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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洋桔梗為臺灣主要外銷花卉之一，以冬季供應日本市場為主，種植期為每年的 9-10
月，栽培初期適逢高溫期，常有簇生化現象發生，以育種的方法可改善這個問題。臺南
區農改場自民國 86 年開始進行洋桔梗育種工作，採用一代雜交育種法，已育成洋桔梗
臺南 1 號至臺南 6 號，選育的品種具有高溫不易簇生化、花色優良純正、適合臺灣氣候
條件下栽培等優點，且符合日本市場喜好之花色，有助於提昇洋桔梗的切花品質，增進外
銷良品率。為加速育成適合臺灣栽培的洋桔梗品種，由國內進行洋桔梗育種之單位進行
洋桔梗育種材料交流合作，可快速突破原有的親本種原限制，有更多的機會育成適合的
新品種。

關鍵詞：洋桔梗、品種選育、耐熱品種、簇生化

前 言
洋桔梗是近年來臺灣栽培潛力高的花卉之一，主要原因是花形優美，花色眾多，
還有白底紫邊、白底粉邊或紅邊之雙色花，漸層色花的品種出現；另一特點是切花吸水
性佳，瓶插壽命長，只要發育完全的花蕾均能順利開花，這些特性使得洋桔梗受到市場
歡迎 (Ohkawa and Sasaki, 1999)。臺灣栽培面積在 2013 年約 114 公頃 (102 年農業統計年
報 )。2014 年外銷日本的數量達 7,330,370 枝，佔日本進口洋桔梗總量的 88.4%(2015 年
日本農林水產省統計資料 )，主要外銷期為 11 月至隔年 3 月，主因為氣候條件的限制，
日本當地冬季須以溫室加溫處理才能栽培，生產成本高，而此時臺灣天然溫度條件正適
合洋桔梗的生長，加上栽培技術優良，品質受到日本市場的肯定。
洋桔梗原產於於墨西哥北部至美國中南部的石灰岩草原，栽培品種大多為日本種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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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育成 ( 張等, 2010a)，較適合冷涼環境栽培，在臺灣環境條件下種植耐熱性較差且
容易因高溫發生簇生化 (Harbaugh, 1995)，花苞消蕾品質不良或是花瓣質地較薄而使瓶
插壽命較差，因此育成適合本地高溫環境栽培的品種，為洋桔梗產業發展急需解決的問
題。

開花習性
洋桔梗之開花反應屬於相對性長日植物 (Harbaugh, 1995)，即在長日條件下開花較
早，但植株高度相對較矮。反之，洋桔梗在短日條件下也能夠開花，但開花較遲，植株
高度較高。洋桔梗對日長的感應期約在播種後 80 ∼ 100 天，本葉約 3 對之時 (Islam et
al., 2005)。植株抽長生長之後，溫度對開花無絕對影響，只影響開花的速度，溫度越高
開花越早。因此，8 ∼ 10 月定植的洋桔梗約需經 3 個月才能採收切花，切花花莖粗，
長度較長。相反的，春植洋桔梗面臨夏季的長日環境，定植後 1 ∼ 2 個月，早生品種植
株高度在 30 公分左右就會開花，可在第一朵花蕾出現時直摘掉，待側花梗長出時延長
花莖的長度以達到切花的規格。因此，農民栽培時多在夏季選擇中晚生的品種，冬季栽
培中早生的品種。

遺傳特性
洋桔梗之花色、單、重瓣對環境的反應具有差異性，例如單瓣種較重瓣種簇生化比
率高，白紫雙色品種較其他顏色品種簇生化比率高 (Harbaugh and Bell, 2000)。根據佛羅
里達大學 Harbaugh 進行的耐熱型盆花品種育種資料，遺傳特性可歸納為藍花對粉花及
白花為顯性，粉花對白花為顯性，白花受到兩個基因所控制，其中一組對另一組具有上
位性，兩組同為隱性時花色為奶油白色，具上位性基因為顯性時為純白色，此上位基因
為顯性同質時，雜交藍紫色花可得到淡紫花色。雙色花如白花紫邊的遺傳由一個以上的
基因所控制 ( 塜田, 2003)，常呈現不穩定的狀態。除了基因型控制外，花色表現常受到
環境的影響，在低溫下會出現全紫色花，在較高溫下才會正常顯現白紫花，需經過 8-9
個世代的自交後，其白花紫邊的特性才會穩定，相對於單一花色只要 5 個世代即可純化
(Harbaugh, 2006)。依以往洋桔梗在高溫環境下簇生化的表現來看，單瓣中晚生種較重瓣
早生種簇生化比率高，顏色方面，白紫雙色品種較其他顏色品種簇生化比率高，盆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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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對於高溫有比較強的忍受性 (Harbaugh and Bell, 2000)。洋桔梗為自交親和的異交作
物，但有自交弱勢現象，可再回交取得優良 F1 (Harbaugh, 2006)。由藤原及兒玉 (2008)
的報告指出，洋桔梗可由選種來降低簇生化發生的比率，以野生種經 3 年選拔後，植株
節間伸長率可由 5% 提昇至 82%。雜交後代的表現也顯示，白或粉色花的品系較容易固
定，且重瓣花特性為顯性，以深色花當雜交親本可使後代具有多種花色可選拔。

