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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木瓜節齡與幼年性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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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探討'台農 2 號'番木瓜不同節齡與幼年性程度之關係，本研究調查不同

節齡之側枝發育及其扦插發根力。結果顯示，番木瓜隨節位之增高，其掌狀葉片

之裂葉脈數增加，因此由裂葉脈數之多寡，可反應該部位幼年性之程度。而番木

瓜之下端側枝之幼年性程度明顯高於上端者；且幼年性程度高的部位，其萌生側

枝之扦插發根力較強。 
 
 

前   言 

台灣栽培番木瓜所使用的種苗，大部份由播種育苗而得。目前栽培品種實生苗中僅

約 50~70 %為兩性株，但因其所結果多為梨形或長 楕圓形，果形美觀而一致，且果肉厚實，

有利於包裝運輸，因此農友大多以栽培兩性株為主(王, 1991)。而欲生同一性別的番木瓜

苗，可行的方法為無性繁殖，如利用組織培養、扦插及嫁接等方式。Drew(1988)以及 Revveni
及 Shlesinger(1990)的研究指出，經由扦插、嫁接及組織培養等方式而來的番木瓜繁殖苗，

其開花節位較實生苗為低，因而認為繁殖方法與開花出現節位之間存有一定的相關性。張

及廖(1994)進行番木瓜扦插繁殖之試驗中，得知不同扦插苗間因取自母株不同部位的樹幹

之側枝，其生育狀況明顯不同，且由非離體側枝之開花調查也獲致相同結果，因而推測番

木瓜樹幹由頂端愈往下端，其幼年性愈高。沈等人(2000)於嫁接番木瓜結果研究中，發現

其始果高度及最早採收日數與實生株差異不明顯，推測可能與接穗之幼年性有關。

Drew(1988)在番木瓜組織培養繁殖研究中，亦發現以取自 6 個月大株齡之側芽較取自 18
個月株齡者，其繼代培養有較佳之生長勢。而 Drew 及 Miller(1989)報告也指出，取自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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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成熟株之組培營養系繁殖是不易的；而 Rajeevan 及 Pandey(1986)以及 Yu 等人(2000)
也致力於番木瓜組培之發根力的提升。由於日本琉球地區受到氣溫較低及颱風的影響，番

木瓜採溫室栽培，因而發展嫁接技術以達到矮化植株的目的。而台灣為防止輪點病毒的傳

播感染，幾乎全面實施網室栽培，因此如何有效地矮化番木瓜生育高度，實為建全番木瓜

產業的重要課題。誠如 Katoh 及 Ooishi(2003)所論也許能藉由控制番木瓜的幼年性，來達

到降低開花節位之矮化效果，因此本研究藉調查不同節位之側枝的始花及裂葉脈數形成節

位、扦插發根力、以及株齡與裂葉脈數之生長變化，以明瞭各節位接穗之幼年性程度。 

 
 

材 料 與 方 法 

試驗一、番木瓜實生苗之裂葉脈數與其出現節位之關係 
一、試驗材料 

台農2號種子經浸種催芽後，直接進行盆栽培育。以Wagner(1/2000a型, 252ø×300 mm)
盆，內裝填河砂：泥炭土：牛糞堆肥=2：2：1 之栽培介質；另於盆底舖一層與排水口同

高度之細碎石塊，以利排水。種植日期為 2003 年 12 月 20 日。 
二、調查項目及方法 

每盆栽種 1 株，計 12 盆。於本葉出現後，逐葉位調查葉片之裂葉脈數(圖 1)。調查期

間為 2004 年 1 月至 3 月。 

 
試驗二、番木瓜不同節齡側枝之始花及各裂葉脈數形成的開始節位 
一、試驗材料 

選取於田間生長勢相似且莖幹直立，具 82~90 節位數之台農 2 號番木瓜實生兩性株。 
二、試驗方法 

各參試植株於去頂及完全除葉後，全株噴施佈 BA 200 ppm+ GA3 100 ppm 混合液一

次，以促進各節位的芽眼(葉痕)萌生側芽。當側芽萌生後，分別選留生長及方位良好，位

於 10~25、30~45 及 55~70 等三區段節位的側枝各 4 支，並分別標識之，其餘節位處的側

枝隨時摘除，以免妨礙所選留的側枝生長。參試植株計 6 株。噴施藥劑時期為 2004 年 1
月 30 日，調查期間為 2004 年 2~5 月。 
三、調查項目及方法 

