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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 Tara 

 

  

  

  長時間工作、眼睛不適的人看 Tara 會覺得它是

擁有不會褪色的黃色大花。從 Tara 去年 6 月上市就

成功進軍市場，且有一定的市場佔有率。 

大花玫瑰 Tara(最大直徑 10 公分)的優勢是它很長、

莖 80 至 90 公分、而且觀賞期長(切花後 13 天至 16

天)。玫瑰 Tara 開花速率較慢，非常適合出口。它

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長出芽是非常漂亮的直線、可長

至 5 公分以及捲曲花瓣、緊湊的排列以及美麗的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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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去年一年，玫瑰銷量從原本的每月 6 萬支增加

到 60 萬支以上，在 2007 年的銷量約 200 萬支，在

今年的前六個月，玫瑰 Tara 以銷售超過 300 萬支。

若玫瑰 Tara 以這樣的銷售的速率，在不久以後說不

定能趕上第一名的黃玫瑰 Ilios。我們可以說玫瑰

Tara 是成功進軍市場。 

  

  玫瑰 Tara(VBN- product code 100254)全年可在

花卉拍賣市場購得。 

  

  

資料來源︰ 

http://www.flowercouncil.org/uk/flowers_plants/product_news/flowers/2008

/f10NL_rosatara.asp

  

  

  

聖誔紅 ‘黃袓’ ‘Yellow Ancestor’ 

 

申請者及品種來源 

1. 植物種類：聖誔紅 

2. 品種名稱：‘黃袓’ ‘Yellow Ancestor’ 

3. 育種家：國立中興大學  

                    朱建鏞 老師〈園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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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有權者：國立中興大學 

5. 權利期間：自中華民國 092 年 08 月 15 日至 117

年 08 月 14 日 

6. 權利狀態：存續中 

  

特徵 

 1. 苞葉： 長橢圓形，葉尖銳尖形，基部鈍形，無

鋸齒，厚度厚，黃白色（RHS 10C），無雜色。  

2. 株型： 開張型，株高中等。  

3. 枝條： 分枝性中等，節間長度中等，一年生，

枝條粗細中等、淺綠色。 

4. 棄片： 橢圓形，鋸齒淺、數量少；葉銳形，葉

基圓形，葉片寬度、長度及厚度中等，葉表與葉背

具絨毛；葉片綠色，苞葉下位葉片轉色程度中等；

葉柄長度及粗細中等，淺綠色。  

5. 花序： 單苞葉，縱徑及橫徑大。  

6. 小花： 數量中等，長度及寬度中等，柱頭黃白

色，花絲黃白色，花梗淺綠色。 

7. 耐寒性、耐熱性、抗蟲性與抗病性中等。 

  

  

資料來源︰國立 中興大學園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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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紅 ‘中興 5 號-嫦娥’ ‘CHU5-GDSMN’ 

 

   

 

  

申請者及品種來源 

1. 植物種類：聖誔紅 

2. 品種名稱：‘中興 5 號-嫦娥’ ‘CHU5-GDSMN’ 

3. 育種家：國立中興大學  

                    朱建鏞 老師〈園藝系〉 

4. 所有權者：國立中興大學 

5. 權利期間：自中華民國 095 年 04 月 06 日至 120

年 04 月 05 日 

6. 權利狀態：存續中 

  

特徵 

1. 株型：開張性，株高中性。  

2. 枝條：分枝性中等，節間長度中等，一年生枝條

粗細中等，淺綠色。  

3. 葉片：橢圓形，無扭曲，葉緣中鋸齒、表現量中

等，葉尖銳尖形，葉基鈍形，葉長度短，寬度、厚

度中等，葉表、葉背均具絨毛，分別呈深綠色及綠

色，苞葉下位葉片轉色程度中等；葉柄粗細及長度

中等，淺綠色，落葉性中等。 

4. 花序：單苞葉，縱徑、橫徑中等。  

5. 苞葉：葉表黃白色(RHS 10B)，葉背黃白色(RHS 

10C)，橢圓形，淺鋸齒，無扭曲，葉尖銳尖形，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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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鈍形，苞葉長度、寬度、厚度中等，苞葉柄長度

中等，葉數中等。  

6. 小花：數量多 ，花長度、寬度中等，柱頭淺粉

色，花絲黃白色，花梗長度短、淺綠色。  

7. 開花期：中。 

  

  

資料來源︰國立 中興大學園藝系 

   
   
   
   
   

98 年度水稻良質米推薦品種一覽表 

項次 品種名稱 備註(推薦適合種植期作及地區) 

1 臺稉 2 號 全台第 1、2 期作良質米適栽區。 

2 臺稉 5 號 全台第 1、2 期作良質米適栽區。 

3 臺稉 8 號 全台第 1、2 期作良質米適栽區。 

4 臺稉 9 號 全台第 1、2 期作良質米適栽區。   

5 臺稉 14 號 全台第 1、2 期作良質米適栽區。 

6 臺稉 16 號 全台第 1、2 期作良質米適栽區。 

7 臺農 71 號 

適台南（含）以南地區第 1 期作良質

米適栽區及全台第 2 期作良質米適栽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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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桃園 1 號 全台第 1、2 期作良質米適栽區。 

9 臺南 11 號
適苗栗(含)以南及花東地區第 1、2 期

作良質米適栽區。 

10 高雄 139 號 全台第 1、2 期作良質米適栽區。 

11 高雄 145 號
適新竹(含)以南及花東地區第 1、2 期

作良質米適栽區。 

12 臺東 30 號 

全台第 1 期作良質米適栽區及臺東、

嘉義、花蓮地區第 2 期作良質米適栽

區。 

13 臺中秈 10 號 全台第 1、2 期作良質米適栽區。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0811181642517055.doc  

   
  
 

 

電話：02- 3366 4770 
傳真：02- 2365 2312 
本版網址：http://e-seed.agron.ntu.edu.tw/0090/1009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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