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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施GA3對多花型菊切花性狀之影響
許謙信、許誌裕、吳素卿1
摘

要

菊花栽培品種“哈雷”及“青心黃”於熄燈後1,2,3,4,5,6週分別噴施20ppm GA3於葉
面，比較不同噴施時機與未噴施GA3對照組間之差異。結果顯示噴施GA3可以增加莖長及
花梗長，但品種間反應之部位及噴施之適當時機並不相同。“哈雷”品種以熄燈後第3或
第4週處理，可增長莖長3-5公分，而“青心黃”品種則以熄燈後第1至第4週間處理可增加
莖長4~5公分。對於花梗長度，“哈雷”品種以熄燈後第4至第6週間噴施，最多可增長
40%。而“青心黃”品種以熄燈後第4週噴施，花梗增長10~15%，其餘各處理組與對照間
差異不顯著。“哈雷”品種噴施GA3有增大花朵之現象，增大之幅度可達10%以上。
以不同濃度GA3在熄燈後三週噴施多花型菊花，哈雷與青心黃有增加莖長及花梗長之
效果，增長之比例在20~80ppm之間依濃度增高而增加，考慮整體型態，適合之濃度建議
為20~40ppm。哈雷品種有增大花朵之效果。
應用GA3噴施菊花葉面，花序形態因莖長及花梗長之增長而改變，同時花朵變大，可
以增加商品銷售之品質。
一、前

言

菊花因花型花色豐富，瓶插壽命長，為世界性之重要切花 (14)，亦為台灣栽培面積最多的
切花作物。傳統上，單朵之標準大菊為台灣市場主要切花菊產品，近年來，因花卉裝飾應用
逐漸多樣化，多花型菊或小菊在市場上之消費需求亦日趨重要。以台北花卉拍賣市場為例，
小菊之數量佔菊花總拍賣量已超過40%(1)，在日本及歐美亦有相同的發展趨勢，多花型菊花在
市場之佔有率日漸增加 (13,14)。
多花型菊開花型態除了花形及花色之表現外，花序之分佈型態亦為觀賞品質之重要因
素， (14,16) 栽培上應用再電照技術 (5,13,21) 及遮陰栽培 (3,4) 均可以改變花序之分佈型態，但亦會增
加設施成本或增加栽培日數，由國外之試驗研究指出，施用GA可改變多花型菊花序型態，提
高切花之品質 (9,11,13)。在歐美國家栽培多花型菊時，常應用此一技術。本省多花型之需求日漸
增加，本文以台中區農業改良場應用本省菊花品種處理GA3 可達到增加株高，增長花梗，改
善花序分佈型態，增大花朵等效果，在應用GA3 於栽培多花型菊時，對於品種，施用濃度及
使用時機等做一應用性的探討，提供栽培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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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與方法
試驗一、
菊花(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amat)“哈雷”及“青心黃”品種於1996年10月29日
定植，11月15日摘心，種植後於夜間10時至凌晨1時30分以電照中斷暗期，維持營養生長，11
月29日熄燈，試驗各組分別於熄燈後1、2、3、4、5、6週噴施GA3(Sigma公司，編號G1025)20ppm，
以不噴施為對照，比較GA3 不同噴施時期對菊花各項園藝性狀之影響，採收調查日期哈雷為
86年1月27日，青心黃為1月23日。調查項目分為：
1.莖長：調查各處理噴施GA3 後之主莖生長長度，每週一次，調查長度及週數以熄燈日
為基準。
2.花梗長：哈雷品種調查自頂花算起第一至第六節位主莖長度及第七至第十節位之各花
朵花梗長度。青心黃品種調查頂花花梗長，即頂花芽至第二花芽間之主莖長，
以及頂花起往下至第五節花朵之各花朵花梗長度。
3.花徑：調查花的最大直徑，哈雷品種調查頂花至往下第四節花朵。
試驗二
菊花哈雷及青心黃品種與試驗－相同日期管理，並於熄燈後21天，即12月20日，噴施
GA3 (Sigma公司，編號G1025)20，40，60，80ppm，另以噴施水為對照，比較GA3不同噴施濃
度對菊花各項園藝性狀之影響，採收調查日期，哈雷為86年1月27日，青心黃為1月23日。調
查項目分為：
1.莖長：調查自噴施GA3 後各週之主莖生長長度，哈雷以熄燈日為基準，青心黃以噴施
日為基準。
2.花梗長：哈雷品種調查自頂花算起第一至第六節位主莖長度及第七至第十節位之各花
朵花梗長度。青心黃品種調查頂花花梗長，即頂花芽至第二花芽間之主莖長，
以及頂花起往下至第五節花朵之各花朵花梗長度。
3.花徑：調查花朵的最大直徑，哈雷品種調查頂花至往下第四節花朵。
試驗採完全逢機區集設計，每處理三重覆，每重覆調查10枝切花取平均值。