育種目標
育種之目的在提高產量、增進品質及容易栽培，依栽培者及市場需求而隨時變化，
本場洋桔梗目前的育種目標如下：
1. 不易發生簇生化且耐熱之特性。
2. 以外銷市場之需求為導向，以重瓣淡色系為主，在冬季栽培以中早生、在低光度下能
正常表現花色且不消蕾。
3. 優良栽培特性，在外銷栽培初期高溫環境下不會有花色著色不良，重瓣花花瓣數減少
的缺點，中後期不會因低溫及光線偏弱，有小花發育不良的情形。

育種程序及方法
洋桔梗種子量多，每果約有 1,000-2,000 顆種子，屬於異交植物，具有明顯的雜交
優勢 (heterosis)，容易授粉，單果種子量多，因此雜交一代品種 (F1 hybrid variety) 為主
要育種法，現有商業品種幾乎全為一代雜交品種 ( 張等, 2010b)，育種程序如下：
1. 引種：引入國外洋桔梗品種，包括日本的切花種及美國的耐熱盆花種，栽培後評估其
對本地天然環境之適應性，選擇具有高溫不易簇生化，花色表現優良的品系，做為育
種材料。
2. 自交系選育：由引入品種的後代選拔具有目標性狀的植株，主要是低簇生率，先自交
以達到純化的效果，後代若持續分離則繼續自交以純化目標性狀，直到自交系的外表
性狀呈現一致可視為純化，通常需 4 ∼ 6 代，以一年一代的速度約需 4 ∼ 6 年以上。
自交不僅純化性狀，過程中的環境效應也會影響選拔的結果，本場均在夏季進行自交
及選拔，可增強後代在高溫環境下正常表現。
3. 雜交育種：純化後，將具有目標性狀之自交系進行兩兩試交，若後代表現不一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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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不佳者可考慮淘汰。若表現一致者，則評估該組合之商業性狀，進行品系比較試
驗，整體性狀優良且具有市場潛力者，則大量生產雜交一代種子，供商業栽培利用。
自交純化或試交前，於花蕾膨大轉色時剪去花瓣去除花藥並套袋，3 ∼ 5 日後花柱
打開時進行授粉，1 星期後除去套袋，約 50 ∼ 60 天果實表皮由綠色轉為褐色時可採收
進行種子調製，播種後檢驗自交純化程度或試交結果。

育種成果
臺南場洋桔梗品種選育每年試交組合均在 150 個以上，經初步評估後整體表現優良
者包括低簇生率，生長勢強，表現一致才有商品化的價值。2007 年選育出兩個優良組合，
其中粉紅色重瓣命名為「臺南 1 號 - 夏美桃」及白紫邊重瓣命名為「臺南 2 號 - 夏西施」。
2010 年繼續進行品種選育，由之前的雜交組合再選出彩粉重瓣命名為「臺南 3 號」，
以及綠花重瓣命名為「臺南 4 號」， 2013 年繼續推出「臺南 5 號」及「臺南 6 號」。
為加強洋桔梗育種選種之市場接受度，本場於洋桔梗試交組合開花時，以「洋桔梗
育成品種賞花會」的方式，邀請洋桔梗花農、育苗業者、貿易商，於現場新品系進行選
拔，共同選出最好的品種，除了開花特性良好之外，還要具有容易育苗及栽培，花色花
形符合目標市場的喜好等特性，做為本場洋桔梗新品種命名及推廣的參考。

洋桔梗育種策略聯盟
育種是一件長期的工作，以日本洋桔梗育種為例，由早期民間育種家至現在數家專
業種苗公司經過 30 餘年的努力才有現在的成果，其中的關鍵在於種原的多樣性及自交
系純化的程度及數量。因此，加強我國洋桔梗育種工作，加速育成適合臺灣栽培的洋桔
梗品種，由國內進行洋桔梗育種的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
業改良場，進行洋桔梗育種材料交流合作，雙方於 104 年 2 月 5 日簽署合作備忘錄，合
作的方式是雙方於自有的洋桔梗育種材料開花時，由對方育種者或代表人至現場觀察及
挑選，所挑選之親本需依雙方意願決定是否交換，以對等互惠之原則決定數量，交換之
育種材料為純化親本之花粉，此花粉再和本身的純化親本進行試交，育種材料交流的好
處在於可快速突破原有的親本種原限制，有更多的機會育成適合的新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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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品種是產業的根本，目前臺灣的洋桔梗栽培品種多來自於國外，農民栽培時常發生
切花品質不良，導致育成率低的問題 ( 張等, 2010a)，能育成適合當地環境栽培的品種，
不僅能降低栽培失敗的風險，也能提高臺灣洋桔梗的市場競爭力，具體作法就是在地品
種選育 ( 張等, 2010b)。本場在本地的環境條件下進行品種改良，所得到的品種能適應在

圖 1. 親本自交純化過程中後代分離的情形，
選拔具有目標性狀之單株持續自交純化。
Fig. 1. Traits segregation in self-family, single
plants were selected and more self-pollination were made.

