其依觀

賞等級區分，高級品每盆有 9.6枝

條，7.2花苞枝條，73.3朵花，占總數

的27.1％；優良品每盆有7.6枝條，

4.9花苞枝條，41.7朵花，占總數的

41.7％，其餘31.2％的盆花每盆花朵

數不足 32朵，不具觀賞價值（表

1）。從生產之流程，「扦插繁殖」

約需5週，待其根系及新芽生長良好

後，進行「4吋盆定植」，此時進行

上盆及施用粒肥（ 13-11-13-2TE，

4g），上盆後約3週側芽生長至約

10cm時，進行「修剪側枝」工作，

各枝條只留取約3cm長度，以促進第

二次的側芽生長，待約6週後，第二

次側芽成為10cm以上成熟枝條時，

開始花芽分化，再約2週的生育花苞

轉色及開始開放，此時進行「品質分

級」操作，將生產出的優良及高級盆

花選出，可作為商品販售。

在水分管理試驗上，區分為每

1日、每2日及每3日澆水1公升/盆三

種 處 理 ， 由 於 試 驗 時 間 為 夏 季

（2010年7月），此時盆花經側枝修

剪後枝葉茂盛，每3日澆水處理組因

缺水而發生死亡情形，每2日澆水處

理組常因缺水而葉片萎凋，造成後期

生長及開花不良，因此，在小型盆花

生產上，以提供充足的供水為較佳的

方式。

以巴克素促進分枝及開花的試驗

結果顯示，在扦插苗定植且修枝處理

後三日，以100、50、25、12ppm濃度

之巴克素均勻噴灑盆花葉片5ml，均

不能使其側芽數及花芽數增加，表示

以此方法處理火炬九重葛盆花對其側

芽及開花量並無助益。

肥培管理部分，在扦插苗定植後

三日，分別施用臺肥複43粒肥0、2、

4、8、16公克處理，於4週後調查其

生長，結果指出在2g以上料肥處理的

各組，其枝條長度均較對照組為高，

以4g處理組的28.1cm為最高，但更重

的肥料施用（8及16g）反而使枝條長

度略下降。

由目前試驗結果可知，火炬九重

葛4吋盆花生產模式可以經扦插繁

殖，4吋盆定植，修剪側枝，以

及品質分級程序而建立，其栽培期

為15~19週，已初具商業價值。唯其

生產之時程仍有提昇空間，而最終生

產之盆花屬優良級以上者仍偏低，僅

為68.8％。未來可從扦插苗品質提昇

及修剪後肥培管理著手續行探究，如

作物改良/園藝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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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穴植管扦插繁殖時期，可以在插穗

根系生長後，給予液肥補充養分，及

修剪後側芽生長期給予高磷肥處理，

以提高植物生長速度。此外，初步以

巴克素處理扦插苗的結果並不理想，

未來將在定植後不同時期施用，處理

方式也將改以澆灌處理，續行討巴克

素對植株緊密度及開花量的影響。

表1.火炬九重葛以4吋盆栽培生產，各等級盆花比例，良品以上者占68.8％。

圖1.以不同插穗長度繁殖之火炬九重葛扦插
   苗生長情形，20cm插穗發根率較佳，15
   及10cm者次之，但以整體株形為考量，
   則以10cm者較適合4吋盆花。

圖2.火炬九重葛4吋盆花商業化栽培生產流程

品質分級 枝條數 花苞枝條數  花苞數 占有率(%) 

高級品 9.6 7.2 73.3 27.1 

優良品 7.6 4.9 46.2 41.7 

淘汰品 7.7 3.7 26.7 31.2 

平  均 8.2 5.1 47.4 - 

栽培日期 : 2010/7/29~2010/11/11 
 

九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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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處亞熱帶，氣候溫熱而潮

濕，原生之蕨類植物據統計約600種

以上，為世界上重要的蕨類資源貯藏

庫，這些種原中有許多極具藥用價

值。但除了臺灣山蘇花與腎蕨已被用

來經濟生產外，餘均未被適當利用。

為了發展本土性藥用植物，應進行藥

用蕨類栽培與繁殖技術之研究，俾提

供國人栽培減少外匯支出，促使成為

有利地新興產業。本計劃包括原生藥

用蕨類種原蒐集，植物性狀調查，如

葉長、葉寬、葉型和孢子囊群形態。

在不同溫度下播孢，調查發芽率及幼

包子體產生之時間。另外調查箭葉鳳

尾蕨在不同有機之處理下生育之表

現。

(1)種原蒐集：99年度已蒐集臺灣桫

欏、天草鳳尾蕨、長葉鳳尾蕨、

半邊羽裂鳳尾蕨、粗毛金星蕨等

5種蕨類，其性狀調查如下：

4.藥用蕨類經濟栽培之研究

圖3.火炬九重葛4吋盆花栽培流程於四季實際操作之生育情形。

扦插繁殖 上盆定植 修剪側芽 品質分級

 

