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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根型蘭花初探性研究-臺灣白及的種球

貯存及其再栽植之開花表現 
 
 

謝 孟 哲 1)   陳 麗 如 2)   李 勇 毅 3)   張 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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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及的根莖做為藥材已有 2 千年歷史，但甚少有對於白及屬作為花卉利用

之評估。本研究利用臺灣白及的根莖做為種球貯存的器官進行球根花卉可行性評

估，將秋季落葉後的種球採收後分成三級小：10~19g，中：20~29g，大：30g 以上，

將各級種球放入 15℃與 25℃黑暗乾藏的環境中處理一個月，處理完後以泥炭土:
珍珠石:蛭石 2:1:1 比例再栽植於溫室中。再栽植四個月後調查萌芽出土率與每月

調查新芽數與開花率。15℃各級種球萌芽出土率為 84.6%-95%，25℃各級種球萌

芽出土率為 75%-87.5%。在 15℃溫度處理後種球無新生芽體形成，25℃溫度處理

後可觀察到最多有 2.3 個新生芽體形成，15℃可做為臺灣白及種球貯藏的適溫。25
℃則可做為催芽的適溫，並再栽植四個月時大球有 100%的開花率，可比 15℃提早

一個月開花。本研究顯示台灣白及可經貯藏後再開花，是極具發展成觀賞球根花

卉潛力的臺灣原生蘭花。 
 
 

前   言 

白及屬植物全世界約有 6 種，在臺灣則有臺灣白及 1 種。臺灣白及為白及屬的多年生

草本植物，其廣泛分布於中國南方各省，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 (中國科學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2003；鐘，2008；Wu, 1990)與臺灣全島、蘭嶼、綠島、龜山島等地，臺灣的

海邊至海拔高度 3300 公尺的高山均有被發現並採集的紀錄 (林，2001；Su, 2000)。臺灣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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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喜好生長在陽光直接照射的芒草原內、公路旁、近郊淺山或土石坡上的全日照環境，為

常見的臺灣野生蘭花。常與芒草或其他禾本科植物混生，冬天時地上部會枯萎，但地下根

莖宿存在土壤中過冬 (應，1977；周，1986；林，2001；林，2003；張等，2006；鐘，2008；
鐘，2015)。台灣白及地下根莖呈扁卵球形，直徑為 1-2 cm，寬 6-8 mm，球上面具環帶相

連生於土中部露出，生長型態如薑，而有白薑之俗名 (周，1986)，其肥大的地下根莖可做

為中藥材，其做為藥材已有 2 千年的歷史。現代藥理研究也顯示白及的藥用價值不只具有

傳統功效的收斂止血、消腫生肌 (趙等，2013)之作用，白及根莖內的多醣對止血 (呂等，

2012；董等，2014)、抗菌 (彭等，2013；馬等，2009)、抗腫瘤 (錢等，2005)、抗潰瘍 (武
等，2012)、保護胃黏膜與促進傷口癒合 (邱等，2011 )等都有功效。白及根莖中含有豐富

的白及膠，具有特殊的黏度特性，可作為增稠劑、混懸劑、保濕劑和助乳化劑等 (劉等，

2005)，應用於生物醫藥、保健食品、紡織印染、特種塗料和日用化工等方面，具有很高的

經濟價值 (朱等，2018)。 
台灣白及花為頂生總狀或圓錐花序具 2-6 朵花，花莖長 10-100 cm；花序上具有 3-8 朵

花為由下方逐次開放，每次僅開 1、2 朵盛開。淡紫色、粉紅或接近白色，花徑 2-3 cm，

花瓣及萼片披針形；長 1.5-2 cm；寬 5mm；帶斑點，唇瓣為橢圓形；長 12-15 mm；唇瓣

上突起的 5 條縱脊狀褶片稱龍骨；龍骨尖端黃色；末端白色且具有紅棕色，龍骨之間則布

有紫色或褐斑，花期集中 4-6 月 (應，1977；周，1986；林，1988；林，2003；鐘，2008；
鐘，2015；王等，2017；Wu, 1990)。 

台灣白及具有栽培容易、適應性強等特性，本篇研究試圖將臺灣白及的根莖視為種球

貯藏的器官，進行貯藏條件與再栽植的開花觀察，建立初步的貯藏條件資訊，以供後續台

灣白及做為球根花卉上應用的基礎資料。 
 
 

