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久。

三、花徑 11 . 6至 1 2 . 2公分，花朵外形圓

整，花瓣邊緣具有波浪狀皺褶。

四、內外花瓣正面為粉紅色，背面則為淡

黃色；中肋為黃色，明顯且向上挺有

立體感；內花瓣尖端邊緣部份為淡粉

紅色；花喉為淡黃色。

五、花朵數多，一枝花莖上平均有7個以

上花蕾。

展　　望
萱草花蓮1號「粉佳人」是本場育成之第

一個觀賞用品種，適合作成盆栽觀賞，或於露

地花壇栽培。未來將透過技術移轉的方式授權

給業者加以推廣，本場則將繼續研究推出更多

新品種。

▲萱草花蓮1號姿態優雅

▲萱草花蓮1號花朵同時開放

蝴蝶蘭原生種簡介

作者：葉育哲 助理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園藝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00

前　言
蝴蝶蘭花形花色繁多，加上適合擺放室

內且觀賞期長達2個月，深受全球消費者的喜

愛。台灣為世界著名的「蝴蝶蘭王國」，蝴

蝶蘭也是本土農產品中最具競爭力的四大旗

艦產業之一。在全世界蘭花消費量不斷成長

中，2008年自台灣外銷的蘭花金額達新台幣

28.74億元，其中單是蝴蝶蘭一項就佔了75.2

％之多。因為蝴蝶蘭的廣受歡迎使得各國爭相

投入蝴蝶蘭的研究與生產，花卉產業的龍頭-

荷蘭，也積極從事蝴蝶蘭的育種工作，不斷從

台灣搜括種原及雜交瓶苗回荷蘭篩選新品種。

台灣的蝴蝶蘭產業能在國際間發光發熱，所倚

靠的是深厚的育種實力及種原。這些豐富的育

種資源全是經由原生種不斷的培育改良所建

立。蝴蝶蘭屬(Phalaenopsis )的原生種產於熱

帶亞洲國家及太平洋上的幾個大島嶼，分佈的

最北限為台灣及中國雲南；最南到達澳洲；東

邊至巴布亞新幾內亞；最西限則達南印度及斯

里蘭卡。根據分類資料顯示蝴蝶蘭屬約有六十

幾種以上的原生種，其中有2種亦產於台灣，

包括白花蝴蝶蘭Phal. aphrodite (一般常誤植為

Phal. amabilis)，這就是大眾普遍常講的台灣阿

嬤；另1種則是原產於蘭嶼的桃紅蝴蝶蘭Phal. 

equestris。以下則是幾個常被栽植的原生種簡

介。

主要的蝴蝶蘭原生種
1. Phal. amabilis (L.) Bl.

原生範圍廣泛，由菲律賓向南至澳洲昆士

蘭；西邊自蘇門達臘東至新幾內亞。葉片橢圓

顏色翠綠，花梗長度約50～100公分。常常會

有2枝花梗，並有分枝出現，每梗著生花朵15

～20朵，花朵白色。開花期為3～4月，花期

可達2個月。本種為蝴蝶蘭育種上最重要的親

本，具有使雜交後代增加花朵數、雙梗性、良

好的花序排列等優良盆花特性。據統計含有本

種血緣的雜交後裔已達11世代以上(利用本原

生種雜交之F1為第1世代)，已登錄命名的雜交

後代有2萬3千多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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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質光澤。花梗短花數約1～3朵，花朵星形

