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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蘭物種無菌播種與原球體發育形態 
 

 

李 竹 1)   張 正 2) 
 

 

關鍵字：發芽生長指數、石蠟切片 

 
摘要：蝴蝶蘭產業蓬勃發展，並有相當之栽培研究，但該屬物種的種子形態以及

種子發芽的相關基礎資訊卻十分稀少，本研究進行三個蝴蝶蘭的亞屬中 8 個物種

及 2 個亞種的無菌播種進行調查，配合種子發芽生長指數評估種子由發芽至小苗

建立之過程，並觀察原球體之發育與進行石蠟切片。無菌播種後以蝴蝶蘭亞屬中

的物種發芽速度較其他試驗亞屬快，對使用之培養基反應良好，多唇亞屬發芽速

度較慢，派利西亞屬中派瑞許蝴蝶蘭 P. parishii 剛播種時發芽速度較慢，播種八周

後發芽指數漸高。由結果顯示不同亞屬中對培養基可能有偏好，針對不同亞屬搭

配合適培養基或許對小苗建立及育種效率有所提升。 

 

 
前   言 

蘭科植物為單子葉植物中最大的家族，約具 850 個屬及 25000 個物種(Cribb and 

Govaerts, 2005)。其中蝴蝶蘭為國際市場中相當重要的盆花及切花作物，其原生於熱帶亞

洲及大洋洲，約具 63 種原生種，屬單莖類蘭花，具地生、附生與岩生物種，也由於其花

期長、花形優美、排列整齊，而有蘭花皇后之美稱(米田等，2007；Christenson, 2001)。 

蘭花種子構造簡單，無胚乳，一般長度介於 0.1-0.6 mm (Barthlott et al., 2014)。自然界

中其發芽需仰賴與蘭菌之共生，協助種子發芽階段時水分、礦物元素的吸收、刺激植物賀

爾蒙及次級代謝物之生成，供給發芽所需(鄭，2012)，1922 年 Lewis Knudson 發表了第一

篇蘭花種子非共生發芽之研究報告，為一邁向種苗生產之重要里程碑。蘭花種子發芽通常

定義為胚脹破種皮，但此時通常胚還未分化，可能不適合作為後續生長及發育指標，採用

原球體之發育形態指標，可以較精準的比較發芽後之表現(Johnson and Kane, 2007)。 

本研究針對蝴蝶蘭屬中不同物種進行無菌播種，配合種子發芽生長指數進行調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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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發芽後至小苗建立(具一片葉及一條根)過程中依其形態定義為不同階段，觀察種子播

種後之發芽數率，建立基礎資訊，並比較不同物種之間的差異。 

 

  
材 料 與 方 法 

一、植物材料自交授粉與採果 

使用之植物材料為 P. amabilis、P. aphrodite ssp. formosana、P. equestris、P. deliciosa、P. 

deliciosa ssp. hookeriana、P. schilleriana、P. pulcherrima、P. cornu-cervi、P. pallens、P. 

