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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郭華仁 

執行編輯：謝舒琪 

台灣大學農藝學系種子研究室 

種苗品種  

•  粗肋草‘銀河美少女’  

• 粗肋草‘天使’ 

• 蔬菜、花卉品系展示會 

  

粗肋草粗肋草粗肋草粗肋草‘銀河美少女銀河美少女銀河美少女銀河美少女’  

 

  申申申申請者及品種來源請者及品種來源請者及品種來源請者及品種來源 

1. 植物種類：粗肋草（Aglaonema spp.） 

2. 品種名稱：銀河美少女（Silver Beauty） 

3. 申請者：國立臺灣大學 代表人：李嗣涔 

4.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5. 電話：(02)3366-2000 

6. 品種來源：以銀河（‘Galaxy’）品種為種子親，

以美少女(‘Silver Bay’) 品種為花粉親進行雜交選

育而得。 

7. 育種者：葉德銘 

  

檢定機構及人員檢定機構及人員檢定機構及人員檢定機構及人員 

1. 檢定機構：國立臺灣大學園藝學系 

2. 檢定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園藝學系精密溫室 

3. 海拔高度：1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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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試驗調查者：葉德銘、郭倩妤、褚昱均 

5. 電話：(02)3366-4858 

  

育種歷史育種歷史育種歷史育種歷史 

時間（年份） 項目 地點 說明 

1999 起 蒐集親本 臺大園藝系 蒐集市面流通品種。 

2003 

  

雜交授粉 

  

臺大園藝系 

  

雜交組合以銀河品種為母本，美

少女品種為父本。 

2003-2006 

  

實生苗選

拔、扦插繁殖 

臺大園藝系 選育優良性狀之實生苗，以頂稍

進行扦插繁殖。 

2006-2008 觀察比較試

驗 

臺大園藝系 於溫室內定植扦插繁殖苗及對照

品種，進行比較試驗。 

  

可區別性可區別性可區別性可區別性 

性狀 申請品種  

（銀河美少女） 

對照品種  

（銀河） 

株型 叢生 單莖直立 

叢生之基部芽數 少 無 

葉尖突起 長 中 

葉面主要顏色(RHS 色票編號) 綠（137A） 綠（138A） 

葉背主要顏色(RHS 色票編號) 黃綠（144A） 綠（138B） 

葉面中肋顏色(RHS 色票編號) 灰綠（191A） 灰綠（191D） 

葉背中肋顏色(RHS 色票編號) 黃綠（144A） 綠（138B） 

葉面側脈顏色(RHS 色票編號) 綠（137A） 綠（138A） 

葉背側脈顏色(RHS 色票編號) 黃綠（144A） 綠（138B） 

葉面近中肋條帶顏色(RHS 色票編

號) 

灰綠（191A） 灰綠（191D） 

葉柄長度 短 中 

葉柄主要顏色 黃綠（144A） 黃綠（143C） 

葉鞘形式 長度長，先端開口 長度長，先端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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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閉合、邊緣為薄

膜狀 

不閉合、具尖耳狀

突起 

  

一致性一致性一致性一致性 

2006-2008 年在溫室內經過大量的扦插繁殖試種，其個體之間之表現仍然相

同，無異型株，符合一致性。 

  

穩定性穩定性穩定性穩定性 

2006-2008 年在溫室內經過重複的扦插繁殖試種，其外表性狀維持不變，無異

型枝 ，符合穩定性。  

  

• 品種特性概要品種特性概要品種特性概要品種特性概要 

一、株型為叢生型，叢生之基部芽數少。株高高，主莖直徑粗。  

二、葉呈橢圓形。葉片長度長，葉片寬度中等，葉尖突起長。葉面主要顏色、

葉面側脈顏色為綠色(RHS 137A)。葉面中肋顏色為灰綠色(RHS 191A)；葉背

主要顏色、葉背中肋顏色及葉背側脈顏色為黃綠色(RHS 144A)。葉緣無鑲邊。

葉面無斑點、斑塊和羽毛狀條紋分佈。葉面近中肋灰綠色條帶分佈中等，無

遠中肋條帶分布。葉柄短，單色為黃綠色（RHS 144A）。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園藝系 

  

  

  

粗肋草粗肋草粗肋草粗肋草‘天使天使天使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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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申申申請者及品種來源請者及品種來源請者及品種來源請者及品種來源 

1.植物種類：粗肋草（Aglaonema spp.） 

2.品種名稱：天使（Angel） 

3.申請者：國立臺灣大學 代表人：李嗣涔 

4.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5.電話：(02)3366-2000 

6.品種來源：以箭羽 (‘Curtisii’)品種為種子親，以

‘Angel Delight’品種品種為花粉親進行雜交選育而

得。 

7.育種者：葉德銘 

  

