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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至今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民眾依靠傳統藥物來做疾病治療與保健，這些藥物絕大部

分來自植物。近年來，許多以開發國家亦極重視植物藥的利用。長期以來，藥用植物

被從原生地大量且放縱的採擷，物種正快速減滅中。為了避免珍貴的植物資源因為濫

採而滅絕，國家公園內許多的保護區內，禁止非法採摘藥用植物。民國 93 年七二水

災後，政府封山政策與交通不便使許多山地更不易到達，若干中草藥植物的人工栽培

更有其需求。 

至今，台灣民間或研究單位曾研究過其組織培養流程的作物如：黃耆、人參、當

歸、三島柴胡、高氏材胡、石斛（霍山、鐵皮、白花、黃花、金釵、櫻、雜交種）、

陰地蕨、大小薊、奶薊、一點簧、台灣槲寄生、桑寄生、紫錐菊、海埔姜、白芷、白

芨、海芙蓉、半夏、台灣龍膽、延胡索、輪葉沙參、台灣金線連、高雄金線連、綬草、

長柄千層塔、山葡萄、青脆枝、紅豆杉、黨參、丹參、金絲桃、板藍根（馬藍、菘藍）、

八角蓮、山藥、薏苡、甜菊、湖北貝母、雙鋸齒葉玄參、薑花等等，至少 48 種以上，

中國大陸則報導至少已達 100 種以上。就台灣耕地位置而言，其中有些栽培困難度很

高的如人參、當歸、黃耆、台灣槲寄生、台灣龍膽、延胡索、長柄千層塔、貝母等等，

即使有組織培養苗，仍須極度謹慎進行有機栽培。 

有的則涉及較高層次的組織培養與專利技術，例如以紫杉醇治療卵巢癌及乳癌

等，約需 7 株 100 年生紫衫的樹皮去提煉約 2 克的紫杉醇，才足夠一個癌症病人的需

要（蔡等，2003）。這種材料生產緩不濟急，與有機農業的距離較遠。又如日本養樂

多公司在台委託農民生產青脆枝，用以提煉喜樹鹼，這對有機農業的幫助亦少，因為

萃取流程及產品（抗癌藥劑）行銷與生產者利益相距甚遠。 

不只華人地區使用中草藥，近年來歐美的重視亦加速中草藥植物的過度採集與基

原植物的混亂，甚至矇騙。根據新華社 2004 年 6 月 1 日電，標題「假劣中葯材難倒



老中醫」，「不少老中醫感嘆：過去三五服中葯下去療效就會顯現出來，現在有時用上

十服八服療效也不明顯。實際上，部分中葯材、中葯飲片質量下降，已經成為目前影

響中医療效和群眾用葯安全的一個重要因素」（摘自中國大陸中藥管理局網站）。 

這股中草藥熱潮引起許多正在徬徨要種什麼的台灣農民想栽培中草藥植物，如果

能取得正確的基原中草藥植物，利用嚴格的有機栽培生產，加上少量多樣化，仍有機

會區隔自大陸進口的低價、品管不一低價藥材。為此，利用組織培養方法提供品種正

確的優良大量種苗是重要的基礎工作。 

為符合本研討會目的，上述各種中草藥植物組織培養方法，請參考各大學、研究

單位、農業改良場等的研究成果。本篇擬偏重於已經準備購買組織培養苗來從事有機

栽培時，或者準備自行生產組織培養苗或無性繁殖時，應注意的事項。 

 