parishii，栽培於中興大學精密溫室，各物種花朵照片呈現於圖一，當使用之植物材料開花

時，進行人工自交，著果後待其果實表面開始皺縮並轉黃時進行採果，作為後續實驗使用， 

二、無菌播種與發芽生長指數評估 

採收之果莢後先用清水將果實沖洗擦乾，再利用 70%酒精噴灑擦拭，接著放入以市售

漂白水(Clorox)稀釋為含 2%之次氯酸鈉、添加兩滴 Tween 20 之溶液中，搖晃 15 分鐘後移

至操作台，使用無菌水清洗三次至無泡沫後，利用解剖刀將果實切開，以鑷子夾取裡面種

子，播種於含有 8 ml PA1 培養基 pyrex 試管(no. 9820)，培養基成分為 1/4MS 鹽類(Murashige 

and Skoog, 1962)但 FeSO47H2O、Na2EDTA 及維生素為全量，添加 20 g/L 蔗糖、170 mg/l 

NaH2PO4、150 ml/L 椰子水、100 mg/l 肌醇(myo-inositol, Sigma)、1 g/L 蛋白腖(peptone, 

Sigma)、1 g/L 活性炭、6 g/L 馬鈴薯粉(Technology laboratoriesTM)、8 g/L agar，以 0.1、1 N 

HCl 及 0.1、1 N NaOH 將 pH 值調整至 5.7，利用滅菌釜行高溫高壓滅菌 15 分鐘後(121℃、

1.2 kg/cm2)，製成斜面培養基，冷卻後備用。 

每根試管約播種 100-300 個種子，每個試驗物種至少播種 12 管。播種後於培養室中

進行培養，培養位置為具散射光之培養架上，光週期為 12/12 hr，光照為 5.6 µmol·m-2·s-1，

溫度為 25±2℃，每四周利用解剖顯微鏡(SZX10, OLYMPUS)調查其發芽指數，發芽生長指

數定義為 Stage1：胚膨大脹破種皮、Stage2：胚長出吸收毛、Stage3：長出鞘葉、Stage4：

展開出第一片本葉、Stage5：長出根，並使用其配置之 CCD 影像系統拍照(Jenoptik ProgRex 

C7, Germany)，進行拍照記錄。此外計算發芽率，發芽率以第一個月達 Stage1 以上之種子

進行計算，發芽之定義為胚膨大脹破種皮。 

生長指數計算公式：生長階段*該階段原球體(由 Stage1-Stage5 加總)/發芽種子數。 

三、原球體石蠟切片 

石蠟切片操作步驟主要依據蔡(1975)之方法，取 P. cornu-cervi 發芽後階段三至階段五

之原球體進行固定，觀察原球體具鞘葉之時期至長出根之過程，作法如下。 

(一)樣本採集及固定：將樣本其放入裝有 FAA(醋酸：福馬林：70%酒精=1：1：8)之

固定瓶中，旋鬆蓋子，放入抽氣機中進行抽氣，使樣本皆沉於瓶底後停止抽氣，鎖緊蓋子。 
(二)脫水：使用低濃度至高濃度之 TBA 序列溶液(不同比例 t-butanol、95%酒精、H2O，

濃度依序為 1：4：5、2：5：3、7：10：3、11：9：0、3：1：0、1：0：0)進行浸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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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A 逐漸取代樣品中之水分，間隔為 105 分鐘，最後一次為純 TBA，浸泡至隔夜。 

(三)滲蠟：於脫水隔天後進行，先將隔夜之 TBA 倒掉重新加入新的純 TBA，105 分

鐘後，將蠟橋與樣本名條放入固定瓶。接著分五次將 TBA 等量之四分之一蠟塊加入固定

瓶中(1.25 倍 TBA 之石蠟量)，放入 60℃的烘箱(Firstek, Taiwan)中，每次間隔 105 分鐘，

開始加石蠟時瓶蓋不完全旋緊，最後一次加蠟塊後將瓶蓋打開，於烘箱中放置隔夜。 

(四)埋蠟製塊與修蠟：將埋蠟盒置於含有冷水之塑膠盤上，取少量融蠟至盒內，以燒

熱的鑷子，快速將固定瓶內的樣本放入，排好方位後再將蠟填滿蠟盒。待蠟完全凝固後，

將蠟取出進行修蠟，將蠟塊修至適當大小並黏至蠟台上。 

(五)切片及展片：將蠟台在轉動式切片機(LEICA, RM2235, Germany)上固定好後，將

蠟塊切成一條蠟帶，小心將蠟帶移至滴上水之玻片，並置於 40℃的熱板上進行展片，待

水分蒸發，蠟帶完全黏於玻片後即可進行脫蠟。 

(六)脫蠟、染色及封片：將玻片放入玻片籃中，於抽氣櫃中利用二甲苯融蠟 30 分鐘，

再依序將玻片移往純酒精、95%、85%、75%、50%酒精，間隔 1 分鐘，接著進行染色，

第一次染色使用 1% Safranin O，浸泡一小時，染色後再由相同低濃度酒精(50%)移往高濃

度酒精(95%)，每步驟一分鐘，接著利用 5% Fast Green 進行第二次染色，時間 10 秒。染

色好後再將玻片依序移往 95%酒精、純酒精及二甲苯溶液。接下來進行封片，在玻片上滴

上適量封片膠(Entellan, Merck)，小心蓋上蓋玻片，待乾燥後利用光學顯微鏡(Axioskop2, 

ZEISS, Germany)進行觀察，並拍照(CCD 影像系統 Prog Rex MF scan, Germany)。 

 

