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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菊花台中1號 (商品名：陽光)
二、親　　源：黃秀芳 × 白秀芳

三、育成時間：2003年
四、育 成 者：許謙信、張致盛、魏芳明、洪惠娟

五、育成經過：

菊花台中1號(商品名：陽光)各項試驗時程表

　時　　　　間 育　種　經　過 試　驗　地　點

　1993年秋至1994年春 雜交，採種 台中場

　1994年秋 播種實生苗 台中場

　1994年冬至1995年春 實生苗初選 台中場

　1995年冬至1996年春 實生苗複選 台中場

　1997年 種苗繁殖 台中場

　1999年3月至2000年8月 季節開花習性調查 台中場

　1999年10月至2000年3月 品系比較試驗 台中場

　2000年10月至2001年4月 區域試驗 台中場、田尾、二林

　2001年9月至2002年3月 區域試驗 台中場、田尾、二林

　2001年9月至2002年3月 瓶插壽命試驗 台中場

　2001年9月至2002年3月 病蟲害調查 台中場、田尾、二林

　2002年9月至2003年2月 肥料試驗 台中場

六、品種特性：標準大菊。露天栽培切花用品種。植株高，節間長中等，莖粗，淡褐

色。葉表面深綠色，背面綠色，基部圓形，先端鈍圓形，具托葉。花

為白色重瓣，為大花標準形，舌狀花瓣數300-350瓣，花滿開時不露

心。花朵直徑平均9.0至9.9公分，舌狀花長度平均4.12公分，舌狀花

寬度平均1.47公分。舌狀花橫斷面內凹而具4龍骨數。管狀花少而散

生於舌狀花間。光週反應期9週，簇生性極弱，對低溫不敏感。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菊花台中1號(商品名：陽光)適於國內菊花產區之秋冬季栽植，其熄燈後到

花日數早，對冬菊遇低溫延遲開花之缺點，反應較父本｀白秀芳＇佳。早秋種植

生育良好。株高長、花頸短，花徑略小。舌狀花瓣數較父本｀白秀芳＇多，開花

之姿態良好。對低溫開花略有延遲，瓶插壽命中等，略較母本｀黃秀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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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台中1號(商品名：陽光)

菊花台中1號(商品名：陽光)

菊花台中1號(商品名：陽光)(94180)及父母本與對照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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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菊花台中2號 (商品名：紅艷)
二、親　　源：紅孔雀 × 粉火焰

三、育成時間：2003年
四、育 成 者：許謙信、張致盛、魏芳明、洪惠娟

五、育成經過：

菊花台中2號(商品名：紅艷)各項試驗時程表

　時　　　　間 育　種　經　過 試　驗　地　點

　1994年秋至1995年春 雜交，採種 台中場

　1995年秋 播種實生苗 台中場

　1995年冬至1996年春 實生苗複選 台中場

　1996年冬至1997年春 實生苗複選 台中場

　1997年 種苗繁殖 台中場

　1999年3月至2000年8月 季節開花習性調查 台中場

　1999年10月至2000年3月 品系比較試驗 台中場

　2000年10月至2001年4月 區域試驗 台中場、田尾、二林

　2001年9月至2002年3月 區域試驗 台中場、田尾、二林

　2001年9月至2002年3月 瓶插壽命試驗 台中場

　2001年9月至2002年3月 病蟲害調查 台中場、田尾、二林

　2002年9月至2003年2月 肥料試驗 台中場

六、品種特性：多花型，露天栽培切花用品種。植株極高，節間長。莖粗，淡褐色。

葉表面深綠色，背面綠色，基部圓形，先端尖銳，具托葉。花朵數

多。花序為繖形。舌狀花瓣數34-45瓣，有2-3輪。花為雙色，內側舌

狀花外部為白色，內側為紫紅色。花朵直徑平均6.3公分，舌狀花長

度2.8公分，舌狀花寬度0.75公分。舌狀花橫斷面內凹而具2龍骨數。

管狀花極多且集中，於花朵各發育階段皆明顯可見。光週反應期8
周，無簇生性，對低溫不敏感。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適於國內菊花產區之秋冬季栽植，其熄燈後到花日數早。原有商業品種之雙

色品系｀粉火焰＇及｀彩雲＇均有遇低溫短縮不開花之現象，菊花台中2號(商品

名：紅艷)改善此一缺點，在冬季低溫期下，開花穩定。菊花台中2號(商品名：

紅艷)為紅白雙色多花型菊，早秋種植生育良好，株高長、開花早，花色鮮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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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徑大，花朵多，舌狀花瓣數較父本｀粉火焰＇多，花序之分佈姿態良好，開花