二、瓶苗的選擇 

以金線連瓶苗生產為例，一般業者將種子無菌播種後約 3 個月的小苗作為母瓶，

一方面切下頂端生產定瓶，一方面將嫩莖用來誘導新的側芽，如此不斷循環約若干

次，但沒有人真的去了解越後來生產的定瓶瓶苗，出瓶後的生長勢變化如何？以下為

若干值得注意的事項。 

1. 繁殖代數 

以草莓‘Gorella’ 與 ‘Belrubi’為例，經過 18 次增殖而來的草莓苗，田間生長普遍

較容易感病，而且‘Gorella’容易提早老化(Rancillac and Nourisseau, 1989)。研究顯示繼

代超過 15 次以上的草莓組培苗生產的果實品質普遍變差。這種現象可能是繼代過程

中有遺傳變異發生，或是繼代過程中有基因陸續發生後遺傳改變(epigenetic change)導

致有的基因關閉功能。因為繼代次數過多而導致瓶苗品質不良，這方面極難由瓶苗植

株外觀判斷，要找有信用的種苗商，做事前的溝通與協定。 

2. 玻璃質化作為母瓶後苗生產為例 

植株玻璃質化(hyperhydricity, vitrification)會出現如浸水狀、半透明光滑之外觀，

尤其葉片捲曲、肥厚,顏色也異於正常植株 (Marianne et al.,1997)。柵狀細胞分化少或，

無海綿細胞間隙大，氣孔較大，葉綠體內澱粉粒多、葉綠餅密度低 (Fontes, et. al., 

1999)，葉片乾重少。酚類化合物減少，抗氧化酵素活性低,顯示處於近似氧化逆境中

(Franck, et al., 1995)。 



外在影響因子包括培養基與環境等，植物生長調節 cytokinin 濃度愈高，玻璃質

化愈容易發生；降低 NO3-/NH4+比例，亦容易發生玻璃質化 (Tsay, 1998)。培養環境

高溫與容器內高濕度，也易引起玻璃質化(Richerd et al., 1991)。選用較低節位組織為

培植體亦易造成玻璃質化(Thomas et al., 2000)。控制辦法為減低上述組織培養條件都

有助於改善玻璃質化現象。最好預防之，因為一旦植株玻璃質化現象出現，要恢復正

常並不容易，而且通常效果不佳不完全，稍一不慎又會出現，購買瓶苗時應仔細看清

楚。 

改善通氣是最有效，副作用（例如植株生長抑制）又少的方式，以往不易做到，

現在只要貼 2-3 層 3M 透氣膠帶（可高溫滅菌）即可置於一般室外，透氣、省錢又不

會被微生物污染。 

3. 徒長 

由於瓶苗培養場地光線不足或培養基氮素過高導致徒長，通常可見葉面積過大或

下垂、葉柄過長、根數稍不足等。  

4. 養分耗盡 

由於定瓶內苗數過多，彼此競爭導致養分不足，瓶苗處於飢餓狀態，這種現象尤

其容易發生在瓶內苗數過多，定瓶後期出現瓶苗缺磷等；或者待售時間太久導致養分

耗盡、老化嚴重。這些瓶苗外表常出現下位葉枯黃，新葉小型化、莖頂節間明顯變小、

莖心漸趨壞死、根尖停滯生長等現象。由於中草藥植物種類繁多，許多組織培養苗備

而代售的情形很容易發生養分耗盡的情形。 

 