2010/3/25~6/24  

2010/7/29~11/11

2009/12/30~5/4  

2010/10/13~2011/1/31  

0 4 8 12 16 2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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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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扦
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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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全年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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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名：

科    別：

著生環境：

族群數量：

植株性狀與特徵：

Cyathea spinulosa wall. 

ex Hook

桫欏科

地生、邊坡、路旁

常見

莖直立形成樹幹，高可達5公尺

左右，莖直徑約15公分，表面密生黑

色之氣生根，最厚到達一公尺，葉柄

長約30公分，上密生小長刺，葉長可

達2公尺以上，三回羽狀裂葉~複葉，

老葉枯萎後會下垂而暫不脫落。孢子

囊群圓、大，著生於未羽片主脈兩旁

各一排。

a.臺灣桫欏

a.臺灣桫欏

學    名：

科    名：

著生環境：

Pteris dispar Kunze.

鳳尾蕨科

地生、樹林下、邊坡、路

旁

族群數量：

植株性狀與特徵：

偶見

莖短，葉叢生。葉長約40~50公

分，寬約 15~20公分，二回羽狀深

裂，頂羽片梳齒狀。羽片深裂，下裂

片較長。孢子囊群線形位於裂片兩

側，由葉緣反捲之假孢膜所保護。

c.長葉鳳尾蕨

b.天草鳳尾蕨

學    名：

科    名：

著生環境：

族群數量：

植株性狀與特徵：

Pteris longipinna

Hayata

鳳尾蕨科

地生、岩生、邊坡

偶見

根莖短，葉叢生，ㄧ回羽狀複

葉，基部二回。葉長約60公分，寬約

40公分，頂羽片長，可達30公分。寬

約0.8公分。孢子囊群線形在羽片邊

緣。

b.天草鳳尾蕨

九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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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名：

科    名：

著生環境：

族群數量：

植株性狀與特徵：

Pteris semipinnata L.

鳳尾蕨科

地生、邊坡

稀有

根莖短，葉叢生，葉長可達80公

分，寬28公分，三回羽狀複葉，羽片

上之小羽片只著生半邊，孢子囊群著

生於小羽片邊緣，線形。

c.長葉鳳尾蕨

d.半邊羽裂鳳尾蕨

學    名：

科    名：

著生環境：

族群數量：

植株性狀與特徵：

Thelypteris torresiana 

（Gaud.） Alston

金星蕨科

地生、邊坡、路旁

安全

葉叢生，葉柄粉綠色。分布有三

角狀長形鱗片，褐色。四回羽狀複

葉，葉長可達100公分，寬27公分。

羽片長可達20公分，寬9公分。葉背

密被毛。孢子囊群小型由數個孢子囊

所構成，位於側脈上。

e.粗毛金星蕨

作物改良/園藝作物

d.半邊羽裂鳳尾蕨

e.粗毛金星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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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肥料試驗：取自行培育之箭葉鳳

尾蕨之小苗，置60％遮光設施中

栽培，每小區面積1.8平方公尺，

有機肥3公斤（A處理）、2公斤

（B處理）、1公斤（C處理）、

0公斤（對照）， 4處理進行試

驗，試驗以RCBD排列，每處理

各10株，調查其性狀、產量、品

質，探討其生長之最佳施肥量。

肥料試驗：於6月中旬施肥。12月

初所作之調查如表1、2。由表1、

2之數據顯示，施用全氮43.5％、

全磷酐3％、全氧化鉀4％，有機

質45％pH值7.5的有機質肥料，結

果顯示，ㄧ年生箭葉鳳尾蕨之葉

重隨施肥量增加而增加，二年生

箭葉鳳尾蕨其單葉鮮重差異不

大。

表1.不同施肥量之處理對一年生箭葉鳳尾蕨性狀之影響

表2.不同施肥量之處理對二年生箭葉鳳尾蕨性狀之影響

(3)繁殖試驗：於 12月初所作之調

查，結果顯示，紫柄三叉以25℃

及30℃之處理，發育最佳，其幼

孢子體之產生僅需53天。粗齒革

葉紫萁以 25℃之處理，發育最

佳，從播孢至幼孢子體產生僅需

56天。稀毛蕨以30℃之處理，發

育最佳，從播孢至幼孢子體產生

僅需67天。35℃之處理到目前為

止均無孢子體產生（表 3至表

5）。蕨類植物因有甚多之經濟價

值，臺東區農業改良場積極進行

施肥量 

(公斤) 