 
結   果 

一、無菌播種與發芽生長指數評估 

所有試驗物種中，Subgenus Phalaenopsis 中除了 P. pulcherrima 外，其他物種發芽速

率皆較其他亞屬佳(表一)。該亞屬中 P. equestris 播種後四週至十六週發芽生長指數皆最

高，播種後四週發芽指數達 1.94，第十六週發芽指數為 4.53，P. aphrodite ssp. formosana

在播種後前八週的發芽指數較佳，第四週發芽生長指數為 1.95，於第 16 週時發芽生長指

數為 4.21。P. deliciosa 與其亞種 P. deliciosa ssp. hookeriana 分別在第八週、第十二週後之

發芽指數與 P. equestris 皆具最佳表現，兩者在第 16 週時發芽生長指數分別為 4.55 及 4.68。 

Subgenus Polychilos 中以 P. pallens 發芽生長指數最佳，於第 4 週與第十六週分別達到

1.21 及 2.91(表一)，而 Subgenus Parishianea 中的 P. parishii 在發芽初期生長較緩慢，播種

後前 8 週的發芽生長指數在所有的物種中最低，不過在第十二週後發芽生長指數即超越

Subgenus Polychilos 中的兩個物種，並與 Subgenus Phalaenopsis 中的 P. amabilis 發芽指數

無顯著差異(表一)，P. parishii 發芽生長指數在第 4 週及第 16 週分別為 1.01 及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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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發芽後原球體會漸漸轉綠，於近培養基面長出吸收毛、背培養基側則長出鞘葉，

兩個鞘葉中間會長出第一片葉片，葉片的背軸面會靠在第一片鞘葉，接下來根會由原球體

的側邊長出(圖二至圖五)。在檢測的物種中，頂端之凹口通常位於原球體斜上方，而凹口

兩側具兩個鞘葉。P. amabilis、P. aphrodite ssp. formosana、P. schilleriana、P. cornu-cervi、

P. pallens 鞘葉較圓滾(圖二 A、B、H、圖三 A、B)，P. deliciosa、P. deliciosa ssp. hookeriana、

P. equestris 其中一個鞘葉呈長錐狀或細長狀(圖二 C、D、E)。此外，在相同培養條件下發

現 P. pulcherrima 種子發芽後原球體較其他物種細長(圖二 G)、P. cornu-cervi 的根較其他

物種粗大(圖三 A)、P. parishii 的葉片剛長出時葉片呈凹形，完全長出時才平展(圖四)。 

二、原球體石蠟切片觀察 

以石蠟切片觀察 P. cornu-cervi 三個階段原球體，Stage3 可看到 P. cornu-cervi 的原球

體頂端的細胞體積較下半部細胞小，並且較密集，中心處為莖頂分生組織，其下方延伸一

群細胞至中間部位，呈帶狀，細胞體積較周圍細胞小，莖頂分生組織兩側具兩個鞘葉包覆

(圖五 A)。Stage4 可以看到葉片長出，並可觀察到兩個不同時期，第一個時期在葉片基部

處可看到明顯莖頂分生組織，而此時並沒有看到有根在其中(圖五 B)，而在第二個時期可

以發現近莖頂分生組織基部側邊具有較濃密的細胞，顯示可能為根長出之位置(圖五 C)。

stage5 的切片可以明顯看到根由原球體側邊長出，並且可看到是由莖頂分生組織基部延伸

而出，有維管束與其相連，根的前端具濃密之細胞(圖五 D)。 

 

 

 
圖 1. 本試驗所使用之蝴蝶蘭物種花朵形態 (A)P. amabilis bar=2 cm(B)P. aphrodite ssp. 

