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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花石蒜雙鱗片多倍體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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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秋水仙素震盪處理後，鱗片卷曲且薄膜脫離，震盪 4 天後的雙鱗片有褐

化現象，扦插培養 12 週後，震盪 1 天之 0 (對照組)、200 、500 mg/L 處理長出的

小鱗莖較多；震盪 2 天之 0、200 、500 mg/L 處理長出的小鱗莖則較少，且褐化

嚴重，約 60-70％；震盪 4 天與 1000 mg/L 的處理，則於培養時，鱗片皆褐化，未

有任何組織長出。經流式細胞儀檢測發現 500 mg/L 的處理一天有兩株有 DNA 含

量倍增的情形，為 500 ppm 1day select 2，於 500 mg/L 1 day 4 發現其氣孔長度最

長 62.34 μm。至於誘變株是否能有不同於其它正常植株的表現 (如：開花性狀)，
尚須長期觀察。 

 
 

前   言 

紅花石蒜 (Lycoris radiata (L'Hér.) Herb.)為石蒜科 (Amaryllidaceae)石蒜屬 (Lycoris 
Herb.)植物，原產於台灣、中國、韓國與日本。紅花石蒜具有獨特的生長習性：葉片在五

月到八月時枯萎，進入夏季休眠；八月至九月開花，葉片在九月到十月間生長，為秋出葉

型，葉狹帶狀，裂瓣反捲花型，花紅色，雄蕊伸出於花被片外，2n = 22 (彭和張，2013)。 
自然生成多倍體途徑有二個，一為體細胞在有絲分裂時，染色體複製後沒有完成分裂

過程，造成染色體倍加。二為由未減數配子體結合形成多倍體，現今大多為未減數的配子

體與二倍體結合成為三倍體，再回交或自交產生四倍體。多倍體能以物理或化學方法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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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方法包括劇烈的溫度改變，以及 γ 射線及 x 射線的輻射誘變，但物理方法的誘導效率

低；化學誘變可利用抗微管  (anti-microtubule)藥劑如秋水仙素  (colchicine)、歐拉靈 
(oryzalin)或 N2O；或進行胚乳培養，可得三倍體植株 (夏等，2010)。 

秋水仙素之處理有發現有鑲嵌倍數體的現象，推測誘變處理可能導致染色體內基因組

的變異 (許等，2001)。紅花石蒜開花期固定且花朵較小、花莖較細及花期短，若能經由

多倍體誘導是花朵變大，花莖變粗及花期變長，定能使紅花石蒜的價值提高。本試驗將探

討秋水仙素對紅花石蒜雙鱗片誘導之影響。 

 
 

材 料 與 方 法 

一、試驗材料 
試驗用紅花石蒜鱗莖由金門縣農業試驗所提供，選取地上部葉片已枯萎直徑約 2-4 cm

鱗莖，於 2013 年 7 月 9 日寄達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將鱗莖於室溫下陰乾一個月後，

再進行雙鱗片多倍體誘導試驗。 
二、試驗方法 

將選取進行試驗鱗莖的老化乾枯鱗片剝除並洗淨，切除老化莖基盤及鱗莖上部三分之

一，將鱗莖倒放，底部基盤朝上，依鱗莖大小，採用＂米＂字縱切分割成八等份或＂* ＂
切割成六等份，每一等份鱗莖切成帶莖基盤的兩片或多片鱗片做為插穗。將雙鱗片扦穗浸

泡於稀釋 1000 倍的免賴得可濕性粉劑 50%液體中 30 分鐘，取出後晾乾。將滅菌後的雙鱗

片浸泡在濃度 0 (對照組)、200、500 及 1000 mg/L 的秋水仙素 (Sigma)於 125 mL 錐形瓶

中，每瓶7片雙鱗片，進行125 rpm震盪培養 (Orbital shaker S102, Firstek Scientific Co., Ltd , 
Taiwan) 1、2 及 4 天後，取 400 mL3 號南海蛭石與蒸餾水 12:1 (v/v)的比例之混合介質，將

雙鱗片與蛭石混勻後放入 6 號夾鏈袋，袋內盡量充滿空氣並封口後放入 25℃黑暗生長箱

中培養，每個濃度 3 重複，每個時間 3 重複，每重複 20 片雙鱗片。 
三、調查項目及方法 
(一)、植株性狀 

於 12 週後 (2013 年 10 月 30 日)取出調查，調查其存活率、再生率、小鱗莖周徑、寬

度及重量；雙鱗片形成小鱗莖後，栽培方式與前述方法相同；於隔年 10 月 30 日調查生長

一週年後的鱗莖長、寬、葉數、根數、根長及重量，並將其移植至國立中興大學園藝試驗

場新網室中栽培；再於 2015 年 5 月 7 日進入地上部枯萎期時調查經過兩個生長季後的鱗

莖性狀。 
(二)、多倍體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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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2013 年行秋水仙素誘導處理之 1 年生小鱗莖，於 2014 年 4 月 28 日在中央研究院

