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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苗法規    

• 農糧署公告預告：朵麗蝶蘭、粗肋草、酪梨、蝴蝶蘭品種權核准公告；落花生、

大豆及紅豆為適用種苗法；其他 

• 加拿大國家種子論壇討論品種名稱  

• 歐盟植物品種局的新標章 

  

  

  

  

農糧署公告預告：朵麗蝶蘭、粗肋草、酪梨、蝴蝶蘭品種權核准公告；落花生、大豆

及紅豆為適用種苗法；其他  

  

  

朵麗蝶蘭品種權核准公告： 

‘龍樹楓葉’  

    農糧署於 11 月 27 日公告核准朵麗蝶蘭 ‘龍樹楓葉’ (‘Dragon Tree Maple’) 植物品

種權。此品種由 王碧江 先生/女生 所提出，權利期間為 2008 年 11 月 27 日至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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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1 月 26 日。 

  

  植株中型，葉片呈長橢圓形。總狀花序，長度中。花梗為單梗，總花數約 11 朵。

正面為橫橢圓形，側面平展，橫徑約 9.5 公分。上萼瓣為白色(RHS 155C) ，具紫色

斑紋(RHS 78A)，橢圓形。下萼瓣為白色(RHS 155C)，具深紫紅色斑紋(RHS 71A)。

翼瓣為白色(RHS 155C) ，具紫色斑紋(RHS 78A)，半圓形，重疊，與上萼瓣間呈 O

形，縱斷面形狀平直，橫斷面形狀平。唇瓣中央裂片基部顏色呈黃色(RHS 6B)、頂部

呈淺紫紅色(RHS 74C)、基部具紫紅色斑紋(RHS 60B)，頂部具紫紅色斑紋(RHS 60B)；

中央裂片形狀菱形、頂端形狀呈捲鬚形；側裂片之形狀為第五型，側裂片之彎曲程度

為第二型；具鬚；肉瘤形狀呈馬蹄狀。唇瓣中央裂片與肉瘤下方互相擠壓岔開。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081127179277055.DOC

  

  

‘嘉大露西’  

    農糧署於 12 月 8 日公告核准朵麗蝶蘭 ‘嘉大露西’ (‘NCYU Lucy’) 植物品種權。

此品種由 國立嘉義大學 所提出，權利期間為 2008 年 12 月 8 日至 2028 年 12 月 7 日。 

  

  植株大型，葉片呈長橢圓形。複總狀花序，長度中。花梗為單或雙梗，總花數約

10 朵。正面為橫橢圓形，側面內捲，橫徑約 7.6 公分。上萼瓣為紫色(RHS 78A) ，具

白色斑紋(RHS 155C)，橢圓形。下萼瓣為紫色(RHS 78B) ，具深紫紅色斑紋(RHS 

71A)。翼瓣為紫紅色(RHS 74B) ，具白色斑紋(RHS 155C)，半圓形，分開，與上萼瓣

間呈 U 形，縱斷面形狀內捲，橫斷面形狀凹形。唇瓣中央裂片基部顏色呈深灰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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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S 187B)、頂部呈灰紫色(RHS 187C)、基部具黃色斑紋(RHS 6A) 、頂部具白色斑

紋(RHS 155C)；中央裂片形狀半圓形、頂端形狀呈倒勾形；側裂片之形狀為第五型，

側裂片之彎曲程度為第二型；具鬚；肉瘤形狀呈 V 形。上萼瓣頂端形狀有突起。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081291435585795.DOC

  

  

‘台霖甜心’  

    農糧署於 12 月 8 日公告核准朵麗蝶蘭 ‘台霖甜心’ (‘Lady N16’) 植物品種權。此

品種由 台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提出，權利期間為 2008 年 12 月 8 日至 2028

年 12 月 7 日。 

  

植株大型，葉片呈橢圓形。總狀花序，長度中。花梗為雙梗，總花數約 16 朵。正面

為橫橢圓形，側面平展，橫徑約 9.1 公分。上萼瓣為紫紅色(RHS 74B) ，具白色斑紋

(RHS 155C)，橢圓形。下萼瓣為紫色(RHS 78B)，具深紫紅色斑紋(RHS 60A)。翼瓣為

紫色(RHS 78B)，具白色斑紋(RHS 155C)，半圓形，重疊，與上萼瓣間呈 O 形，縱斷

面形狀平直，橫斷面形狀平。唇瓣中央裂片基部顏色呈深紫紅色(RHS 71A)、頂部呈

深紫紅色(RHS 72A)；中央裂片形狀呈倒三角形、頂端形狀呈倒勾形；側裂片之形狀

為第五型，側裂片之彎曲程度為第二型，具鬚；肉瘤形狀呈塊狀。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08129151658705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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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肋草品種權核准公告： 

‘銀羽’  

    農糧署於 12 月 2 日公告核准 粗肋草 ‘銀羽’ (‘Silver Wing’) 植物品種權。此品種

由 農委會農糧署 所提出，權利期間為 2008 年 12 月 2 日至 2028 年 12 月 1 日。 

  

  株型呈單莖直立，植株高度高 。主莖直徑粗。葉形為橢圓形，葉片長度長，葉

片寬度寬。葉面主要顏色綠色(RHS 137A)，葉面中肋、側脈顏色為灰綠色(RHS 191A、

RHS 191D)；葉背主要顏色、葉背中肋及側脈顏色為黃綠色(RHS 146B)。葉緣無鑲邊。

無葉面主要、次要斑點或斑塊分佈。葉面主要及次要灰綠色羽毛狀條紋均由中肋延

伸。葉面近中肋條帶分佈中等，無遠中肋條帶分佈。葉柄長度短，葉柄複色，主要為

黃綠色(RHS 144B)。 

  