三、結

果

(一)噴施時機對莖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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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菊花熄燈後不同週數噴施 20ppm GA3 對哈雷品種莖長之影響

菊花在熄燈後不同時機噴施20PPM GA3，“哈雷”品種以熄燈後3或4週噴施，對於莖長
有增長之效果，其增長之長度為3至5公分。熄燈初期1或2週及後期5或6週噴施，其莖長之增
長幅度小，或差異不顯著(圖一)。

圖二. 菊花熄燈後不同週數噴施 20ppm GA3 對青心黃品種莖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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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心黃”品種在熄燈後1至6週間噴施GA3，均有增長之效果，而以熄燈後1至4週間噴
施，莖長增加之幅度較大，約有5公分。若以電照處理達到增長相同株高，噴施GA3之適當處
理可以減少栽培日期。花蕾形成後期，即熄燈後第5或6週噴施，則增加莖長之幅度較小(圖二)。
(二)噴施時機對花梗長之影響：

圖三. 菊花熄燈後不同週數噴施 20ppm GA3 對哈雷品種花梗長之影響

“哈雷”品種為小菊品種，第1至第6花朵聚生於頂端位置，第7至第10花梗與主莖形成
多花型菊花序分佈形態(照片一)。於圖三中，調查“哈雷”品種之花梗長度，其中以熄燈後4
至6週間噴施GA3者，其花梗之增長與對照相比，差異顯著。以熄燈後第4週處理增長約40%，
差異最大。在花芽分化之初期，即熄燈後第1至第3週間噴施，花梗長度與對照比較，差異不
顯著。
“青心黃”品種在頂花蕾至第四節位間，除第4週噴施者有顯著差異外，其他各處理與
對照間多數無顯著差異，在第五節位，噴施GA3處理，除第3或6週外，其餘均有增長之效果。
但其花梗增長之幅度較哈雷品種小(照片二、圖四)。
比較參試二品種莖長及花梗長對噴施20ppm GA3作用之時機，增加莖長以花芽分化之初
期為佳，青心黃品種比哈雷品種效果較佳。而在增加花梗長度方面，則以哈雷品種之效果較
好，並以花芽形成期，於熄燈後4~6週噴施較佳。GA3 對二品種間增長反應之部位不同。

噴施 GA3 對多花型菊切花性狀之影響

163

圖四. 菊花熄燈後不同週數噴施 20ppm GA3 對青心黃品種花梗長之影響
(三)噴施時機對花朵大小之影響；
噴施GA3，對花朵亦有增大之效果，在哈雷品種，於第3~6週間，噴施20ppm GA3，花朵
有增大之趨勢，(照片三，圖五)。在青心黃品種則無花朵增大之現象(調查結果未列出)。

圖五. 菊花熄燈後不同週數噴施 20PPM GA3 對哈雷品種花徑大小之影響

唐菖蒲、百合及菊花研究現況與產業發展研討會專刊

164

(四)噴施濃度對莖長之影響；
圖六為哈雷品種噴施不同濃度GA3 後，莖長及花梗長之比較。在噴施GA3 後，菊花之莖
長會增加，以噴施GA3 80ppm為例，可增加5.4公分，以哈雷品種之生長速率推算，約可減少
3~4天之栽培期。