葉長 

(公分) 

葉寬 

(公分) 

單葉鮮重 

(公克) 

3 59.7 13.4 2.3 

2 61.5 13.7 2.5 

1 58.5 13.0 2.3 

0 56.3 14.0 2.2 
 

施肥量 

(公斤) 

葉長 

(公分) 

葉寬 

(公分) 

單葉鮮重 

(公克) 

3 60.9 15.3 3.3 

2 55.8 11.6 2.8 

1 53.1 12.6 2.6 

0 41.7 10.0 1.5 
 

九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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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改良/園藝作物

表3.不同溫度之處理對紫柄三叉蕨播孢所需之日數(日)

表4.不同溫度之處理對粗齒革葉紫萁播孢所需之日數(日)

蕨類之栽培、繁殖，以及保健用

蕨類植物加工技術之研究，期能

研發並建立其栽培、繁殖以及加

工之模式，並以不影響原生之族

群之人工培育要件，將此技術推

廣農民及栽培業者使用，建立產

業契機。

表5.不同溫度之處理對稀毛蕨播孢所需之日數(日)

發育階段  
15 

(℃) 
20 

(℃) 
25 

(℃) 
30 

(℃) 
35 

(℃) 

發芽 25 18 9 11 × 

原葉體產生  84 35 16 14 × 

幼孢子體產生  × 35 56 42 × 

×：表示沒有產生。  

 

發育階段  
15 

(℃) 
20 

(℃) 
25 

(℃) 
30 

(℃) 
35 

(℃) 

發芽 13 5 5 5 × 

原葉體產生  85 24 22 26 × 

幼孢子體產生  58 83 29 × × 

×：表示沒有產生。  

發育階段  
15 

(℃) 
20 

(℃) 
25 

(℃) 
30 

(℃) 
35 

(℃) 

發芽 67 33 25 18 61 

原葉體產生  15 7 7 14 × 

幼孢子體產生  × 42 21 21 × 

×：表示沒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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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神葵為臺東地區重要特用作

物，栽培面積與產量為全臺之冠，以

往民自行留種栽培，造成本區栽培品

系混雜，在品質不均一，產量不穩定

之情況下，洛神葵產業之經濟效益無

法向上提升，本場經數年之育種程

序，以科學之方法，選拔出3個品

系，有品質均一性穩定，高產質優之

特性，於99年12月15日命名，以推廣

供農民栽培，汰換本區低產質劣之地

方品系，提升本區洛神葵產業之競爭

力。

本品種具有加工成乾果萼、加工

成蜜餞及觀賞之功能，命名為洛神葵

臺東1號。

(a)CF-C-95品系，命名為：洛神葵

臺東1號

(b)CF-O-95品系，命名為：洛神葵

臺東2號

本品種果形似皇冠，較適合觀賞

而不適合加工，命名為洛神葵臺東

2號。

5.育成洛神葵臺東1號、臺東2號、臺東3號新品種

洛神葵臺東1號

洛神葵臺東2號

(c)TM-95品系，命名為：洛神葵臺

東3號

本品種為高產之品種，也兼具加

工成蜜餞及觀賞之功能，命名為洛神

葵臺東3號。

洛神葵臺東3號

(1)區域試驗產量

97~98年洛神葵各品系區域試驗

單株果萼鮮重，以TM-95最高，並達

顯 著 水 準 ， 4個 試 區 之 平 均 值 為

958.6公克。單株果萼鮮重以CF-C-

95次之，4個試區之平均值為734.0公

克。（表1）

九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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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改良/園藝作物