進行細胞流速儀檢測，於 2014 年 10 月 30 日進行周年調查，並觀察外形是否有不同於其

他小鱗莖，待出葉後觀察氣孔大小，並取根尖壓染色體，確認是否有染色體增加。 
(1) 流式細胞儀測定基因組大小 (Dolezel et al., 2007) 

切取約1 cm的供試植株的葉片放入培養皿中，並加入200 μl CyStain extraction buffer，
以刀片切碎葉片，再加入 1 ml 的 PI 螢光染劑，混合後利用 30 μm 孔俓之尼龍濾網過濾到

分析管，避光置於冰上。於試管內加入適量已知基因組大小的標準樣品作為對照，即可上

機進行流式細胞儀 (Beckman Coulter, American)分析基因組大小。 
基因組大小計算：檢測樣品X-Mean /標準品X-Mean * 標準品基因組含量 / 倍數體 = 

單套樣品之基因組含量 (pg)。 
標準樣品之基因組含量鱒魚紅血球細胞核 (trout erythrocyte nuclei, TEN) 5.5pg = 

2C。 
(2) 氣孔檢測 

於早上 8-9點間，將指甲油均勻塗抹在供試材料之下表皮，待指甲油凝固乾燥後取下，

將取下之指甲油薄膜放置在玻片上，並蓋上蓋玻片，以光學顯微鏡 (Priom Star, ZEISS, 
Germany)觀察，並以 CCD 影像系統 (Prog Res MF scan, Germany)進行拍攝 (林，2013)。 
四、數據統計與分析 

試驗數據採用完全逢機設計，使用 SPSS 20.0 軟體 (Statistical Prodi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20.0, IBM, U.S.A.)進行 ANOVA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最小顯著差異法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rocedure, LSD)比較各處理數值之 5％的顯著差異。 

 
 

結   果 

一、雙鱗片之多倍體誘導 
雙鱗片進行震盪培養 1、2、4 天，發現震盪後鱗片有卷曲且有薄膜脫離的情形，及震

盪 4 天後的雙鱗片有褐化現象，以蛭石為扦插介質，扦插培養 12 週後，以震盪 1 天之 0 (對
照組)、200 、500 mg/L 處理長出的小鱗莖較多，其中又以對照組數量多於 200、500 mg/L，
而其餘未長出小鱗莖的鱗片則大多呈乾燥褐化且有少數鱗片有發霉情形；震盪 2 天之 0、
200 、500 mg/L 處理長出的小鱗莖則較少，且三個處理間數量差不多，且雙鱗片褐化嚴

重，約 60-70％；震盪 4 天的處理，則於培養時，鱗片皆褐化，未有任何組織長出；至於

1000 mg/L 的處理則因濃度太高，導致不論震盪幾天，培養時所有鱗片都呈現褐化死亡的

現象；小鱗莖都呈水滴狀，未有外表型的不同，無法由外表性狀觀察出是否有染色體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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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培養一年後，於 2014 年 10 月出葉期調查，對照組的少數小鱗莖發育不良，且未出葉，

其餘對照組發育良好之小鱗莖與 200 及 500 mg/L 的小鱗莖，皆正常出葉，且大多都有 2-3
片葉，且葉片大小差不多，也未能由外表看出差異。 

再培養一個生長季後，2015 年 5 月落葉期調查，對照組生長不良的小鱗莖已經消亡，

且小鱗莖大小與去年調查時相差不多，未有明顯成長，而 200、500 mg/L 的小鱗莖，小鱗

莖直徑平均增加 2-3 mm 且於落葉期時，尚有葉片生長。 
二、多倍體檢測 

(一)、流式細胞儀測定基因組大小 
經流式細胞儀檢測 3 株對照組、3 株 200 mg/L 處理一天及 3 株 500 mg/L 處理一天的

小鱗莖，發現 500 mg/L 的處理有兩株有 DNA 含量倍增的情形 (圖 1)，分別為 500 ppm 1day 
select 2 及 500 ppm 1day select 3，由外表型觀察，500 ppm 1day select 2 鱗莖尺寸較 500 ppm 
1day select 3 小，葉片大小無明顯差異。 

 
 

 
 
圖 1. 流式細胞儀檢測秋水仙素處理一天誘變株的染色體數(ttn 為標準品)。 

A. 對照組-1。 
B. 500 ppm-2 擬多倍體株。 

 
Fig 1. The chromosome number of bulb of colchicine 1 day treatment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the standard is ttn). 
A. Control-1. 
B. 500 ppm-2 (quasi polyploid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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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秋水仙素誘導紅花石蒜再生株氣孔特性。 

Table 1. The character of stomata of Lycoris radiata inducing by chochicine. 