各區段節位所標識之側枝，於完成各種裂葉脈數(3, 5, 7 及 9)(圖 1)出現的開始節位，

及始花(苞)的出現節位調查後，隨即將之切除；集中植體營養以供應尚未完成調查之標識

側枝的生長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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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番木瓜之掌狀裂葉脈明顯，裂葉脈數由左至右分別為 3，5，7 及 9 

Fig. 1. The leaflets in palmate-lobed leaves of papaya with leaf venation clearly, from left to 
right, the number of leaflet is 3, 5, 7, and 9, respectively. 

 
 
試驗三、番木瓜不同節齡側枝之扦插發根力 
一、試驗材料 

參試植株同試驗二。 
二、試驗方法 

各參試植株於去頂及完全除葉後，全株噴佈 BA 200 ppm+ GA3 100 ppm 混合液，每週

乙次，計 3 次。俟側芽萌生後，只切取第 10~25(下端)、30~45(中端)及 55~80(上端)等三

區段節位的側枝頂梢為插穗，其穗長(切口至莖頂)約 4~5 cm，切口莖徑粗約 4~6 mm。切

口處以 2,000 ppm 之 IBA(Indole Butyric Acid)浸漬處理約 20 秒，再扦插於口徑約 10 cm、

高 9 cm 的 4 吋黑色塑膠軟盆中，內裝蛭石與珍珠石為 1：1 的栽培介質。為兼顧防止扦插

苗失水及環境之保濕，扦插苗盆栽用透明的 PE 塑膠罐倒蓋著整個植株，罐口稍埋入盆內

介質，可保持相對濕度近 100 %。扦插日期為 2004 年 4 月 14 日，調查日期為 2004 年 5
月 13 日。 
三、調查項目及方法 
(一) 進行上、中及下端等三種扦插處理，每處理 4 重複，每重複 24 盆扦插苗。 
(二) 存活率：去除死亡及根系已開始腐敗之插穗苗後之存活扦插苗。 
(三) 發根率：發根長度達 10 mm 以上，才視為已發根。 
(四) 根數：根系分支長約 10 mm 以上，才計入根數。 
(五) 最長根之長度：扦插苗發根最長之根系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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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四、不同株齡番木瓜之扦插發根力 
一、試驗材料 

以株齡約 2 個月，具 14~17 節位之幼株，及株齡約 5 個月，具 43~46 節位之老株等

二種不同株齡的台農 2 號實生株為供試材料。分別切取莖頂為插穗，其穗長約 4~5 cm，

切口莖徑粗約 4~6 mm。其中老株於播種 4 吋塑膠軟盆後，未曾移植且減少供水及肥料，

因此實生莖幹之粗細與幼年株相近。 
二、試驗方法 

老株及幼株二種實生株齡之莖頂扦插處理，每處理 3 重複，每重複 9 株扦插苗。扦

插日期為 2004 年 4 月 14 日，調查日期為 2004 年 5 月 14 日。 
三、調查項目及方法 

同試驗三。 
 

結   果 

試驗一、番木瓜實生苗之裂葉脈數與其出現節位之關係 
藉由台農 2 號種子直播盆栽的實生苗，逐葉位調查其掌狀裂葉之裂葉脈數及節位的

相關性。結果得知，3 裂葉脈開始出現的節位為第 1 節位，5 裂葉脈出現在第 8.9 節位，7
裂葉脈出現在 11.8 節位，9 裂葉脈出現在第 21.5 節位(表 1)。顯示實生苗之裂葉脈數隨生

長時間加長而節位增高(多)，其裂葉脈數也顯著增加。因此裂葉脈數的多寡可反應出番木

瓜的生理株齡及幼年性程度。 
 
 
表 1. 台農 2 號番木瓜實生苗裂葉脈數與其出現節位之關係 

Table 1. The relationship of leaflet number in palmately lobed leaves and nodal order in 
'Tainung No.2' papaya seedlings. 