三、組織培養苗與親本材料的形態異同 

中草藥植物組織培養已漸漸由草本植物向木本植物開發，親本材料的選取、組織

培養苗形態差異或扦插苗形態差異等增加許多需注意的地方。 

1. 生物年齡與植株形態 

就多年生的木本植物而言，有些人會誤以為取樹梢的幼嫩枝條或頂芽來進行無性

繁殖是最好的，其實不然；那些部位剛好是生物年齡(biological age)最老的地方，已

經失去幼年性(juvenility)，它的發根能力很差，經常需要連續繼代很多次以後才會有

較好的地上部無性繁殖能力，發根能力也才會獲得改善，亦即其恢復了幼年性。 

多年生的木本植物的外觀形態經常有幼年期、轉換期與成熟期之別，必須加以注

意。例如有些針葉樹幼年期的葉梢長得較尖銳，而成熟期則變得較扁平化；有些柑橘



類幼年期枝條刺較多、開花少而且果實偏酸，而成熟期相反。所以，當你利用無性繁

殖方式，生產了一堆木本中草藥幼苗時，不但要注意品種有沒有弄錯（即要

true-to-name），亦應注意材料的生物年齡與外觀形態對不對（即要 true-to-type）。 

因此，為了大量無性繁殖，我們需要幼年期材料，經常是較基部的新芽才是我們

要的材料。但有足夠藥性成份的中草藥植物經常是已經達到成熟期的植株，甚至要經

過一段時間的逆境，我們必須在其中間取得平衡點，才能增加利潤。 

2. 鑲嵌體 

有些植物不是單的一個基因型，而是像獅身人面獸一樣，是兩種個體融合在一起

的，這種我們稱為鑲嵌體(chimera)，這種鑲嵌體植物可經由人為方式製作之，例如龍

葵與蕃茄(Jones, 1969)。 

進行無性繁殖時，有時會發現鑲嵌體的存在，例如莖部表皮為無刺的基因型而內

部卻是有刺的基因型，當你不透過已有芽體的部位（例如頂芽或側芽）進行無性繁殖，

而是利用不定芽方式（沒有既成的生長點，通常例如葉片、節間、根）進行無性繁殖

時，可能會得到的是莖部有刺的個體，因為新形成的生長點來自有刺的基因型部位，

斑葉植物亦常出現類似情形。因此，為避免類似困擾，當你有適當的中草藥植物要無

性繁殖時，最好採用帶有既成芽位的材料繁殖之，雖然速度稍慢，但不容易有變異。  

3. 病毒與內生菌的感染    

利用生長點培養去除病毒或內生菌等，以達到組培苗恢復旺盛生長能力，增加產

量為眾所皆知的方法，例如草莓、康乃馨、馬鈴薯、甘藷等等都有很好的評價。但去

病毒或內生菌等對中草藥植物的結果如何？並沒有被特別注意過。再次就 true-to-type

而言，以聖誕紅為例（朱，1998），會分枝的聖誕紅才有商品價值，聖誕紅植株分枝

性可以分為易分枝(free-branching)和難分枝(restricted-branching)兩大類，而且分枝特

性可以經由嫁接感染到不分枝的品種，就某些角度而言，我們欣賞的聖誕紅是病態

美。Abad 等(1997)發現引起分枝是因為菌質的存在，而且可能多達 4 類的菌質。另外，

實生苗的不分枝很差，沒有商品價值，而四倍體植株之分枝性也比較差。 

因此，進行中草藥植物無性繁殖時，植物與病原菌交感反應也可能會是外觀形態

觀察上的重點之一，很多中草藥植物都還處於初期研究階段，帶有內生菌的狀況並不

清楚。 

4. 多倍體化 

通常以 4 倍體化為較常見，一般多倍體化植株常呈現植株巨大化，營養生長期延



長，花朵數減少，花器變大，果實數減少而變大，這也是進行中草藥植物無性繁殖時，

應加以觀察注意之處。 

其他會影響外觀形態觀察結果的因素如栽培管理、一般病蟲害感染等，在此未加

以討論。 

 

四、單株選拔維持—以紫錐菊為例 

很多中草植物為異交作物，單株間形態與成份差異很大，好的單株有賴研究單位

等無性繁殖之，以紫錐菊為例。 

紫錐菊（Echinacea spp.），又稱松果菊，紫錐菊為多年生草本，原產於北美洲中

西部，在美國為極受視的藥用植物之一。1997 到 2000 年內，紫錐菊為全美藥用植物

及保健產品的第 4 名。北美原住民常利用紫錐菊植物體之不同部位，來預防與治療許

多不同的疾病，如蛇毒或蟲咬傷、感冒、喉痛等。 

在許多紫錐菊體內的有效成分中，以 echinacoside 及 cichoric acid 為紫錐菊主要

具有藥理活性的成份。在商業生產上，含有 2.2%以上的 Cichoric acid 為最低的標準。

由於紫錐菊是常異交作物，我們期望能篩選出此兩種有效成分含量高的植株，觀察是

否能進行微體繁殖，生產品質均一的種苗，作為優良農業操作流程(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的起步。本系陳宗禮教授利用 HPLC 分析 960 株以上田間栽培植株的有效成

分含量，篩選出有效成分高於商業使用標準，至開花後確定植株的總生物量大的植株

個體。共選得 17 個優良單株。利用其未完全展開幼葉，進行芽體誘導。希望能獲得

大量優秀單株的無菌苗。 

用此 17 株的葉片經表面消毒後，培養於添加 0.1 mg/l BA 與 0.1 mg/l NAA 的

2/3MS 培養基，誘導不定芽，5 週後得到高約 1.5 公分的芽體。如此僅能獲得較少量

的不定芽體。再將此芽體培養於含 0.1 mg/l BA 的培養基，2 週後可以迅速獲得較大量

的苗。17 個優良單株（cichoric acid 含量均高於 2.2% ），僅品系 7 尚未能分化出不定

芽。結果顯示研發的組織培養流程的有效率達 94%。 

這些可以利用組織培養量化的單株，經過重新種植組培苗於田間後，採樣做 DNA

分析。有的品系田間組培苗 DNA 與親本 DNA 相似度達 100%，顯示我們的組織培養

流程適合生產某些優秀單株組培苗，供應田間生產。 

 

 



五、封閉系統一定要無菌嗎？ 

未來的組織培養系統一定要無菌嗎？某些菌類可以讓瓶內植物生長在稀薄養分

中，如無菌瓶內火鶴花、甘藷、草莓等與菌根菌共生等，這些應用可以減少培養基成

本、減低雜菌污染與提高出瓶後成活率等。目前仍有應用困難，植物與微生物對養分

濃度的需求差異達 10-100 倍，培養瓶內一種培養基濃度通常只有利於其中一方的生

長。 

許多中草藥植物的組培苗生產已不是問題，例如金線連瓶苗。出瓶後的無污染栽

培才是問題！利用簡化生物項目（如網室栽培）的封閉式栽培法（非無菌系統），可

長達 180-360 天以上，不施肥、不噴藥、不澆水，如果中繼加肥料與水分，可維持更

久。封閉系統內可滿足有機栽培與省工要求，也可用來釐定特定環境對有效成份的提

升效果。 

 

※以上圖表均暫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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