圖六. 噴施不同濃度 GA3 對多花型菊哈雷品種莖長之影響
另一品種青心黃噴施GA3後，亦有增加莖長之效果，較高濃度80ppm之GA3所增加之長度
亦較20ppm者為多。噴施20ppm可增加約5.6公分，而80ppm處理則增加8.9公分，約可減少一
週栽培時間(圖七)。

圖七. 噴施不同濃度 GA3 對多花型菊青心黃品種莖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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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噴施濃度對花梗長之影響：

圖八. 噴施不同濃度 GA3 對多花型菊哈雷品種花梗長度之影響
哈雷品種在花梗長度方面，噴施GA3依濃度之增加，花梗增長之幅度增大，以第1~6節位
花序 主莖長為 例，噴施 80ppm GA3 可 達 10.33公分與對照 組平均 5.93公分相 比，增 長幅度達
74%，然而在第9節位，較高濃度GA3 80ppm對花梗之增長幅度僅有33%至第10節位高濃度處
理之花梗反而比對照組為短。考慮整體花序之平衡，哈雷品種之施用濃度以20ppm或40ppm
為宜(照片四，圖八)。

圖九. 噴施不同濃度 GA3 對多花型菊青心黃品種花梗長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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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梗長度上，青心黃第1至第5節之花梗長度經噴施GA3 40、60、80ppm者均有增長之
效果，濃度愈高者其增長之幅度愈大，20ppm之處理別與對照組間並無明顯差異(照片五，圖
九)。
(六)噴施濃度對花朵大小之影響：
在哈雷品種，噴施GA3 有增大花朵之效果，此一現象在20ppm處理者其增加之幅度約為
5%，且以頂花芽增大之效果最佳，下位之花朵則增大幅度較小，以較高濃度80ppm噴施則頂
花芽可增大6.5%，而在第2~4節位花朵上仍有此一現象，且其增大之幅度可達10%(照片六，
圖十)。

圖十. 噴施不同濃度 GA3 對多花型菊哈雷品種花朵大小之影響

四、討

論

Kofranek等 人以 20ppm GA3 在 短 日處理 後第 21或 28天 噴施 ，可以 得到 花梗增長 之效 果
(13)

。本試驗以20ppm處理四個品種，在噴施時機上，亦以熄燈後第3週以後噴施，花梗增長之

效果較為明顯，而在熄燈後初期噴施，效果不明顯。另GA曾被指出對於菊花莖長度之增長亦
有明顯之效果 (17)。除了GAs外，Phthalimides亦被使用於促進多花型菊之花梗長度，唯該藥品
於國內並未登記使用，無法推薦農民使用 (16)。有學者指出使手GA則會增長株高而使得莖較細
(18,20)

。本試驗中並未有因GA3處理而莖變細長之情形發生。
植物在弱光下，會影響作物之莖長及莖之彎曲度，在弱光下會造成莖部細軟之現象 (15) ，

在正常光線下，處理GA亦為有類似弱光下枝條軟弱之現象 (7,15)。菊花栽培於部位遮光下，花
序形態亦有因花梗長度增長而改變之現象，同時在遮陰栽培下，有莖部變細，葉片變大之現
象 (3,4)。然而本試驗在冬季全光照下噴施20ppm GA3則並無莖部變細之現象發生，對切花之品
質而言，可以有增加莖長，改變花序型態之效果。本試驗中，參試二品種之反應不同，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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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品種增長之部位以主莖長較為明顯，而哈雷品種則以花梗長度之增長較多，除了品種之間
代謝、生合成或作用運轉率在不同品種間有差異外，在不同部位間之作用亦有不同。
GA處理之效果會因溫度而改變 (19) ，本試驗在冬季自然條件下施用，未探究溫度對反應
之差異。對於實際田間運用上，亦無法在溫度控制下施用，農友在施用上對於季節、濃度與
品種間之差異應進一步試驗。冬季受低溫影響延遲開花之品種 (6)，GA是否有克服低溫延遲開
花之功能亦需進一步研究之。
利用噴施GA3可以增加Chrysanthemum frutescens植株高度及花朵大小 (8)。Deotale等人利
用GA3 於菊花之系列研究，亦指出GA3 有增加株高及花朵大小之效果 (9,10,11,12) ，本試驗與其結
果相同。唯另其結果指出GA3 會增加分枝性，增加產量 (12)，增大葉面積 (10)，延長切花壽命等
(9,11)