材 料 與 方 法 

一、試驗材料 
臺灣白及為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花卉實驗室白及屬蒐存植物為材料，臺灣白及於2015

年9月播種於含100 ml培養基，容積為617 ml 蘭花玻璃瓶中，以1/4 MS鹽類基礎培養基培

養。母瓶培養二個月後，繼代於1/2 MS的鹽類基礎培養基中，種植密度為每瓶16株到20株，

瓶苗培養於直射光培養架上溫度25 ± 2℃，光週期12/12hr，光強度約56 μmol．m-2．s-1。培

養三個月後於2016年1月出瓶種植於72格穴盤，出瓶介質為水苔，先將水苔浸泡於500倍市

售Clorox漂白水中三小時，接著利用清水沖洗，浸泡隔夜後使用。在國立中興大學精密水

牆溫室中種植二個月後2016年4月移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改良場魚池分場以遮蔽率

40%黑色遮陰網田間栽培，栽培管理上視天候每週1-2次用水帶澆灌，每兩個月進行除草與

施用花寶二號 (20-20-20)液態肥料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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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試驗方法 
臺灣白及於田間栽培14個月後，於2017年11月萎凋期進行採收，種球基部著生許多不

定根，剪除枯黃的地上部及不定根，以清水清洗種球。採收回實驗室後先以1500倍億力水

溶液浸泡30分鐘。陰乾後依種球重量不同分為大、中、小三級。大種球為30 g之種球，中

種球為20-29 g，小種球為10-19 g。將種球放入牛皮紙袋中分別以乾藏法在15℃及25℃的黑

暗環境下處理一個月。處理一個月後出庫進行新生芽體數的調查，並種回國立中興大學精

密水牆溫室觀察，利用混合介質BVB泥炭苔 (A18014 peatmoss 7H P0351941，荷蘭):珍珠

石 (南海珍珠石4號，臺灣):蛭石 (南海蛭石4號，臺灣) = 2:1:1種植於4寸半的透明白軟盆

中，每個月進行新生芽體數、開花率、萌芽出土率的調查。 
新生芽體數：以肉眼可見之新生芽體進行計算。開花率公式：開花株數/植株總數*100%。

萌芽出土率：抽芽體數/種球總數*100%。 
三、統計分析 

試驗數據採用完全逢機設計 (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 CRD)，使用COSTAT6.1軟
體 (CoHort software, Minneapolis, USA)進行ANOVA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最小顯著差異

法比較各處理數值之5%的顯著差異。 

 
 

結   果 

大、中、小各級種球經15℃及25℃乾藏下處理一個月後，出庫調查新生芽體的數量，

結果顯示在25℃處理組，各級種球均有新生芽體的形成 (圖1)且各級種球與15℃的處理組

相比都具有顯著差異。大種球中有最多2.3個芽體形成，在中種球有1.8個芽體形成，在小

種球有1.8個芽體形成。15℃的處理組在各級種球中均沒有觀察到新生芽體的形成 (圖2C)。
小種球在新生芽體數上，15℃處理組再栽植1個月後調查與25℃處理組間具有顯著差異，