formosana bar=2 cm (C)P. cornu-cervi bar=2 cm (D)P. deliciosa bar=1 cm (E)P. 

deliciosa ssp. hookeriana bar=1 cm (F)P. equestris bar=1 cm (G)P. pallens bar=2 cm (H) 

P. parishii bar=1 cm (I) P. pulcherrima bar=1 cm (J) P. schilleriana bar=2 cm。 

Fig. 1. The Phalaenopsis species used in this study (A)P. amabilis bar=2 cm(B)P. aphrodite ssp. 

formosana bar=2 cm (C)P. cornu-cervi bar=2 cm (D)P. deliciosa bar=1 cm (E)P. 

deliciosa ssp. hookeriana bar=1 cm (F)P. equestris bar=1 cm (G)P. pallens bar=2 cm (H) 

P. parishii bar=1 cm (I) P. pulcherrima bar=1 cm (J) P. schilleriana bar=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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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Subgenus Phalaenopsis 中物種發芽後原球體不同階段 (A)P. amabilis (B)P. aphrodite 

ssp. formosana (C)P. deliciosa (D)P. deliciosa ssp. hookeriana (E)P. equestris (F)P. 

pulcherrima (G)P. schilleriana 1-5=stage1-stage5。 

Fig. 2. Protocorms of different developing of Subgenus Phalaenopsis species (A)P. amabilis 

(B)P. aphrodite ssp. formosana (C)P. deliciosa (D)P. deliciosa ssp. hookeriana (E)P. 

equestris (F)P. pulcherrima (G)P. schilleriana 1-5=stage1-st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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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Subgenus Polychilos 中物種發芽後原球體不同階段 (A)P. cornu-cervi (B) P. pallens 

1-5=stage1-stage5。 

Fig. 3. Protocorms of different developing of Subgenus Polychilos species (A)P. cornu-cervi 

(B)P. pallens 1-5=stage1-stage5. 

 

 

 
圖 4. Subgenus Parishianea 中 P. parishii 發芽後原球體不同階段 1-5=stage1-stage5。 

Fig. 4. Protocorms of different developing of P. parishii 1-5=stage1-stage5. 

 

 
討   論 

無菌播種後八週，Subgenus Phalaenopsis 中除了 P. pulcherrima 外，其他物種發芽速

率顯著高於 Subgenus Polychilos 中的試驗物種及 Subgenus Parishianea 中的 P. parishii，顯

示 Subgenus Phalaenopsis 中的物種對本實驗利用之培養基反應較其他物種好(表一)。播種

12-16 週後，Subgenus Polychilos 中的物種發芽指數仍較 Subgenus Phalaenopsis 中之物種

低，而 P. parishii 的生長指數在播種後 12 週的發芽指數已與 P. amabilis 無顯著之差異(表

一)。蝴蝶蘭的商業品種中 Subgenus Phalaenopsis 所含的物種為相當重要之種原，而珍奇

類品種以及部分點斑品種所使用的種原主要為 Subgenus Polychilos 中的物種(Tang and 

Chen,2007; Christenson, 2001)，代表或許在進行這兩類蝴蝶蘭育種工作時，利用不同培養

基會對其播種後的發芽造成不同影響，若能開發亞屬內物種通用培養基，可以縮短種子發

芽至小苗建立的時間，對育種效率應能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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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Phalaenopsis cornu-cervi 原球體不同發育階段切片圖 (A)鞘葉形成 (B)長出第一片葉

(早期) (C)長出第一片葉(晚期) (D)長出第一條根 bar= 500µm。 FS=first sheath、

SS=second sheath、SAM= shoot apical meristem、FL=first leaf、R= root。 

Fig. 5. Protocorm of P. cornu-cervi at different stage (A)sheaths formation (B)emerge first 

leave(early) (C) emerge first leave (late) (D) emerge first root bar= 500µm. FS=first 

sheath, SS= second sheath, SAM= shoot apical meristem, FL=first leaf, R=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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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種子的發芽常採用的標準為胚根或胚芽突破包覆之組織，於外觀可察覺者，即認

