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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產野百合綠熟果播種與育苗 

 

 

錡 虹 汝 1)   陳 俊 源 1)   張 正 1、2) 

 

 

關鍵字：野百合、無菌播種、種子發芽、出葉率  

 
摘要：金門產野百合其黃熟蒴果內有效種子數少，採集綠熟果進行水洋菜無菌播

種，種子於播種後 2 週可見胚根已突破種皮，胚軸已伸長，第三週可見胚軸末端

明顯膨大。播種後 4 週之胚軸末端內部解剖已可見胚芽及子葉鞘拉長，5 週時可看

出子葉鞘持續增厚，胚芽仍於胚芽鞘中，野百合種子發芽型態為快速地中發芽型。

播種後 4 週之發芽種子，以蛭石層積法於 20℃生長箱中培養兩個月，後續移至金

門植物園育苗室栽培，移植後 16 週其出葉率為 61%，並於 22 週時達 100%，於第

一生長季時約 11000 苗株出葉。建立金門產野百合育苗流程，並探究種子苗發育

型態，為提供野百合育苗繁殖方針與策略。 

 

 
前   言 

金門原生百合由呂 (2011)鑑定為野百合 (Lilium brownii F. E. Brown ex Miellez)，野百

合於中國大陸分布甚廣，各族群之親源遠近具差異性 (Huang et al., 2009)。野百合為中國

大陸之蔬菜作物，兼具藥用價值 (汪和唐，1980；龍等，1999)，傳入日本則重於花卉觀賞

性為主 (Okubo, 2012)。野百合於金門地區之個體數量不多且增加緩慢 (謝，2013；楊，

2014)，以組織培養進行鱗片增殖 (謝，2013)，或鱗片薄層培養 (楊，2014)建立繁殖方法。

種子繁殖可維持野外族群多樣性，其後代可供育種改良 (謝，2013)。鐵炮型百合之果實轉

黃熟仍未開裂時，即可採收待其果實自然風乾開裂後，收集具線胚種子以播種 (許等，2002；

蔡，2001；張等，2015)。野百合黃熟階段之蒴果中有效種子少，於果實呈綠色時採收，可

獲得較多種子，考量種子成熟度而採無菌播種期望提高成苗率。百合科種子以無菌播種加

速發根，促進小鱗莖形成 (許等，2002)，多數種子發芽屬忌光性 (趙，1995)，謝等 (2013)

提出金門產野百合黃熟種子於 25°C 黑暗環境下發芽為佳 (謝，2013)。然而百合種子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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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不同，影響其育苗時程長短。 

以種子發芽型態分為地上型  (epigeal germination)，和地中型或地生型  (hypogeal 

germination) (Comber, 1949)。其中地中發芽型其依發芽快慢分為兩類，迅速發芽型稱為快

速發芽 (immediate)；需於特定條件下，且經一段長時間才萌發型為延遲發芽 (delayed)。

野百合種子為地中快速發芽型 (Comber, 1949)，於秋天播種為佳 (龍等，1999)，地中發芽

型之子葉於土中時養分來源為胚乳，其種子萌發前胚芽未分化 (劉等，1992)，地中發芽型

百合之真葉需經長時間，才會長出土表 (許等，2002)。臺灣百合因其早熟性，播種後一年

可開花 (蔡，2001)，故張等 (2015)以野採風乾種子播種後，經濕冷層積 30 天後栽培，建

立完整育苗系統。 

金門野百合雖已有種子培養條件及增殖相關之研究，但未有建立育苗方法等。故本文

使用野外採集金門產野百合綠熟果種子進行水洋菜無菌播種，探究其種子發芽型態及內部

解剖，而發芽種子經蛭石層積培養，期望改善出葉之情況，建立播種至育苗之方法。 

 