質地厚且為臘質，花瓣及苞片邊緣常帶有漂亮

的蘋果綠，花朵中央及唇瓣為亮紅色。本種與

Phal. violacea同為蝴蝶蘭中最具濃郁香氣的原

生種，後代也都會遺傳此香味特性。育種上會

遺傳花數少、生長慢且葉片過大的特性，但也

因為能遺傳特殊的美麗顏色而大受趣味育種者

的青睞。本種的雜交達7世代以上，並有3千多

品種登錄。

5. Phal. cornu-cervi (Breda) Bl. & Rchb.f.
原生馬來西亞、印尼蘇門達臘及爪哇、泰

國及緬甸等國家。葉片淡綠色為長橢圓形，葉

長20公分左右。花梗數及長度不一，形狀扁平

且像鹿角故又稱作鹿角蝴蝶蘭，每梗生長2～3

花朵。花朵臘質，形狀為狹長星形，顏色黃綠

帶有褐色斑紋，目前市場上亦有整朵紅褐色的

園藝種出現，唇瓣則為白色。花朵形狀不佳的

特性在育種上會遺傳後代。

6. Phal. equestris (Schauer) Rchb.f.

本種又稱桃紅蝴蝶蘭，原產於菲律賓，台

灣蘭嶼為其分佈的最北界。本種從白色至桃紅

色都有，近幾年更有淡藍色的園藝種出現，顏

色變化較多。植株外形較小，葉片長橢圓形，

葉尖舌形，長度約20公分。花梗長度20～40

公分，常有分枝，每梗著生花數多達20朵以

上。花徑約2.5公分，具有續花性，且花梗頂

端易長高芽。花朵常帶有類似蟑螂的氣味，亦

有具甜香的個體，此氣味特性能遺傳至後代。

本種為小型多花育種最重要的親本，具有遺傳

多梗、多花、亮紅色唇瓣及花朵白邊的特性，

許多白花紅心或黃花紅心品種都帶有本種的血

緣。以本種後裔雜交的世代已有12世代以上，

登錄品種達1萬4千多種。

7. Phal. gigantea J. J. Sm.
原產印尼爪哇、婆羅州及馬來西亞沙巴

▲Phal. equestris

2. Phal. aphrodite Rchb.f.
主要原生於菲律賓民答那峨島、呂宋島及

台灣南部。本種與Phal. amabilis因相當類似，

以致於易造成混淆。原產台灣的本種，民眾常

稱為台灣阿嬤，即因早期分類尚未清楚前將本

種歸類為Phal. amabilis，因此才稱其種名

,

ama
,

唸為同音的「阿嬤」。兩個相似原生種的分辨

方式以唇瓣中間肉瘤形狀區分，本種的肉瘤具

有指狀突起而Phal. amabilis的肉瘤則為全緣盾

形。本種的育種特性與Phal. amabilis相似。其

雜交後裔也達12世代以上，已登錄雜交後代數

量與Phal. amabilis相等。

3. Phal. amboinensis J. J. Sm.

原產於印尼摩鹿加群島及蘇拉維西。本

種一般葉片較大，帶有光澤，花梗較短前端著

生3～5朵花，花徑3～5公分。花朵臘質帶有

同心狀粗斑，底色為白色或黃色，育種上以黃

底色者為親本，其雜交子代較能產生多變的色

彩。本種花朵平整，而且只要保留花謝後的花

梗，幾乎終年可以開花。為選育黃花蝴蝶蘭的

重要親本，且有遺傳花朵平整的特性，但後代

常伴隨花數少且生育慢的缺點。本種在黃花育

種親本所佔比例甚高，產生的後裔已達11世代

以上，已登錄有8千多種。

4. Phal. bellina (Rchb. f.) E. A. Christ.
本種早期被歸類為Phal. violacea，後來分

類學家才將其獨立為一個種。主要原產於馬來

西亞、印尼蘇門達臘及爪哇，葉片大而圓帶有▲Phal. aphrodite

▲Phal. amboinensis

▲Phal. bellina

▲Phal. amabilis

▲Phal. cornu-cer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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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質光澤。花梗短花數約1～3朵，花朵星形