檢定機構及人員檢定機構及人員檢定機構及人員檢定機構及人員 

1.檢定機構：國立臺灣大學園藝學系 

2.檢定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園藝學系精密溫室 

3.海拔高度：10 公尺 

4.試驗調查者：葉德銘、郭倩妤、褚昱均 

5.電話：(02)3366-4858 

  

育種歷史育種歷史育種歷史育種歷史 

時間（年份） 項目 地點 說明 

1999 起 蒐集親本 臺大園藝系 蒐集市面流通品種。 

2003 

  

雜交授粉 

  

臺大園藝系 

  

雜交組合以箭羽品種為母本，

‘Angel Delight’為父本。 

2003-2006 

  

實生苗選拔 

扦插繁殖 

臺大園藝系 選育優良性狀之實生苗，以頂

稍進行扦插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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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8 觀察比較試驗 臺大園藝系 於溫室內定植扦插繁殖苗及對

照品種，進行比較試驗。 

  

可區別性可區別性可區別性可區別性 

性狀 申請品種  

（天使） 

對照品種  

（箭羽） 

葉面主要顏色(RHS 色票編號) 綠（137A） 黃綠（147A） 

葉面中肋顏色(RHS 色票編號) 綠（137A） 黃綠（147A） 

葉背中肋顏色(RHS 色票編號) 白（155A） 黃綠（146B） 

葉面側脈顏色(RHS 色票編號) 灰綠（191B） 灰綠（194A） 

葉面主要斑點或斑塊分佈情形 不含中肋 無 

葉面主要斑點或斑塊分佈密度 中 無 

葉面主要斑點或斑塊大小 中 無 

葉面主要斑點或斑塊顏色 黃綠（150A） 無 

葉面次要斑點或斑塊分佈情形 整葉身皆有 無 

葉面次要斑點或斑塊分佈密度 疏 無 

葉面次要斑點或斑塊大小 小 無 

葉面次要斑點或斑塊顏色 黃綠（154C） 無 

主要羽毛條紋顏色(RHS 色票編號) 灰綠（191B） 灰綠（194A） 

次要羽毛條紋顏色(RHS 色票編號) 灰綠（191B） 灰綠（194A） 

葉柄主要顏色(RHS 色票編號) 白（155A） 黃綠（147B） 

葉柄次要顏色(RHS 色票編號) 黃綠（143A） 黃綠（147A） 

  

一致性一致性一致性一致性 

• 2006-2008 年在溫室內經過大量的扦插繁殖試種，其個體之間之表現仍然相

同，無異型株，符合一致性。  

  

穩定性穩定性穩定性穩定性 

2006-2008 年在溫室內經過重複的扦插繁殖試種，其外表性狀維持不變，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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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枝，符合穩定性。  

  

• 品種特性概要品種特性概要品種特性概要品種特性概要 

一、株型呈單莖直立，植株高度高。主莖直徑粗。  

二、葉形為橢圓形，葉片長度長、葉片寬度寬，葉尖中度突起。葉面主要顏

色及葉面中肋顏色為綠色(RHS 137A)，葉面側脈顏色為灰綠色(RHS 191B）；

葉背主要顏色及葉背側脈顏色為黃綠色(RHS 146B)，葉背中肋顏色為白色

(RHS 155A)。葉緣無鑲邊。葉面主要斑點或斑塊分佈情形不含中肋，次要斑

點或斑塊分佈情形整葉身皆有。葉面主要及次要灰綠色羽毛狀條紋均由中肋

延伸。葉面無近中肋或遠中肋條帶分布。葉斑穩定程度強。葉柄長度短，葉

柄複色主要為白色(RHS 155A)，葉鞘邊緣為薄膜狀。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園藝系 

  

  

  

  

蔬菜蔬菜蔬菜蔬菜、、、、花卉品系展示會花卉品系展示會花卉品系展示會花卉品系展示會 

  

活動名稱：行政院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蔬菜、花卉品系展示會 

活動地點：台中縣新社鄉大南村興中路 46 號 

     種苗改良繁殖場 品種改良科 田間鋼棚 

活動日期：97 年 9 月 18 日（星期四） 

     早上 9 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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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蕃茄、南瓜、苦瓜、彩葉芋、彩色海芋、孤挺花 

     品系展示及講解。 

聯絡人及電話：廖文偉先生 (04)2582-5459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電話：02- 3366 4770 

傳真：02- 2365 2312 

本版網址：http://e-seed.agron.ntu.edu.tw/0085/1008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