 
材 料 與 方 法 

一、 採集果實 

野百合原生於金門縣太武山、植物園、花崗石醫院旁小路及裸岩區，採集自然結實綠

熟果，並且標明採集地點和總計各區採集果實數量。 

二、 無菌播種 

將採集之綠熟果果梗端修剪後，以清水將果實外部清洗，接續以 75%酒精擦拭，再使

用 6%次氯酸鈉 (CLOROX, USA)添加 1 滴 Tween 20 震盪搖晃滅菌 20 分鐘，經無菌水漂

洗 3 次至澄清無泡。以解剖刀切除果實頂端與近果梗端，依循蒴果心皮接合處 3 稜切開，

以鑷子取出種子後將其平均鋪於經高溫高壓滅菌過的水洋菜 (8 g L-1)培養基中，每皿接種

40-50 粒種子，以石蠟膜 (Parafilm M)封妥後，置於溫度 25±1℃，遮光黑暗中培養 1 個月。 

三、 培養基配製 

水洋菜培養基為 2 次蒸餾水每升添加 8 g 洋菜 (Agar)，以血清瓶裝填培養基。經滅菌

釜 121℃、1.2 kg cm-2高溫高壓滅菌 15 分鐘。滅菌完成後，於無菌操作臺將培養基分裝倒

至 90 mm × 15 mm 的塑膠培養皿中 (PETRI DISH, Alpha Plus Scientific Corp.)，每個培養

皿分裝 25 ml，冷卻後備用。 

四、 種子發芽型態與石蠟切片觀察 

於 2016 年 8 月 9 日原生地採集自然結實果，以水洋菜為培養基，進行綠熟果無菌播

種，取樣培養 2、3、4、5 週的野百合發芽種子並拍照記錄。培養 2 週之樣品切取胚軸段，

3、4、5 週樣品則切取長 5 mm (自小鱗莖基部至胚軸處之總長)為材料。將材料固定於 FAA

中 (50%酒精：醋酸：福馬林 = 18:1:1)並以抽氣幫浦靜置抽氣，直至樣品沉至底部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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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酒精清洗 3 次，再以 50%、70%、85%、95%、100%三級丁醇 (t-butanol, TBA)置換脫

水。脫水後接續進行滲蠟步驟，將固定瓶添加 100% TBA 置於 60℃烘箱 (Firstek, Taiwan)

中，與 TBA 體積等量之蠟粒 (LEICA, surgipath paraplast)，以 1 小時 45 分為一單位，將總

蠟粒分 4 次加入，並於最後多加一次的蠟粒量，最終回於烘箱中打開固定瓶蓋，靜置隔夜

使 TBA 揮發。 

隔天進行埋蠟，於室溫下將樣品埋入蠟塊中，以轉動式切片機 (LEICA, RM2235, 

Germany)切片，厚度為 10 μm。將切片後的蠟條，置於滴有純水的載玻片上展片，並置於

40℃加熱板上隔夜至水分完全蒸發後，進行後續脫蠟步驟。以二甲苯 (Xylene)進行脫蠟 30

分鐘，經 100%、95%、70%、50%酒精依序各濃度浸 1 分鐘，以 1% Safranin O 染色 1 小

時，再以 50%、70%、95%酒精序列各浸泡 1 分鐘後，以 0.5% Fast green 染色 5-10 秒鐘，

再浸泡 100%酒精、二甲苯各 3 分鐘，每一濃度的浸泡，皆須以紙巾吸附多餘的溶液。最

終從染缸中取出玻片，多餘的二甲苯擦拭乾淨後，滴上適量的封片膠 (Entellan, Merck)，

蓋上蓋玻片後，將玻片中的氣泡擠壓出，置於室溫下待封片膠乾後即可以光學顯微鏡觀察 

(Axiolab, ZEISS, Germany)並拍照 (CCD 影像系統 Prog Res CF scan, Germany)記錄 (蔡，

1975)。 

五、 發芽種子層積培養與育苗 

將採集綠熟果階段之自然結實果實，以無菌播種法將種子平鋪培養於水洋菜培養基中

1 個月，於 2015 年 08 月將胚軸末端膨大之發芽種子，培養於蛭石 (南海 3 號)：水 (v/v) 

= 5:1 的介質中，塑膠盒為容器，並以塑膠袋包覆保濕，其上方戳孔以保持通氣，於 20±1℃

生長箱黑暗環境下培養兩個月。於 2 個月後 2015 年 10 月下旬將此批材料移至金門植物園

溫室中移地栽植，於 72 格穴盤 (直徑 4.2 cm × 高 3.8 cm)中，介質為泥炭土 (Peltracom，

扦插用介質，白泥炭，比利時)，並於移植後 10、12、14、16、18、22 週清點出葉單株的

總數及計算出葉率。 

 

 
結   果 

一、採集自然結實果 

於金門植物園、花崗石醫院旁裸岩及小路、太武山三個棲地採集綠熟果實，此階段果

實呈綠色、未開裂，經組織培養技術之無菌播種法，以水洋菜為培養基培養。本次自然結

實果共採集 234 顆，經水洋菜無菌播種共培養 24190 個種子。 

二、種子發芽後發育態形態及內部解剖 

播種後 2 週可見胚根已突破種皮 (圖 1A)，胚軸拉長生長 (圖 2A)，子葉中段伸長，

播種後 3 週可於末端可見根系 (圖 1B)，解剖可見胚軸近胚根末端子葉鞘膨大 (圖 2B)。

播種後 4 週末端形成米粒大之細小鱗莖 (圖 1C)，解剖圖可見子葉鞘拉長，末端形成一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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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為胚芽之構造，而此腔室稱為胚芽腔 (圖 2C)。播種後 5 周可見末端胚根持續伸長