質地厚且為臘質，花瓣及苞片邊緣常帶有漂亮

的蘋果綠，花朵中央及唇瓣為亮紅色。本種與

Phal. violacea同為蝴蝶蘭中最具濃郁香氣的原

生種，後代也都會遺傳此香味特性。育種上會

遺傳花數少、生長慢且葉片過大的特性，但也

因為能遺傳特殊的美麗顏色而大受趣味育種者

的青睞。本種的雜交達7世代以上，並有3千多

品種登錄。

5. Phal. cornu-cervi (Breda) Bl. & Rchb.f.
原生馬來西亞、印尼蘇門達臘及爪哇、泰

國及緬甸等國家。葉片淡綠色為長橢圓形，葉

長20公分左右。花梗數及長度不一，形狀扁平

且像鹿角故又稱作鹿角蝴蝶蘭，每梗生長2～3

花朵。花朵臘質，形狀為狹長星形，顏色黃綠

帶有褐色斑紋，目前市場上亦有整朵紅褐色的

園藝種出現，唇瓣則為白色。花朵形狀不佳的

特性在育種上會遺傳後代。

6. Phal. equestris (Schauer) Rchb.f.

本種又稱桃紅蝴蝶蘭，原產於菲律賓，台

灣蘭嶼為其分佈的最北界。本種從白色至桃紅

色都有，近幾年更有淡藍色的園藝種出現，顏

色變化較多。植株外形較小，葉片長橢圓形，

葉尖舌形，長度約20公分。花梗長度20～40

公分，常有分枝，每梗著生花數多達20朵以

上。花徑約2.5公分，具有續花性，且花梗頂

端易長高芽。花朵常帶有類似蟑螂的氣味，亦

有具甜香的個體，此氣味特性能遺傳至後代。

本種為小型多花育種最重要的親本，具有遺傳

多梗、多花、亮紅色唇瓣及花朵白邊的特性，

許多白花紅心或黃花紅心品種都帶有本種的血

緣。以本種後裔雜交的世代已有12世代以上，

登錄品種達1萬4千多種。

7. Phal. gigantea J. J. Sm.
原產印尼爪哇、婆羅州及馬來西亞沙巴

▲Phal. equestris

2. Phal. aphrodite Rchb.f.
主要原生於菲律賓民答那峨島、呂宋島及

台灣南部。本種與Phal. amabilis因相當類似，

以致於易造成混淆。原產台灣的本種，民眾常

稱為台灣阿嬤，即因早期分類尚未清楚前將本

種歸類為Phal. amabilis，因此才稱其種名

,

ama
,

唸為同音的「阿嬤」。兩個相似原生種的分辨

方式以唇瓣中間肉瘤形狀區分，本種的肉瘤具

有指狀突起而Phal. amabilis的肉瘤則為全緣盾

形。本種的育種特性與Phal. amabilis相似。其

雜交後裔也達12世代以上，已登錄雜交後代數

量與Phal. amabilis相等。

3. Phal. amboinensis J. J. Sm.

原產於印尼摩鹿加群島及蘇拉維西。本

種一般葉片較大，帶有光澤，花梗較短前端著

生3～5朵花，花徑3～5公分。花朵臘質帶有

同心狀粗斑，底色為白色或黃色，育種上以黃

底色者為親本，其雜交子代較能產生多變的色

彩。本種花朵平整，而且只要保留花謝後的花

梗，幾乎終年可以開花。為選育黃花蝴蝶蘭的

重要親本，且有遺傳花朵平整的特性，但後代

常伴隨花數少且生育慢的缺點。本種在黃花育

種親本所佔比例甚高，產生的後裔已達11世代

以上，已登錄有8千多種。

4. Phal. bellina (Rchb. f.) E. A. Christ.
本種早期被歸類為Phal. violacea，後來分

類學家才將其獨立為一個種。主要原產於馬來

西亞、印尼蘇門達臘及爪哇，葉片大而圓帶有▲Phal. aphrodite

▲Phal. amboinensis

▲Phal. bellina

▲Phal. amabilis

▲Phal. cornu-cer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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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線條。具有類似洗衣粉的特別香味。越南

產的原種根為扁型，尼泊爾產地的根則較圓。

近幾年本種在育種上利用甚多，因其獨特的唇

瓣特性能遺傳給後代，可育成玲瓏可愛的特殊

花型。部分產地的原種在夏天時葉片會變黃，

形似生長不良或是感染病毒的不良特性，育種

上也都會有遺傳的情形。

10. Phal. lueddemanniana Rchb.f.

本種分佈於菲律賓的呂宋島至民答那峨

島。葉片鮮綠色帶有光澤，長度20～30公

分。花期主要在春季，花梗長，頂端常會產

生高芽。花朵臘質星形，具有香氣，花朵壽命

長，花徑大小約6公分，顏色為白底帶亮紅色

縞紋，色彩變化差異大。本種色彩豐富且具奇

特斑紋，具有亮紅色的遺傳特點，為蝴蝶蘭紅

花及斑點花等交配的重要親本，但有使後代花

數變少且花形不佳的缺點。本種在12個後裔雜

交世代中已登錄有1萬3千多種品種。

11. Phal. schilleriana Rchb.f.
本種主要原產於菲律賓。植株大，葉片暗

綠帶有銀白色斑點，長度可達20～45公分。

花期在3～4月，花梗幾乎都有分枝，花數多達

50朵以上。花色為淡粉紅色，萼片部分帶有細

小斑點，花徑約6公分。花朵平開具有玫瑰香

氣。育種利用上可增加後代花朵數，並增加角

度較大的花梗分枝，是淡粉紅色花或小斑點花

的重要交配親本。同時也是少數具有濃郁香氣

且多花的蝴蝶蘭原種。在蝴蝶蘭育種紀錄上，

本種的雜交組合數量僅次於Phal. amabil is及

Phal. aphrodite，已有14個世代以上的雜交，

並有2萬種以上的雜交組合。

12. Phal. stuartiana Rchb.f.
本種主要原產於南菲律賓的民答那峨島。

葉片濃綠帶有銀白色斑點，長度可達35公

分。花梗弓狀，長度約60公分，常有分枝，

著生花數多可達30～50朵。花色變化多，有

白色、米色及米黃色等，下萼片下半部帶有

紅褐斑點。花徑約2.5～4公分，花期較Phal. 