Leaflet number Primary nodal order 
3  1.0±0

z
 

5  8.9±0.5 
7 11.8±0.6 
9 21.5±1.1 

z: Means ± SD., surveyed on twelve seedlings. 
 
 

試驗二、番木瓜不同節齡側枝之始花及各裂葉脈數形成的開始節位 
由番木瓜成熟植株莖幹上端(55~70 節位)、中端(30~45 節位)及下端(10~25)節位等三

區段不同部位所萌生的側枝，其始花出現在側枝的節位，分別是上端平均為 2.8 節，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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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2.9 節及下端為 26.7 節，可知始花出現的速度，以上端側枝明顯最快，中端次之，而

下端顯著最慢。以各種裂葉脈數(3、5、7 及 9)形成的開始節位而言，上端側枝於第 1 節

位，即出現 7 裂葉脈的掌狀裂葉，第 7.3 節位可出現 9 裂葉脈；中端側枝也同上端側枝，

於第 1 節位即出現 7 裂葉脈，第 12.7 節位出現 9 裂葉脈；下端側枝的第 1 節位先出現 3
裂葉脈的葉片到第 15.4 節位才出現 5 裂葉脈，而 7 裂葉脈開始出現的節位於 19.6 節，直

到第 22.5 節位才開始出現 9 裂葉脈的掌狀裂葉(表 2)。顯示下端區域所萌生的側枝之幼年

性程度高於中端部位，而中端又高於上端部位；因此上端側枝之始花節位常在 2~3 節位

即出現(圖 2)。 
 
 
表 2. 台農 2 號番木瓜不同節齡側梢之始花及各裂葉脈數形成的開始節位 

Table 2. Displaying the nodal orders of first flower bud and leaflet number in lateral shoot of 
'Tainung No.2' papaya plants in different portion. 

Nodal order 
of  

lateral shoot 

Nodal order  
of first  

flower bud 

Leaflet number 

3 5 7 9 

10~25  26.7±3.0
 z
 1 15.4±2.2 19.6±2.0 22.5±2.8

 
 

30~45 12.9±1.6 None None 1 12.7±2.4 
55~70  2.8±0.3  None  None  1  7.3±0.1 

Z: Mean ±SD. of six seedlings per treatment and four shoots of each treatment per 
seedling plant. 

 
 

 

圖 2. 番木瓜田間成熟植株之上位側梢於第 1~2 節位即可出現花苞 

Fig. 2. The first 1~2 nodal order with flower buds early in upper lateral shoots of mature 
field-grown papaya plant. 



 

 

 

-18- 

 

試驗三、番木瓜不同節齡側枝之扦插發根力 
由扦插存活率、發根率及可表示根系品質的根數與根系長度等性狀調查，可明瞭其

發根能力。由表 3 可得知，取自上端側枝莖頂為插穗處理者，其存活率及發根率分別為

79.2%與 57.3 %，明顯低於下端者的 88.5 %與 74.4 %；中端處理者與其餘二處理間無明顯

差異。根數則以上端處理者的 22.0 支，明顯低於中端及下端處理者的 26.7 及 26.5 支。至

於最長根系的長度，三處理間無明顯差異，長度在 84.1~91.9 mm 間。顯示以扦插苗之存

活率、發根率及形成根數三種調查性狀而言，下端側枝的發根力較強，與其幼年性程度較

高有關。 

 
 

表 3. 台農 2 號番木瓜不同節齡側梢之扦插發根情形 

Table 3. The rooting of cuttings which were excised from lateral shoot tip of different nodal 
aging in 'Tainung No.2' papaya. 

Nodal order  
of 

lateral shoot 

Survival 
percentage 

Rooting 
percentage 

Root number
y
 Length of  

longest root 
   (mm) 

10~25 88.5 a 74.4 a 26.5 91.9 a 
30~45 81.3 ab 66.7 ab 26.7 a 87.3 a 
55~80 79.2 bz

  57.3 b  21.0 b a 84.1 a  
z: Means in the same column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0.05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y: The length of root was over 10 mm. 
 
 

表 4. 不同株齡台農 2 號番木瓜扦插發根情形 

Table 4. The rooting of cuttings which were excised from shoot tip of two different plant aging 
in 'Tainung No.2' papaya. 