發育 (圖 1D)，解剖可知內部胚芽膨大抽長生長，而子葉鞘持續生長增厚，小鱗莖更為肥

大 (圖 2D)，但可見種子之種皮已皺縮，而此時子葉前端吸器結構仍於種子中未脫離胚乳 

(圖 1D)。 

三、發芽種子層積培養後之育苗及出葉率 

將無菌播種培養 4 週後獲得之自然結實果發芽種子(圖 1C)，利用 20 ± 1℃蛭石層積培

養 2 個月後，即移往金門植物園上穴盤栽植。從蛭石中挑出米粒大之小鱗莖，可見有殘留

部分種子已乾扁，子葉中段乾萎，多數小鱗莖已脫離種子，可見胚根伸長 (圖 3A)。將種

子苗上盆栽植於 72 格穴盤 10 週後部分可見出葉 (圖 4B)，此時僅 9%的小鱗莖出葉 (圖

4)，移植 13 週後苗株生長速度不一，少數已有 2 至 3 片葉，但其餘仍剛出葉(圖 3C)，從

出葉率可知多數未出葉 (圖 4)。後於移植 16 週時出葉率達 61.64% (圖 4)，此時大部分植

株葉片已展開，具 2 至 3 片葉 (圖 3D)，於 22 週出葉率可達到 100% (圖 4)。移植 25 週時

苗株皆具有 3 至 4 片葉 (圖 3E)，於金門植物園育苗室中苗株栽植於 72 格穴盤之出葉情況 

(圖 3F)，並清點共計 11017 株苗。 

 
 

 
 

圖 1. 金門野百合種子無菌播種後其小鱗莖發育形態。(A) 播種後 2 週，胚根突破種皮，

(B) 播種後 3 週，胚軸拉長且末端膨大，(C) 播種後 4 週，(D) 播種後 5 週，胚軸前

端為吸器構造仍埋於種子中。(Bar = 2.5 mm) 

Fig. 1. The morophology of Lilium brownii’s bulblet formation through sowing seed in vitro after 

different weeks. (A) Two weeks after sowing, radical emerges from seed coat. (B) Three 

weeks after sowing, the end of the hypocotyl enlarges and the hypocotyl elongates. (C) 

Four weeks after sowing. (D) Five weeks after sowing, the haustorium at the fore-end still 

remained inside the seed. (Bar = 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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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金門野百合種子無菌播種後小鱗莖發育其內部解剖。(A) 播種後 2 週之胚根 (Bar = 

0.1 mm)，(B) 播種後 3 週胚軸末端膨大 (Bar = 0.1 mm)，(C) 播種後 4 週，子葉鞘

拉長形成胚芽腔，且胚芽拉長 (Bar = 0.2 mm)，(D) 播種後 5 週，鱗莖肥大且子葉膨

大 (Bar = 0.2mm)。(radicle, rd, 胚根；plumule, pl, 胚芽； coleoptile, cl, 子葉；the 

cavity of plumule, 胚芽腔) 

Fig. 2. The histology of Lilium brownii’s bulblet formation through sowing seed in vitro after 

different weeks. (A) The radicle after sowing two weeks (Bar = 0.1 mm). (B) The 

enlargement in end of the hypocotyl (Bar = 0.1 mm). (C) Four weeks after sowing, 

coleoptile (cp) elongates, forms the cavity of plumule (cp), and plumule (pl) enlarges (Bar 

= 0.2 mm). (D) Five weeks after sowing, bulblet and coleoptile enlarge (Bar = 0.2 mm). 

Rd: radicle; pl: plumule, cl: coleoptile, cp: the cavity of plum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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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金門野百合自然結實果發芽種子經蛭石層積後，於金門植物園育苗室中栽培一個生

長季。(A)種子苗經蛭石層積 2 個月 (Bar = 2 cm)，(B) 於 72 格穴盤栽培 10 週 (Bar 

= 4 cm)，(C) 於 72 格穴盤栽培 13 週之出葉情形 (Bar = 2 cm)，(D) 於 72 格穴盤栽

培 15 週之出葉情形 (Bar = 4 cm)，(E) 於 72 格穴盤栽培 25 週，具有 3 至 4 片葉 

(Bar = 2 cm)，(F) 於 72 格穴盤栽培 25 週之出葉情形 (Bar=10 cm)。 

Fig. 3. The germinating seed of L. brownii grows for a growth season at Kinmen botanical 

garden’s green house after stratification in vermiculite. (A) the seedling is cultivated in 

stratification after 2 months. (Bar = 2 cm). (B) growing in 72-plug tray for 10 weeks 

(Bar=4 cm). (C) the leaf emergence of L. brownii grows in 72-plug tray for 13 weeks 

(Bar=2 cm). (D) growing in 72-plug tray for 15 weeks (Bar=4 cm). (E) after transplanting 

25 weeks, the plantlet with 3-4 leaves (Bar=2 cm). (F) the leaf emergence of L. brownii 

growing in 72-plug tray for 25 weeks (Bar=10 cm). 