schilleriana略早，部分植株花朵具香氣。本種

另一特點為會由根部產生新芽。育種上可以增

洲。葉片厚且碩大，帶有銀灰色，長度可達1

公尺並呈下垂性，故亦稱為象耳蘭。為近年來

深受愛蘭者喜愛的蘭種，但本種生長緩慢，同

時對環境的要求較高較不易栽培。本種喜愛濕

氣較高的生長環境，栽培時用板植方式，能增

加通風而避免葉心積水腐爛。只要通風良好，

較明亮的栽培環境有利於本種的開花。花梗

下垂，長度約40公分，花朵密集輪生20～40

朵。花朵臘質且平整渾圓，花色為淡黃或米白

色並帶咖啡色斑紋。育種上能遺傳渾圓的花型

及特殊的粗斑，一般常見的黑花斑紋特性即來

自於本種。後裔雜交的世代已有8世代以上，

登錄品種達1千8百多種。

8. Phal. lindenii  Loher
主要原生於菲律賓呂宋島的小型種。葉

片長橢圓形，深綠帶有銀色斑點，葉背為暗紫

色。花梗細且下垂，花朵白色帶有淡粉紅色線

條，唇瓣橢圓為桃紅色，花徑約3公分，花期

主要於夏季。本種為育成線條花的重要親本，

但因雜交不易，目前常見的線條花並非遺傳於

本種。本種另一育種上的特點則是取該比例較

大的唇瓣特性，雜交後代在唇瓣上的表現，包

括大小及色彩都非常具有觀賞性。利用本種雜

交的後裔僅有6世代左右，登錄品種380種左

右。

9. Phal. lobbii  (Rchb.f.) Sweet
原產於印度、緬甸、不丹、越南及尼泊

爾。葉片濃綠，呈廣橢圓形，株型小葉長僅

10～15公分左右。花梗直立且短，著生3～6

朵花，花徑約2～2.5公分，唇瓣下垂為倒三角

形。花色為白色，唇瓣為鵝黃色，唇瓣中央有

▲Phal. gigantea

▲Phal. linde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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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後代花朵數及花梗分叉性，具有斑點的個體

可以應用作為斑點花的育種，但其斑點的呈現

會較模糊。黃色花的個體也常被用作黃花育種

親本。在蝴蝶蘭育種紀錄上，本種後裔雜交數

量排名第3位，已登錄的雜交組合有1萬8千多

種以上。

13. Phal. venosa Shim & Fowlie

本種主要原產於印尼蘇拉維西島。葉片

亮綠色，葉長約10～20公分。花梗短約15公

分，花苞呈三角形，單梗著生花數少約2～4

朵。花朵平整臘質，花徑4～5公分，顏色為

深橘色至淺咖啡色，帶有部分黃色小條紋，並

具有濃郁氣味。本種在橘黃花的育種上有傑出

貢獻，具有花朵平整且質地佳的遺傳特點。但

也有使後代的花朵數減少，花朵出現白色空心

的特性。據統計為雜交世代最多的蝴蝶蘭原生

種，共有15世代以上的雜交，已登錄的雜交組

合有1萬8千多種以上。

14. Phal. violacea Witte

原生於印尼蘇門達臘、婆羅洲及馬來半

島。葉片肉質亮綠且具臘質，葉形大而圓，長

度20～30公分。花梗短而無分叉，著生1～2

朵花，梗長10～15公分。花徑5～8公分，花

朵臘質肉厚，帶有濃郁水果香氣。花朵底色有

白色及粉紫色，外緣常有淺蘋果綠顏色，萼片

下半部及唇瓣為洋紅色。本種因顏色鮮豔且具

香味，為趣味育種者喜愛使用的親本，但花梗

縮短、葉片大、生長速度慢等特性會遺傳及洋

紅色無法完全遺傳子代為育種上的缺點。近幾

年亦常見顏色深淺不一的紫藍色園藝種於市面

流通，該類個體為藍色花蝴蝶蘭育種的珍貴種

原。

結　語
蝴蝶蘭的原生種達60幾種，各自具有變

化萬千的顏色及特性。提供了蝴蝶蘭育種家一

個豐富的調色盤，使其能發揮育種的想像力，

培育出各種讓人眼花撩亂的蝴蝶蘭新品種。這

些種原也因此成就了台灣成為享譽全球的蝴蝶

蘭王國。育種時除了以特殊觀賞價值為育種目

標外，更需考慮花朵大小、質地、花色、葉片

大小、花梗數及花梗分枝數等特性。對栽培者

而言，新品種的生育速度、抗病力、催花所需

時間甚至是營養繁殖速度也是他們所關注的特

性。當蝴蝶蘭所能追求的花形花色都到達極至

時，消費者開始要求蝴蝶蘭需有香味，市場上

帶有宜人香氣的品種更能受到民眾的青睞。本

場已著手針對香氣蝴蝶蘭進行雜交選育，倚仗

著轄區內豐富蝴蝶蘭育種資源，並對花朵的香

味作深入分析研究。期望在不久的未來能培育

具有怡人香氣之蝴蝶蘭新品系，充實蝴蝶蘭王

國的產業競爭力。

▲Phal. venosa

▲Phal. violacea

▲Phal. stuart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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