定為種子發芽(郭，2015)。但蘭花種子則不同，因其種子成熟時胚構造簡單、無胚乳，胚

也呈未分化之狀態，所以種子發芽通常以胚脹破種皮當作指標。本試驗以發芽生長指數評

估種子發芽生長速率，結果顯示蝴蝶蘭原球體發育之流程與多數蘭屬相似(Nishimura, 

1981; Johnson and Kane, 2007; Zhou and Gao, 2016)，當種子發芽後，胚會漸漸轉綠、近培

養基面長出吸收毛、原球體背培養基側長出兩個鞘葉組成，中間具一凹口，後續會長出第

一片葉片，接下來根會由葉片基部處長出(圖二至圖四)。在嘉德麗雅蘭屬中，上述鞘葉又

稱為冠狀組織(crestlike organ)，兩個冠狀組織會合生呈一鞘狀構造(Nishimura, 1981)。 

所有檢測物種中，原球體具不同形態，不同的物種鞘葉部分較圓滾(圖二 A、B、D、

E、圖三 B)部分則較扁平，有些鞘葉較細長(圖二 C、D、E)。而部分物種整體形態可明顯

看出不同，如 P. pulcherrima 特別細長的原球體(圖二 G)、P. cornu-cervi 特別粗大的根(圖

三 A)與其物種形態相符(Christenson, 2001)。 

由石蠟切片觀察 P. cornu-cervi 發芽後由原球體具鞘葉至長出根之階段，可以看到種

子發芽後先由地上部之頂端分生組織先行分化，待長出葉片後，根才接續進行分化，而由

實驗結果也可以觀察到根的維管束與生長點基部相連，顯示此根為定根。 

蘭花之成熟種子，與大部分物種相異，沒有胚芽或胚根分化，所以其發芽之歷程也顯

得十分特殊，因為種子所含養分有限、自營能力的不足，所以在自然條件下通常需要與真

菌共生才能順利發芽(鄭，2012)。在試驗中之種子發芽後，吸收毛多先出現，再來為葉片

的生長，最後才是根的長出，整體過程本人認為原球體對養分的吸收、分配是有著相當精

密的計算，未含胚乳之種子吸水後，開始進入一系列生理代謝反應，但因本身貯存的樣養

分有限，所以在培養基面先長出吸收毛對原球體早期吸收養分有著相當程度之重要性，再

來葉片早於根先分化而出代表在有限的營養條件下，蘭花發芽時養分的分配具有次序，葉

片的生長可促進原球體具有自營之能力，以提供發育時對養分漸漸增大之需求，根最後才

長出，建立完整之小苗。 

發芽生長指數可將原球體發芽至成長為小苗的期間進行生長速率的評估，於鳳蝶蘭

Papilionanthe teres、牛角蘭 Cyrtopodium glutiniferum、幽靈蘭 Dendrophylax lindenii 之發芽

研究中也對原球體之發育進行形態區別(Pereira et al. 2015; Zhou and Gao, 2016; Hoang et 

al., 2017)，在發芽至小苗建立的過程中，可以較有系統的評估發芽速率，本試驗在試驗設

計時將發芽生長指數分為五個階段，認為應足以予蝴蝶蘭發芽後進行之生長速率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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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tro Germination and Morphology of Developing Protocorm 
of Phalaenopsis Species 

 

Zhu Lee1)   Chen Cha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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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Phalaenopsis industry has been well developed and many studies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But, the basic investigation of germination performance of Phalaenopsis species is still few. To 

evaluate the process from germination to establish the plantlet. This study observe the 

germination performance of 8 species and 2 subspecies in three Phalaenopsis subgenera with 

the seed germination growth index and histology study by paraffin-sectioning. We define the 

developing protocorm in five stages by different appearance form. The germination rate of the 

species in subgenus Phalaenopsis is fast than the other subgenera. P. parishii, in the subgenus 

Parishianea has the lowest germination rate at the beginning. After week 8 of culture. the 

germination rate is speed up. The phenomenon indicate that species in different subgenera may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 to the culture medium. Maybe it can increase the germination effective 

by supply different culture medium for different subgen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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