A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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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金門野百合初生小鱗莖經蛭石層積後栽培於金門植物園溫室之出葉率。 

Fig. 4. The curve of the leaf emergence rate after transplanting in the green house at 

Kinmen botanical garden. The bulblet of L. brownii were cultivated in 

stratification.  
 
 

討   論 

龍等 (1999)提出野百合其種子胚根突破種皮需時 15 至 30 天，於本文採綠熟果無菌

播種則於 2 週時胚根突破種皮，且胚軸已伸長 (圖 1A)，於培養 4 週時解剖觀察種子苗可

知其胚芽已形成 (圖 2C)，此綠熟果播種方法與黃熟種子播種於土中相比，可以獲得較多

發芽種子。馬等 (2015)提出去除種皮，或處理 NaClO 以解決巨球百合 (Lilium brownii F. 

E. Brown ex Miellez var. giganteum) 種皮具影響發芽之物理性因素。而本實驗之綠熟果種

子初期培養呈黃白色，培養後轉黃褐色 (圖 1A)，與前述之培養方法及處理具差異性，可

能為種子成熟度所影響。 

地中發芽型之百合種子發芽時胚根突破種皮後向下伸長，子葉頂端埋於胚乳之中 (許

等，2002；劉等，1992)。於胚軸末端單側形成一凹入處，其邊緣組織生長使子葉基部膨大，

並鞘狀伸長形成子葉鞘，凹入處形成胚芽，隨胚芽及子葉鞘肥大發育，終形成初生小鱗莖 

(劉等，1992；龍等，1999；許等，2002；Comber, 1949；Michael and Howland, 1995)。觀

察金門產野百合之發芽型態 (圖 1)及內部解剖 (圖 2)之結果與前述相符，且無須經特別處

理或一段長時間，培養後 2 週胚根已突破種皮，故可知金門產野百合為快速地中發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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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洋菜無菌播種法，先於 25℃播種利於發根，待胚根伸出形成細小鱗莖後，再經 20

℃蛭石層積後栽植，可於移植 22 週時達 100%出葉率 (圖 4)，蛭石層積可能影響地中發芽

型胚芽發育，可見縮短真葉長出所需日數，影響苗株出葉整齊度。許等 (2002)提出低溫處

理細小鱗莖利於出葉，由此可進一步探討層積培養之溫度不同，是否能提高育苗效率。蛭

石培養 2 個月後發芽種子於金門植物園育苗室栽培，該方法與組織培養瓶內養苗之成本比

較，為相對粗放且省工。此外，以臺灣百合為例，野採成熟風乾種子經濕冷層積後，可於

穴盤育苗一年內開花 (蔡，2001；張，2016)，其種子發芽型態與野百合不同，因此播種及

育苗策略隨之相異。野百合綠熟果水洋菜無菌播種法與常規播種之育苗方法，相異點為透

過無菌播種可提高最終成苗率。經層積培養之種子苗移回金門接力栽培育苗 (圖 3)，因氣

候條件優勢，使得苗株生長勢良好，且減少於因氣候適應性之差異，造成不利苗株生長之

影響。金門產野百合以綠熟果水洋菜無菌播種法可獲得約 25000 種子進行培養，終栽培獲

得約 11000 苗株。以播種方法可獲得大量種苗，並擴大族群數量，亦可達到保種之目的 (李

和雷，2007)，結合蛭石層積與移地栽培，為建立高效率之育苗模式，為金門產野百合之方

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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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Lilium brownii is native to Kimen, the amount is enlarged slowly. It yellow ripe fruit has less 

seeds with embryo, as it the propagation efficiency is low. In this study, the fruit collection is at 

the green ripe stage. Then the seed are sown on water agar medium in vitro. After sowing 4 weeks, 

the seedlings are cultivated in stratification at 20℃ for 2 months. The morophology of bulb 

formation after sowing in vitro 2 weeks, the radical emerges from seed coat. After 3 weeks sowing, 

the end of the hypocotyl enlarges and the hypocotyl elongates. After 4 weeks sowing, the 

coleoptile elongates and there is the cavity of plumule. After 5 weeks, the plumule remains inside 

the cavity of plumule. The seed germination type is hypogeal germination. Finally, the study 

finishes the process from seed sowing to nursery at two locations. This method propagates about 

11000 seedlings This study installs a modified nursery method by Lilium brownii’s green ripe 

fruit-sowing and strafit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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