之姿態良好，為秋冬季極佳之雙色花品系，具推廣潛力。雙色之呈色，與一般雙

色花相同，有因溫度高低，內圈紅色呈現不同大小之情形。瓶插壽命中等。

菊花台中2號(商品名：紅艷) (9501)
及父母本與對照品種

菊花台中2號(商品名：紅艷)

台 艷

菊花台中2號(商品名：紅艷) (9501)
及父母本與對照品種

菊花台中2號(商品名：紅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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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菊花台中3號 (商品名：向陽)
二、親　　源：荷蘭紅 × 粉火焰

三、育成時間：2007年4月
四、育 成 者：許謙信、張致盛、魏芳明、洪惠娟

五、育成經過：

菊花台中3號(商品名：向陽)各項試驗時程表

　時　　　　間 育　種　經　過 試　驗　地　點

　1997年11月 雜交，採種 台中場

　1998年2月 採種 台中場

　1998年1月 播種 台中場

　1999年5月 第一次選拔 台中場

　1999年10月 第二次選拔 台中場

　2002年7 月至2003年10月 開花季節性調查 台中場

　2005年9月至2006年3月 品系比較試驗 台中場

六、品種特性：(一)莖：含花青素。(二)葉：長寬比中等，葉緣鋸齒細，葉一次缺刻

中等，缺刻底部無突起 ，葉裂片緣部聚合，葉基部圓形。(三)花：多

花型花序形狀圓錐形，單瓣，花徑高度中等，花朵直徑中等。(四)舌
狀花：大多數縱軸形狀平，最外輪縱軸形狀平，花管長度中等，短花

管橫切面平，花瓣龍骨狀2個，花朵達第8發育階段外側主要顏色黃色

(RHS 8A)、內側主要顏色紅色(RHS 45A)，內外輪舌狀花之內側顏色

紅色(RHS45A)，花朵達第10發育階段內部主要顏色紅色(RHS 45A)，
花表面平滑，花藥開裂前花盤黃綠色(RHS 144B)，花藥開裂後花盤

黃色(RHS 7A)。(五)管狀花：管狀，管狀花數極多且集中於花朵各發

育階段皆明顯可見。(六)總花托：高圓錐形。菊花台中3號(商品名：

向陽)為雙色系花，其雙色呈現之比例會因溫度之影響而略為改變，

高溫時內層紅色之範圍小，低溫時內層紅色之範圍較大。黃色之呈色

於低溫期有加深之現象。台灣冬季低溫期到花日數穩定，不受低溫延

遲。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適於國內菊花產區之秋冬季栽植，其熄燈後到花日數早。原有商業品種之雙

色品系｀粉火焰＇及｀彩雲＇均有遇低溫短縮不開花之現象，菊花台中3號(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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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向陽)改善此一缺點，在冬季低溫期下，開花穩定。｀菊花台中3號向陽＇為

紅黃雙色多花型菊，早秋種植生育良好，株高長、開花早，花色鮮豔，花朵多，

花序之分佈姿態良好，開花之姿態良好，為秋冬季極佳之雙色花品系，具推廣潛

力。雙色之呈色，與一般雙色花相同，有因溫度高低，內圈紅色呈現不同大小之

情形。瓶插壽命中等。

菊花台中3號(商品名：向陽)(左)及母
本荷蘭紅(中)與對照品種(雙色金黃)

菊花台中3號(商品名：向陽)

菊花台中3號(商品名：向陽)

菊花台中3號(商品名：向陽)

菊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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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菊花台中4號 (商品名：朝陽)
二、親　　源：筑前黃×舞風車

三、育成時間：2009年
四、育 成 者：許謙信、張致盛、洪惠娟

五、育成經過：

菊花台中4號(商品名：昭陽)各項試驗時程表

　時　　　　間 育　種　經　過 試　驗　地　點

　1996年11月 雜交，採種 台中場

　1997年2月 採種 台中場

　1998年1月 播種 台中場

　1998年5月 第一次選拔 台中場

　1998年10月 第二次選拔 台中場

　2002年7月至2003年10月 開花季節性調查 台中場

　2008年9月至2009年3月 品系比較試驗 台中場

六、品種特性：(一)莖：含花青素。(二)葉：長寬比中等，葉緣鋸齒細，葉一次缺刻

中等，缺刻底部無突起 ，葉裂片緣部分歧，葉基部截形。(三)花：多

花型花序形狀繖形，單瓣，花徑高度中等，花朵直徑中等。(四)舌狀

花：大多數縱軸形狀平，最外輪縱軸形狀平，花管長度中等，花瓣龍

骨狀2個，舌狀花末端形狀鏟形，頂端形狀圓形。花朵達第8發育階

段內外側主要顏色紫色(RHS 61A)，內外輪舌狀花之內外側顏色白色

(RHS 155D)，花朵達第10發育階段內部主要顏色白色(RHS 155D)，
花表面平滑，花藥開裂前花盤黃綠色(RHS 144B)，花藥開裂後花盤黃

色(RHS 7A)。(五)管狀花：管狀，管狀花數極多且集中於花朵各發育

階段皆明顯可見。(六)總花托：平圓錐形。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適於本省菊花產區之秋冬季栽植，其熄燈後到花日數約9周。原有商業品種