之後的二、三、四個月則無顯著差異，15℃處理組的小種球再栽植一、二、三、四個月後，

分別有1.0、1.2、1.4、1.4個新生芽體。中種球在新生芽體數上，15℃處理組再栽植第一、

二個月後皆與25℃處理組具有顯著差異，第3、4個月則無顯著差異，中種球再栽植一、二、

三、四個月後，分別有1.0、1.1、1.4、1.4個新生芽體。大種球再栽植的一、二、三、四個

月，15℃處理組均與25℃處理組有顯著差異，大種球再栽植一、二、三、四個月後，分別

有1.0、1.2、2、2個新生芽體 (圖1)。 
在萌芽出土率的調查結果中，再栽植四個月後，小種球的萌芽出土率在15℃與25℃的

處理中不具顯著差異，15℃的處理組萌芽出土率為84.6%，25℃的處理組小種球萌芽出土

率為87.5%。中種球的萌芽出土率在15℃與25℃的處理中具顯著差異，25℃的處理組中種

球的萌芽出土率為75%，15℃的處理組中種球萌芽出土率為95%。大種球的萌芽出土率在

15℃與25℃的處理中具顯著差異，15℃的處理組大種球萌芽出土率為95%，25℃的處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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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種球萌芽出土率為75% (表1)。 
在開花率的調查結果中，25℃處理一個月後再栽植四個月的小種球有28%的開花率，

中種球有84.6%的開花率，大種球有100%的開花率。再栽植五個月後小種球有28%的開花

率，中種球有84.6%的開花率，大種球有100%的開花率。15℃處理後再栽植到第五個月後

小種球才有43.7%的開花率，中種球有38.8%的開花率，大種球有100%的開花率，在25℃
處理組再栽培四個月時大球有100%的開花率，比15℃處理組提早一個月開花 (表2)。 

 
 
 

 

圖 1. 不同溫度處理對臺灣白及種植觀察期間新生芽體之影響。 
Fig. 1. Effects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 treatments on the new buds during the replantation of 

Bletilla formosana rhizomes. 
Mean in each column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LSD 
test at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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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不同溫度處理對臺灣白及採收後種球種再栽植之影響。 

(A)15℃處理一個月後的臺灣白及根莖比例尺 = 1 公分；(B)臺灣白及 25℃處理後四

個月大球的開花植株比例尺 = 10 公分；(C)25℃處理一個月後的臺灣白及根莖比例

尺 = 1 公分；(D)15℃處理後五個月的臺灣白及生長狀況比例尺 = 10 公分。 
Fig. 2.Effects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 treatments on re-planting of Bletilla formosana rhizomes. 

(A) Bletilla formosana rhizome of treatment at 15°C after one month. Bar = 1 cm; (B) 
Bletilla formosana flowering plants of the big rhizome 4 months after treatment at 25°C. 
Bar = 10 cm; (C) Bletilla formosana rhizome of treatment at 25°C after one month. Bar = 
1 cm; (D) Bletilla formosana flowering plants of 5 months after treatment at 15°C. Bar = 
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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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溫度處理一個月後對臺灣白及小中大種球的萌芽出土率之影響。 
Table 1.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s on the emergence of Bletilla formosana small, 

medium and large rhizome after one month of treatment. 

Temp (℃) Small rhizome Medium rhizome Large rhizome 

15 
84.6% a 
(22/26) 

95% b 
(23/24) 

95% b 
(23/24) 

25 
 87.5% a z 

(28/32) 
75% a 
(27/36) 

75%a 
(27/36) 

zEmergence was investigated 4 months after treatment. 
 
 
表 2. 不同溫度處理一個月後再栽植四和五個月對臺灣白及小中大種球的開花率之影響。 
Table 2.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s on the flowering rate of Bletilla formosana small, 

medium and large rhizome after four and five month after treatment 1 month. 

z No. of flowering plant / total number of plant*100%. 
 