表1.97~98年洛神葵各品系區域試驗單株果萼鮮重之比較      （單位：g）

(2)品種特性

生育日數：172.3天。

平均株高：151.1cm。

果形：卵形。

果徑：33.3mm。

單果萼鮮重：7.8g。

果萼厚：2.0mm。

單株粒數：121.4個。
2小區產量：7.3 kg/30m 。

產量：2.4t/ha。

生育日數：171.3天。

平均株高：144.5cm。

果形：皇冠形。

果徑：31.7mm。

單果萼鮮重：6.7g。

果萼厚：1.9mm。
2小區產量：5.8 kg/30m 。

產量：1.9t/ha。

生育日數：167.5天。

平株株高：132.2cm。

果形：卵形。

果徑：36.6mm。

a.洛神葵臺東1號：

b.洛神葵臺東2號：

c.洛神葵臺東3號：

單果萼鮮重：9.3g。

果萼厚：2.4mm。

單株粒數：131.0個。
2小區產量：9.6 kg/30m 。

產量：3.2t/ha。

(3)品種優缺點

(a)優點：

Ⅰ .始花期早，生育期 167~176

天，平均為172.3天，為早生

品種。

Ⅱ.為閉萼品系，去子處理時能

保持果萼完整。

Ⅲ.果萼含水率低，約86.3％，鮮

果萼乾燥成乾果萼製成率高。

Ⅳ.果色為紅色，加工乾燥或製

成蜜餞時色澤相當漂亮。

Ⅴ.適合臺東低海拔地區栽培。

(b)缺點：

產量每公頃2.0~2.9t，平均為

2.4t/ha，可從肥培管理或雜交

育種方面改良。

(a)優點：

Ⅰ.始花期早，生育期167~176

a.洛神葵臺東1號

b.洛神葵臺東2號

年份 試區 CF-C-95 CF-O-95 TM-95 
TS-95 
(CK1) 

TW-95 
(CK2) 

F 

97 東興 609.1b 424.0c 767.5a 365.7c 389.8c 29.75** 

97 新興 794.6b 646.8bc 1165.8a 452.3c 467.9c 42.37** 

98 嘉豐 874.4a 643.8b 1057.4a 493.4b 455.8b 29.30** 

98 大王 657.9
b
 603.1

b
 843.5

a
 371.9

c
 423.1

c
 22.18

**
 

平均  734.0 579.4 958.6 420.8 434.2  
 
※同列中數值右上方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經鄧肯氏多重變域分析，在1％之水準下差異不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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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均為172.3天，為早生

品種。

Ⅱ.果型為皇冠形，極適合當切

花或盆栽觀賞用。

(b)缺點：

Ⅰ.去子時果萼易折斷，不適合

加工使用。

Ⅱ.株高約為89.1~178.2cm，當盆

栽時需以播種期、摘心處理

進行矮化。

(a)優點：

Ⅰ.始花期早，生育期160~174

天，平均為167.5天，為早生

品種。

Ⅱ.株高 75.1~164.9cm，平均為

132.2cm，為矮生品種。

c.洛神葵臺東3號

Ⅲ.果色深紅，果萼肥厚，加工

製成蜜餞品質良好。

Ⅳ.產量每公頃2.5~3.8t，平均為

3.2t/ha，相當豐產。

Ⅴ.適合臺東地區低海拔緩坡地

栽培。

(b)缺點：

果色深紅，在乾燥時會使成品呈

黑色，不適合當乾果萼販售。

(4)果萼成分分析

97~98年區域試驗果萼花青素含量

分析，其中以CF-C-95最高，4個

試區之平均值為1.42，各參試品

系差異不大。類黃酮含量分析以

TM-95最高，4個試區之平均值為

1.37，各參試品系差異不大。

（表2，3）

表2.97~98年區域試驗果萼成分anthocyanin分析

表3.97~98年區域試驗果萼成分flavonoid分析

※同列中數值右上方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經鄧肯氏多重變域分析，在5％之水準下差異不顯著。

年份 試區 CF-C-95 CF-O-95 TM-95 
TS-95 
(CK1) 

TW-95 
(CK2) 

F 

97 東興 1.37a 1.25a 1.25a 1.35a 1.34a 1.64 

97 新興 1.21a 1.30a 1.34a 1.35a 1.31a 1.75 

98 嘉豐 1.43 a 1.43a 1.43a 1.40a 1.43a 1.40 

98 大王 1.37a 1.31a 1.39a 1.33a 1.39a 0.82 

平均  1.35 1.32 1.35 1.36 1.37  

 

年份 試區 CF-C-95 CF-O-95 TM-95 
TS-95 
(CK1) 

TW-95 
(CK2) 

F 

97 東興 0.97a 0.84a 0.83a 0.90a 0.90a 0.67 

97 新興 0.91 b 0.83a 0.88a 0.85a 0.76a 0.80 

98 嘉豐 1.94a 1.92a 1.87a 1.92a 1.93a 0.73 

98 大王 1.86c 1.79a 1.90a 1.84a 1.90a 1.96 

平均  1.42 1.35 1.37 1.38 1.37  

 ※同列中數值右上方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經鄧肯氏多重變域分析，在5％之水準下差異不顯著。

九十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