圖 2. 自交純化的過程中，有些自交系會發生
自交弱勢的現象，只要純化一樣可以做
為雜交親本。
Fig. 2. Some inbred lines have inbreeding
depression but still can be used as
hybridization.

圖 3. 將父本授粉在前一天去雄的母本柱頭上
即完成雜交。
Fig. 3. Male parent pollen were spread on the
one-day-before emasculated female parent
stigma.

圖 4. 雜交一代種植後調查其表現是否一致，
再看其園藝性狀是否優良。
Fig. 4. F 1 hybrid plants were planted and
evaluated firstly for purity and stability,
then performance of horticultural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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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氣候條件。未來的育種目標除了耐熱性外，以外銷市場喜好的色系為主，具有花莖
硬直，高溫期不易簇生化且花朵不變形及褪色，冬季不會小花消蕾，並能達到要求花數
規格的優良品種，以提昇產品合格率，增加外銷競爭力。

圖 5. 洋桔梗育成品種｀臺南 1 號＇。
Fig. 5. The flower of Eustoma ‘Tainan No. 1’.

圖 6. 洋桔梗育成品種｀臺南 2 號＇。
Fig. 6. The flower of Eustoma ‘Tainan No. 2’.

圖 7. 育成品種｀臺南 2 號＇在乾旱逆境下仍
能開花 ( 右 )，商業品種羅莎白紫 ( 左 )
則發生簇生化現象。
Fig. 7. ‘Tainan No. 2’ flowered under drought
stress (right) but commercialed ‘Exrosa
Picotee’ became rosette (left).

圖 8. 洋桔梗育成品種｀臺南 3 號＇。
Fig. 8. The flower of Eustoma ‘Tainan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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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 9. 洋桔梗育成品種｀臺南 4 號＇。
Fig. 9. The flower of Eustoma ‘Tainan No. 4’.

圖 10. 洋桔梗育成品種｀臺南 5 號＇。
Fig. 10. The flower of Eustoma ‘Tainan No. 5’.

▲ 圖 11. 洋桔梗育成品種｀臺南 6 號＇。
Fig. 11. The flower of Eustoma ‘Tainan No.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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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洋桔梗｀臺南 5 號＇及｀臺南 6 號＇
於麻豆產區試種情形。
Fig. 12. Test planting of ‛Tainan No.5’ (right)
and ‛Tainan No.6’ (leaf) at Madou,
Tainan.

圖 13. 舉辦洋桔梗育成品種賞花會，由農民及 圖 14. 洋桔梗育種材料交流合作備忘錄由臺南
外銷商協助選出當年表現優良的雜交組
場王場長 ( 左 ) 與農友種苗公司張總經
合。
理 ( 右 ) 共同簽署，農委會科技處盧處
長 ( 中 ) 見證。
Fig. 13. Holding new Eustoma breeding lines
flower display and selecting excellent Fig. 14. Eustoma breeding material exchanges
hybrid of the year with farmer and
and cooperation memorandum was signed
export trader.
between Director of TNDARES and General Manager of Known-You Seed Co.
witnessed by Mr. Lu, Technology Director of COA.

洋桔梗之育種程序

雜交一代育種
引種、登記
親本選擇、自交或雜交
不純自交
後裔分離及選拔
純化
試交
品種（系）比較試驗
命 名、登 記
繁 殖、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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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ing of New Eustoma Cultivar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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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ustoma is one of the major cut flower of Taiwan exported for Japan market in winter.
High temperature induced rosette formation is a major problem during early planting seasons
from September to October, but can be improved by breeding. TNDARES Eustoma breeding
projects had began from 1997. F1 hybrid strategies had been employed and successfully created
‘Tainan No. 1’ to ‘Tainan No. 6’. The new cultivars do not easily rosette under high temperatures, have good cut flower qualities, and well adapted to Taiwan climate. The flower color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Japan market preferences in hoping to increase exportation. In order
to speed up Eustoma breeding for Taiwan cultivatio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of breeding
materials between domestic breeding organizations were conducted. These help breakthrough
breeding material restrictions and therefore giving opportunities to create new varieties that
suit Taiwan.

Key words: Eustoma, breeding of new Cultivars, heat tolerant cultivars, ros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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