Colchicine treatment Density of stomata Length of stomata(μm) Width of stomata(μm) 

CCKK 99.7±11.3 efghi 45.29±1.82 bcdefg 27.87±1.20 abcd 
ck1day1 45.0±16.1 kl 39.08±3.05 defghijk 27.07±0.30 abcd 
ck1day2 83.7±17.5 efghij 31.84±3.97 k 24.20±2.09 abcdef 
ck1day3 59.0±7.50 jkl 41.70±3.12 cdefghi 27.60±2.30 abcd 
ck1day4 139.7±1481 bcd 32.25±0.97 jk 22.65±2.45 cdef 
ck1day7 116.3±2.6 de 40.19±1.37 defghij 25.98±0.35 abcdef 
ck1day8 111.7±17.1 defg 37.65±0.75 ghijk 21.77±1.22 def 
ck1day9 137.7±3.0 bcd 37.40±0.93 ghijk 21.52±0.52 def 
ck2day1 40.3±6.1 l 46.94±3.78 bcd 27.87±1.66 abcd 
ck2day2 92.7±5.9 efghij 36.13±10.02 hijk 30.28±7.86 ab 
2001day1 65.0±25.7 ijklm 40.48±4.13 defghi 22.39±4.17 cdef 
2001day2 78.0±11.0 ghijk 41.43±2.38 cdefghi 23.69±3.74 cdef 
2001day3 114.7±3.2 def 43.84±3.03 cdefgh 26.11±0.79 abcde 
2001day4 79.7±2.3 fghijk 41.50±4.21 cdefghi 26.41±0.92 abcde 
2001day5 108.7±13.6 defgh 42.93±3.90 cdefgh 24.04±0.68 bcdef 
2001day6 73.0±5.5 hijkl 45.84±2.59 bcdef 24.32±2.93 abcdef 
2001day7 152.3±6.0 bc 33.84±1.44 ijk 19.54±1.26 f 
2002day1 111.7±14.2 defg 46.85±1.34 bcde 24.82±1.59 abcdef 
2002day2 155.7±3.7 b 39.16±1.04 defghijk 20.40±0.84 ef 
2002day3 196.3±10.8 a 38.94±1.73 efghijk 24.12±1.39 abcdef 
5001day1 97.0±9.0 efghi 44.59±2.95 bcdefg 23.70±0.98 cdef 
5001day2 75.7±14.5 ghijk 42.11±3.33 cdefgh 23.78±1.85 cdef 
5001day3 144.7±1.9 bcd 38.42±1.93 fghijk 21.55±0.84 def 
5001day4 38.3±3.2 l 62.34±0.71 a 28.50±2.36 abc 
5001day5 167.0±10.2 ab 38.49±1.94 fghijk 22.56±1.25 cdef 
5001day6 114.7±10.9 def 37.41±7.30 ghijk 23.71±2.71 cdef 
500 1day select 2 84.3±1.8 efghij 36.34±12.13 hijk 30.50±12.3 a 
5002day1 120.0±4.5 cde 51.61±3.77 b 23.95±0.59 bcdef 
5002day2 141.3±8.7 bcd 37.61±1.44 ghijk 24.30±1.05 abcdef 
5002day3 120.3±13.0 cde 49.20±0.60 bc 24.64±1.96 abc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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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孔檢測 
所有經秋水仙素處理的植株，氣孔密度涵蓋範圍很廣從 38 個/mm2 ~ 196 個/mm2，其

中大多集中於 90~120 個/mm2，氣孔長度多介於 30~45 μm，於 500 ppm 1 day 4 發現其氣

孔長度最長 62.34 μm，氣孔寬度則沒有太大差異，多介於 20-30 μm 之間。由氣孔檢測發

現 500 ppm 1day select 2 的氣孔長度為 36.34 μm 與其他處理相差不多 (表 1)。 

 
 

討   論 

秋水仙素利用於植物多倍體誘導需較高之濃度，對植物毒害情形相對提高 (王，2010)，
且紅花石蒜雙鱗片不耐長時間浸泡及震盪，對照組僅浸泡二次蒸餾水 4 天，雙鱗片扦插培

養 8 週後全部褐化；小鱗莖可能因為自身的發育生長速度不一，導致大小不一致，並不能

以此作為選拔指標。 
培養時間相同，但葉片發育階段不同，因此氣孔發育程度也不相同，因此造成氣孔密

度不一，但大多集中於 90~120 個 mm2，雖說如此，還是有植株的氣孔特性明顯異於其它

的植株 (500 ppm 1 day 4)，至於此單株是否能有不同於其它正常植株的表現 (如：開花性

狀)，尚須長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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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ploidy Induction Breeding of Lycoris radiata (L'Hér.) Herb. 

 

Yi-Wei Lin 1)   Chen Chang 2) 
 
 
Keywords: Lycoris radiata (L'Hér.) Herb., Colchicine, Polyploidy Induction Breeding 
 

Summary 

Twin scales browning was observed after 4 days of shaking following colchicine 
treatment. After 12 weeks of culturing, most of bulblets were observed after they were 
subjected to control, 200, and 500 mg/L treatments and shaking for 1 day. The bulblets 
subjected to 1000 mg/L of colchicine treatment and shaking for 4 days also exhibited 
browning. Moreover, the DNA content revealed a twofold increase for one plant grown 
fromthe 500 mg/L of colchicine treatment and shaking for 1 day, as detected using flow 
cytometry, 500 ppm 1 day select 2, and found the longest stomata with 500 mg/L 1 day 
4. If mutagenic plants differ from normal plants, they should be observed for a long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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