 
 

討   論 

在球根植物中種球的大小影響了植株是否可以開花。在種球大小未大於一定尺寸時，

即使種球在有利的條件下一樣不能開花。花的品質 (花序數、每個花序的小花數和莖長)往
往會隨著種球大小變大而有促進的效果 (Rees, 1972)。本研究中利用臺灣白及的根莖做為

種球貯存的器官進行球根花卉可行性評估，將秋季落葉後的種球採收後分成三級，小 10-
19 g，中 20-29 g，大 30 g 以上的三級種球，臺灣白及的種球在貯藏一個月後大種球比小

Temp(℃) Size flowering rate z 
Four month after treatment  five month after treatment 

15℃ Small rhizome   0.0% (0/32)   43.7%(14/32) 
 Medium rhizome   0.0% (0/36)   38.8%(14/36) 
 Large rhizome   0.0% (0/90) 100.0%(9/90) 

25℃ Small rhizome  28.0% (7/25)  28.0%(7/25) 

Medium rhizome  84.6%(22/26)   84.6%(22/26) 

Large rhizome 100.0%(11/11)  100.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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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球有較高的開花率 (表 2)。這與前人研究中提到的結果一致。臺灣一葉蘭的栽培的大種

球 (23.3g)比小種球 (11.9g)在 5℃貯藏 8 週後有較高的開花率，可提高 16%的開花率 (李
等，1981)。在清邁粉薑荷花 (Curcuma alismatifolia)也有類似的結果，種球球莖直徑大於

1.5 公分者，萌芽速度比球莖直徑小於 1.5 公分者快，開花期也較早；切花產量、種球產量

均顯著高於球莖直徑小於 1.5 公分者 (許，1996)。 
球根花卉中因有鱗莖 (bulbs)、球莖 (corms)、塊莖 (tubers)、塊根 (tubers roots)、根莖

(rhizomes)等不同形態的種球，形成了貯藏養分的器官也有所差異或因原產地的不同，生

長習性也各有異，種球貯藏的條件也有了極大的差異 (許，2000)。在清邁粉薑荷花的研究

中以較高的溫度 30℃處理ㄧ個月可以達到催芽的效果 (許，1999)。這與本研究表明臺灣

白及在 15℃貯藏條件下貯藏一個月沒有觀察到新生芽體的形成；但在較高的 25℃貯藏可

以觀察到在各級種球中都可以發現新生芽體的出現而在大種球中有最多的 2.3 個芽體形成

相似 (表 1)。 
臺灣白及以25℃貯藏一個月後可以在再栽培四個月後使各級種球有比15℃貯藏一個

月的臺灣白及種球早開花一個月 (表2)，在清邁粉薑荷花 (Curcuma alismatifolia)的研究中

提到12月中旬採收的種球以10℃貯藏四週或15℃貯藏六週可以促進提早開花，30℃處理一

個月可以催芽 (許，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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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rhizome of Bletilla has been used 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near 2000 years, 
but only a few studies focused on the ornamental use of Bletilla.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Bletilla formosana (Hayata) Schltr. rhizome as a storage organ like the bulb 
crop. The rhizomes were harvested during the withering period, then 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sizes: small (10-19 g), medium (20-29 g), and large (30 g up). The rhizomes were stored in the 
dark at 15°C and 25℃ for 1 month. After the storage, they were re-planted in the potting mixture 
(peat moss: perlite: vermiculite= 2:1:1) and cultivated in a greenhouse. After four months of re-
planting, the emergence of shoots from rhizome was 84.6% - 95% in the storage condition of 15
℃, and the emergence of shoots was 75% - 87.5% in the storage condition of 25℃. During the 
storage, a maximum of 2.3 bud formation was observed at 25℃, while no bud formation was 
observed at 15℃. Therefore, 15℃ is a suitable temperature for rhizome storage, and 25℃ can 
be used to force the bud sprouting of rhizome. The rhizome in 25℃  treatment had 100% 
flowering after 4 months of cultivation, and the plants flowered one month earlier than those in 
15℃ treatment.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B. formosana is able to flower after the rhizome 
storage. This character is critical for the cultivation of B. formosana rhizomes as the bulb crop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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