Plant aging 
Survival  

percentage 
Rooting 

percentage 
Root number

z
 Length of  

longest root 
  (mm) 

Two months 100 70.4 61.7** 126.9* 
Five months 100 74.1 37.7 95.6 
z: The length of root was over 10 mm. 
*,**: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0.05 and 0.01, respectively.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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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四、不同株齡台農 2 號番木瓜之扦插發根力 
由表 4 可得知，無論取自老株或幼株實生株之莖頂為插穗，其存活率及發根率，在

二處理間並無明顯差異。但根數及最長根系長度，則以老株處理者的 37.7 支及 95.6 mm，

明顯低於幼株處理者的 61.7 支及 126.9 mm。顯示取自實生株的莖頂，其生理活性較強，

經扦插 1 個月後，老、幼株處理仍可 100 %存活；而且老株與幼株的發根率相近。但在形

成根數及最長根系長度兩性狀上，可反應出幼株莖頂的幼年性程度高於老株者。 

 
 

討   論 

番木瓜的葉片自莖頂抽生到完全展開成熟的過程中，裂葉脈數從 3 片一直增加到

11~13 片左右，壽命約 4 個月(吳, 1987)。而 Katoh 及 Ooishi (2003)認為葉片的裂角(≦90º, 
leaf lobe)數目，能有效反應出番木瓜幼株的株齡，在其後續的成長及發育期間，也是評

估其幼年狀態的有效方式。本研究顯示實生苗裂葉脈數與其出現節位(nodal order)有明顯

關係；即節位愈高，其裂葉愈明顯。而不同節位側枝的始花出現節位，及形成高裂葉脈

數開始出現的節位來判斷，上端側枝位處較高的節位，其幼年性程度明顯小於下端側枝。

由於台農 2 號番木瓜的節位隨著栽植時間的延長而增高，且節上葉片的裂角數目也隨節

位的增高而增多(Katoh and Ooishi, 2003)。因此以番木瓜之裂葉生長情形，可研判其幼年

性程度。 
李等人(1998)由母穗取不同節位扦插繁殖空心菜，發現高節位插穗所繁殖的植株，其

形態較趨成熟，易跑藤且開花節位低；低節位則形態較為幼年、萌梢數多且開花節位較高。

而陳(1994)的研究也指出，採穗部位對欖李插穗之發根率、最大根長及根數有極顯著的影

響。顯示插穗節位高低，可呈現幼年性的位置效益(topohysis)。而謝(2000)在金線蓮組織

培養苗分株扦插系統之研究中，也顯示扦插成功率與截株位置的不同有關，其成功率由高

而低依序為下、中、上段。因此，可以節位及葉片的裂角數目的外部形態來評估番木瓜的

株齡(Katoh and Ooishi, 2003)。許多學者發現到要降低番木瓜實生株的開花節位，可種植

扦插苗、嫁接苗或組培苗(張及廖, 1994; 陳等, 1998; 沈等, 2000; Drew, 1988; Revveni and 
Shlesinger, 1990; Katoh and Ooishi, 2003)。這顯示番木瓜的繁殖栽培方式與其日後開花節

位之間存在一定相關性。 
Peer 及 Greenwood(2001)研究指出，取自 5 年生 Larix 母樹幹之上、中、下端的插穗，

其穗源部位愈高，發根狀況愈差。若取自 1~7 年生不同樹齡之母樹幹的插穗，其發根率

及根系品質明顯受到樹齡影響，其發根率隨樹齡增加呈直線下降，而且根系品質的下降情

形更加明顯。而 Katoh 及 Ooishi (2003)的研究也指出，番木瓜組培扦插苗的發根率，受到

其母株來源的節位不同而明顯差異。以年輕的低節位所組培的扦插苗有較高的發根率；反

之，以老熟的高節位為母株，其發根率明顯下降，因此不同節位的發根率可反應出番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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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理成熟度。本研究選取不同部位的區段節位，是考量一般台農 2 號實生株的始花出

現，約在 35~40 節位。因此以 30~45 節位為中端轉相區段，而 55 節位以上的上端區段，

已可確認完全是成熟相的部位；而 25 節位以下的下端區段，應可視為幼年相的部位。Katoh
及 Ooishi(2003)認為番木瓜來自較高節位的單節扦插發根率，及其組培繁殖存活率皆偏