之匙瓣雙色品系｀舞風車＇及｀紅風車＇均為匙瓣單瓣菊，於採收包裝時會遇到

偶有缺瓣之缺失。本｀台中4號朝陽＇舌瓣花有2-3層包裝過程較易維持花朵之完

整性。同時紅白兩色顏色鮮明，恰如旭日東昇，故名為朝陽。在冬季低溫期下，

開花穩定。早秋種植生育良好，株高長、花色鮮豔，花朵多，花序之分佈姿態良

好，開花之姿態良好，為秋冬季極佳之雙色花品系，具推廣潛力。瓶插壽命中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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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品種舞風車(上)及菊花台中4號(商品
名：朝陽)(下)

菊花台中4號(商品名：朝陽)(左)及對
照品種舞風車(右)

菊花台中4號(商品名：朝陽)

菊花台中4號(商品名：朝陽)

菊花台中4號(商品名：朝陽)

名 朝陽)

菊花台中 號(商 名 朝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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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文心蘭台中1號(商品名：金幣)
二、親　　源：Onc. Gower Ramsey｀Volcano Queen＇×Onc. Hamana Elfin
三、育成時間：2010年
四、育 成 者：易美秀 
五、育成經過：

文心蘭台中1號(商品名：金幣)各項試驗時程表

　時　　　　間 育　種　經　過 試驗地點

1997年10月至2000年3月 授粉及培育蒴果 台中場

2000年3月至2001年6月 無菌播種及實生子代瓶苗培育 台中場

2001年6月至2004年3月 實生苗培育及優良單株初選 台中場

2004年3月至2005年6月 優良單株分株及複選 台中場

2005年6月至2007年1月
複選優良單株莖頂繁殖、增殖、
子代培養

台中場

2007年1月-2010年
申請品種與對照品種培育及性狀
比較

台中場

六、品種特性：

　　(一)植株小型，斜上性。(二)具假球莖，假球莖卵形，垂直切面披針形，水

平切面為長橢圓形。假球莖高度中等，寬度寬，厚度厚。假球莖顏色黃綠色。

(三)葉：形狀長披針形，具對稱形，葉橫斷面為凹形。葉背顏色暗黃綠色。(四)
花序花朵數多，40朵以上。(五)花梗黃綠色(RHS 146A)。(六)花：不具香味，花

型側面內捲，花為黃花系。(七)萼瓣：舌形，周緣無波浪狀，具點斑、塊斑，萼

瓣主要顏色為黃綠色(RHS 154C)，萼瓣斑紋顏色灰紫色(RHS 187A)，萼瓣基部

(內部)顏色黃綠色(RHS 154C)。(八)翼瓣：舌形、尖端鈍型，具點斑、條斑，翼

瓣主要顏色為綠黃色(RHS 1A)，翼瓣斑紋顏色灰紫色(RHS 187A)，翼瓣基部(內
部)顏色黃綠色(RHS 154C)。(九)唇瓣中央裂片形狀蝶形，唇瓣有缺刻，唇瓣斑

紋型態點斑、塊斑，唇瓣主要顏色為黃色(RHS 9A)，唇瓣斑紋顏色灰橘色(RHS 
175A)，唇瓣基部(內部)顏色黃色(RHS 5A)。(十)肉瘤形狀 type Ⅱ，肉瘤顏色黃

色，肉瘤斑紋型態點斑。(十一)蕊柱顏色黃綠色(RHS 150B)(十二)花粉塊金黃

色。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文心蘭台中1號(商品名：金幣)花朵斑紋顏色較對照品種南西深，花色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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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佳，花瓣質地較厚，初次花之花枝長度約60-70公分，第二次花之花枝長度

可達70~90公分，花朵斑紋的色澤穩定不退色，而對照南西斑紋會隨花朵老化或

高溫變淡，目前本品種已提出品種權申請。

文心蘭台中1號(商品名：金幣)花序

文心蘭台中1號(商品名：金幣)花朵

文心蘭台中1號(商品名：金幣)蕊柱

文心蘭台中1號(商品名：金幣)萼瓣

文心蘭台中1號(商品名：金幣)翼瓣

文心蘭台中1號(商品名：
金幣)全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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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育種標的：蕙蘭屬蘭花