，本試驗未發現類似現象。在多花型菊的消費習慣上，具有較長花梗所形成的花序型態

比較受消費者的歡迎，而運用短日處理期間插入長日處理或施用GA均可增長短花梗品種的花
梗長度 (5,13,21)。然而運用光週調節，在短日中插入長日處理，開花之時間會延遲，延遲的日數
約等於插入之長日處理日數 (5,21) 。對栽培者而言，栽種之日數增加會增加成本並減少土地之
利用率。夏季利用遮陰，亦能改善花序分佈形態，並有葉面積較大，增加葉色之效果，唯栽
培成本較高 (3,4)。以噴施GA3 之方法亦能達成增加花梗之目的，而開花之日期不會延遲。若單
以改善花序形態為目的，與短日處理間插入長日電照，遮陰或設施栽培等比較，以噴施GA3
較易施行且具經濟效益。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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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GA3 spray on Spray Type Chrysanthemums
Chian-Shinn Sheu, Chin-Yu Sheu, and Su-Ching Wu1
Abstract
Cut chrysanthemums, Ha-Lei and Chin-Sin-Hwang, were planted on 29, Oct., 1996,
and night-break light was turned off on 29, Nov. 20ppm GA3 were sprayed on leaves only
once from the 1st to 6 th weeks after light off so that appropriate time to spray was
evaluated.
Length of stem and peduncle was promoted by spraying GA3, but the effective
position was different between two treated cultivars. On variety Ha-Lei, applications of
GA3 spray in treatments of 3 or 4 weeks after light off had longer stem, 3-5cm, than CK.
In treatments on Chin-Sin-Hwang, stem length was enhanced 4-5 cm by spraying GA3
during 1-4 weeks after light off. Length of peduncle increased about 40% on Ha-Lei by
spraying during 4-6 weeks, but for Chin-Sin-Hwang, there was 10-15% enhancement only
on 4 weeks treatment. The other treatments on Chin-Sin-Hwang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ing with check. Flower diameter was enlarged 10% of Ha-Lei, because
length of ray flowers increase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were also tested. In winter, varieties Ha-Lei and Chin-Sin
Hwang were tested. The length of stem and peduncle were enlarged by GA3 between
20-80ppm. It was recommended that 20-40ppm were suited for market because the shape
of inflorescence was compact. Flower size of variety Ha-Lei was also enlarged by GA3
spray.
The quality of flowers was enhanced by GA3 spray 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inflorescence resulted from length increase of stem and peduncle, and flower
enlar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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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熄燈後不同週數噴施20PPM
GA3對多花型菊花“哈雷”
品種花序形態之影響。

↑圖一、熄燈後不同週數噴施20PPM
GA3對多花型菊花“青心黃”
品種花序形態之影響。

↑圖三、熄燈後不同週數噴施20PPM
GA3後，菊花“哈雷”品種花
朵之大小。右上對照，由左至
右中排1.2.3.週，下排4.5.6.週。

↑圖四、熄燈後三週噴施不同濃度GA3
對多花型菊花“哈雷”品種花
序形態之影響。

↑圖五、熄燈後三週噴施不同濃度GA3
對多花型菊花“青心黃”品種
花序形態之影響。

↑圖六、熄燈後三週噴施不同濃度GA3
後，菊花“哈雷”品種花朵之
大小。右上對照，由左至右中
排20、40PPM，下排60、80P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