低，是因為高節位的生理較老化所致。由番木瓜不同部位所取插穗之發根能力不同，因此

岩川(1984)建議植株高度 50 cm 是適宜的取穗處；而此高度的位置，約同本研究下端側枝

萌生的區段。故與本研究以上端側枝的頂梢為插穗，其發根力明顯比下端處理者為差的調

查相符合。而中端處理者，則介於上述兩者之間。除此，Katoh 及 Ooishi(2003)的研究也

指出，番木瓜單節扦插的發根率隨節位增高(nodal aging)而明顯遞減。 
由於九重葛及中斑香龍血樹之莖插穗直徑不同，其發根情形也不同(陳, 1999; 林, 

2004)。因此本研究為了避免扦插過程的材料誤差，只選取插穗切口莖徑粗約 4~6 mm 的

穗源；但在調查根系過程，發現插穗切口的粗細(4~6 mm 間)對發根力並無明顯的影響，

只有插穗生長節齡的幼年性狀態，才是較重要的影響因子。 
本研究利用不同株齡實生苗的莖頂為插穗，雖有老、幼株不同的生理節齡考量，但

也想進一步瞭解番木瓜以主幹莖頂為插穗，與取自側梢莖頂者，有何差異性。因此，由試

驗資料比對可知，經約 1 個月的扦插處理，主幹莖頂比側枝莖頂有較佳的扦插存活率、根

數及最長根之長度；若以相同生理節齡之插扦發根而言，田間成熟植株的中端及下端區段

側枝之節位，分別與實生株之老株莖頂及幼株莖頂相近，但其二區段之側枝莖頂的扦插發

根情形並無明顯差異，而老、幼株之莖頂扦插之根數及最長根之長度，則明顯以幼株處理

大於老株處理者。張等人(1998)探討紅豆杉不同位置培植體的生長惰性(plagiotropic growth)
時，發現來自直立主幹上的頂芽與莖段，均會維持原來的直立生長，而來自側枝頂芽與莖

段生長惰性也都會改善，而且再經過 6 個月的繼代培養，95%傾斜惰性的芽體都會恢復近

於直立生長。因此，本研究使用老、幼株莖頂為插穗之發根活力高於側枝莖頂之處理的現

象，是否與惰性生長有關，則仍有待探討。 
空心菜扦插株具有插穗節位之位置效應，但會因貼地面的採收方式，而造成再萌生

的枝梢有回復幼年性的現象(李等, 1998)。此種現象也出現在聖誕紅扦插株上；Siraj-Ali
等人(1990)認為聖誕紅原先存在的插穗節位效應，經連續重剪會將成熟組織去除，存留幼

年性組織，而產生復幼性。Hackett(1985)認為番木瓜植株的生理年齡，可由葉部的形態來

加以評估，如隨著每個節位的葉片裂角、葉長及節間長度等的變化而定。而 Katoh 及

Ooishi(2003)則認為，葉片的裂角數目比葉長及節間長度，更適合成為番木瓜株齡的成熟

指標，因為其發育變化較穩定且較不受環境壓力所改變。由於葉片的裂角是位於葉脈伸突

至葉緣處，其形成與番木瓜植株內部生理狀況息息相關。而葉長及節間長度則主要是藉由

細胞加大及增厚所致，而非由細胞的分裂引起(Yamazaki and Harada, 1994)。 
綜合本研究之試驗得知，番木瓜隨株齡增加之節位愈高，其葉片之裂葉脈數較多，

因此由裂葉脈數之多寡，可反應該部位之幼年性程度。而番木瓜之上端側枝之幼年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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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小於下端者；且幼年性程度高的部位，其萌生側枝之扦插發根力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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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dal Aging and Juvenility of 
Papaya (Carica papay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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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degree of juvenility on papaya (Carica papaya L.) 'Tainung No.2' was studied in 
relation to the lateral shoot development and its rooting from cutting.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leaflets in palmate-lobed leaves of papaya increased with nodal aging, which could 
reflect the degree of juvenility in different nodal orders. The rooting of cutting from lateral 
shoot tip of more juvenility had higher rooting percentage. Therefore, the lower lateral shoot 
with more juvenility degree than upper lateral shoot on papaya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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