二、育 種 者：魏芳明、洪惠娟

三、緣　　起：

　　蕙蘭屬原生種有50餘種，為國際上重要觀賞蘭花，國內蕙蘭生產可大分為二

類，一為大花蕙蘭，俗稱虎頭蘭，另一為小花蕙蘭，即一般所稱之國蘭，主要產

地位於海拔500~1200公尺之南投縣魚池、信義、埔里鎮及仁愛和台中縣東勢及新

社等鄉鎮，惟虎頭蘭主要栽培品種均由國外引入，須加強自有耐熱品種育種。為

因應虎頭蘭面臨的問題，擬自國外進行引種工作，選出適合台灣的品種，並供做

育種材料。長程仍以育出適應台灣之本土化品種，育種目標為：育出耐熱具花梗

長、花梗數多、開花率穩定之切花及中、小型盆花新品種。台灣國蘭栽培環境得

天獨厚，目前已進軍國際市場，惟所生產品種均延用舊有品種。為因應市場化量

產時品種更新緩慢，且部份外銷品種，中國大陸已逐漸量產而有低價競銷情形，

故加強國蘭新品種選育及量產亦為刻不容緩之重要工作。

四、育種目標：

　　選育耐熱、開花性穩定及株型緊湊之大花蕙蘭中、小型盆花新品種。小花蕙

蘭育種目標為選育純色花、花期長、葉片直立之小型化新品種。

五、實施內容：

1.品種蒐集：蒐集國蘭特殊花色品種、虎頭蘭及雜交種蕙蘭耐熱品種，調查其生

育及開花特性，供作引進品種適應性及建立育種親本之資訊。

2.雜交育種：

(1)利用小型耐熱國蘭做為雜交親本，改善國內現有虎頭蘭及雜交種蕙蘭品種，

以國蘭大多具有香氣及植株矮化之特性，提供不同花期、花色及花型的特

色，並依據種原特性選定雜交組合進行雜交育種。

(2)以小花蕙蘭特殊花色品種，進行素心蘭與特殊花色蘭之雜交育種，篩選國蘭

新花色品種。

3.雜交後代繁殖選拔及管理：就歷年來50餘個雜交組合之幼苗進行育苗及栽培管

理，開花植株進行單株選拔及性狀調查，並將選拔之優良單株進行無性增殖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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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育種—花卉作物育種—花卉

696969696969

完成蕙蘭屬內品種雜交組合150組，雜交成功結莢50餘個，陸續進行果莢培育
及無菌播種作業

進行30個雜交組合之5吋盆，及35個雜交組合之4吋盆植株之栽培管理及篩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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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交後代優良單株選拔：初選5株優良單株，進行性狀調查及增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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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育種—花卉作物育種—花卉

717171717171

一、育種標的：春石斛蘭

二、育 種 者：魏芳明、洪惠娟

三、緣　　起：

　　春石斛蘭開花期於春季3、4月，花色花型頗為華麗優美，為極佳盆栽觀賞蘭

花。春石斛蘭盆栽觀賞及市場在台灣已有數十年，近年來生產者已陸續開拓了石

斛蘭於美國聖誕節、香港及中國大陸春節之盆花市場，部分業者則以種苗供應荷

蘭生產者，外銷市場反應頗佳。本場鑑於春石斛蘭極具國內外市場潛力，乃針對

目前春石斛蘭生產所遭遇困難問題，自2004年開始投入春石斛蘭試驗研究，廣集

國內外資料及蒐集國內國外新品種，進行雜交育種並建立主要栽培品種之生育特

性。

四、育種目標：

　　育種目標為育成低需冷性之早生，觀賞壽命長之新品種，建立國內自有栽培

品種群。

五、實施內容：

1.品種蒐集：由國內外主要栽培者引進2個4倍種新品種及3個原種，進行生育及

性狀調查，建立種原資訊。

2.雜交育種：以蒐集之2個低溫需求較低之品種及Den.moniliforme原種為主要親

本，與4倍體品種進行50個雜交組合，選育低需冷性品種。

3.雜交後代培育：進行50個雜交結莢組合之無菌播種及40個組合瓶苗之出瓶及幼

苗栽培管理。

4.優良單株選拔：進行雜交後代開花特性調查及單株選拔，依株型、花期、花色

初選單株20株及複選單株10株，建立性狀調查資料及進行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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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石斛蘭育種種源圃：已自國內外蒐
集35個栽培品種(系)及重要原生種34種

雜交育種：篩選適地品種，依中、小株
型，花期及低溫需求特性，完成220組雜
交組合

雜交後裔培育：完成180組無菌播種及
幼苗出瓶作業，培育自有雜交後代3萬
餘苗供作選種基礎

優良單株選拔：於50個雜交組合開花株
中，初選中、小型，花期長單株10株，複
選優良單株5 株，進行性狀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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