  

‘迷彩’  

    農糧署於 12 月 2 日公告核准 粗肋草 ‘迷彩’ (‘Mimic’) 植物品種權。此品種由 農

委會農糧署 所提出，權利期間為 2008 年 12 月 2 日至 2028 年 12 月 1 日。 

  

  株型呈叢生，植株高度中等。主莖直徑中等。葉形為披針形，葉片長度、寬度中

等。葉面主要顏色及葉面中肋、側脈顏色為綠色(RHS 137A)；葉背主要顏色為黃綠色

(RHS 147B)，葉背中肋、側脈顏色為黃綠色(RHS 146B)。葉緣無鑲邊。葉面主要、次

要斑點或斑塊分佈不含中肋。葉面主要灰綠色羽毛狀條紋均由中肋延伸，無葉面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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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狀條紋。葉面無近中肋或遠中肋條帶。葉柄長度中等，葉柄單色為綠色(RHS 

137A)。 

  

  

‘銀星’  

    農糧署於 12 月 2 日公告核准 粗肋草 ‘銀星’ (‘Silver Star’) 植物品種權。此品種

由 農委會農糧署 所提出，權利期間為 2008 年 12 月 2 日至 2028 年 12 月 1 日。 

  

  株型呈叢生，植株高度中等。主莖直徑中等。葉形為披針形，葉片長度中等、葉

片寬度窄。葉面主要顏色及葉面中肋、側脈顏色為綠色(RHS 137A)；葉背主要顏色、

葉背中肋、側脈顏色為綠色(RHS 137C)。葉緣無鑲邊。葉面主要斑點或斑塊分佈不含

中肋，葉面無次要斑點或斑塊分佈。葉面主要灰綠色羽毛狀條紋均由中肋延伸，無葉

面次要羽毛狀條紋。葉面無近中肋或遠中肋條帶。葉柄長度短，葉柄複色，主要顏色

為綠色(RHS 138A)。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081241131407055.doc

  

  

  

酪梨品種權核准公告： 

  

‘台農 1 號紅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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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糧署於 12 月 5 日公告核准 酪梨 ‘台農 1 號紅甘’ (‘Tainung No.1 Tasty Red’) 植

物品種權。此品種由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所提出，權利期間為 2008 年 12

月 5 日至 2028 年 12 月 4 日。 

  

  樹型開張，新梢枝條綠色，幼枝皮孔呈綠色，葉對枝角度為向上。葉柄長平均為

3.0 公分，葉片形狀為披針形，葉身及葉尖均無扭曲，葉尖形狀尖，葉緣無波狀，葉

片次生脈平均為 14.4 條，葉長平均為 15.3 公分，葉寬平均為 7.6 公分，無茴香味。

開花型屬 A 型，花序皮孔綠色，蜜腺有柄，花柱直，花萼內表皮有覆毛，開花型為

A 型，於 3 月中旬始花，4 月下旬終花。果實平均為 15.8 公分，靠果柄末端為狹圓形，

果柄稍斜着生，花柱區形狀呈尖形，成熟果表面很圓滑，果梗形狀為圓柱，果梗無釘

頭，成熟果綠色，完熟時顏色轉為暗紫色，採收期 9 月中旬至 11 月上旬。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081252042397055.doc

  

  

  

蝴蝶蘭品種權核准公告： 

  

‘嘉大仙蒂’  

    農糧署於 12 月 8 日公告核准蝴蝶蘭 ‘嘉大仙蒂’ (‘NCYU Sandy’) 植物品種權。此

品種由 國立嘉義大學 所提出，權利期間為 2008 年 12 月 8 日至 2028 年 12 月 7 日。 

  

  植株大型，葉片呈長橢圓形。複總狀花序，長度中。花梗為雙梗，總花數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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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正面為星形，側面平展，橫徑約 6.3 公分。上萼瓣：黃色(RHS 12A) ，具橘紅色

斑紋(RHS 34B)，橢圓形。下萼瓣為黃色(RHS 12A) ，具橘紅色斑紋(RHS 34A)。翼

瓣為黃色(RHS 12B) ，具黃色斑紋(RHS 9A)，半圓形，分開，與上萼瓣間呈 V 形，

縱斷面形狀平直，橫斷面形狀平。唇瓣中央裂片基部顏色呈黃色(RHS 13A)、頂部呈

白色(RHS 155C)、基部具紅色斑紋(RHS 44A)；中央裂片形狀菱形、頂端呈其他形狀；

側裂片之形狀為第三型，側裂片之彎曲程度為第一型；不具鬚；肉瘤形狀呈指狀。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081291435577055.DOC

  

‘嘉大金星’  

    農糧署於 12 月 8 日公告核准蝴蝶蘭 ‘嘉大金星’ (‘NCYU Golden Star’) 植物品種

權。此品種由 國立嘉義大學 所提出，權利期間為 2008 年 12 月 8 日至 2028 年 12 月

7 日。 

  

  植株大型，葉片呈長橢圓形。總狀花序，長度中。花梗為雙梗，總花數約 19 朵。

正面為星形，側面平展，橫徑約 6.2 公分。上萼瓣為黃色(RHS 12B) ，具灰橘色斑紋

(RHS 163B)，橢圓形。下萼瓣為黃色(RHS 12B) ，具灰橘色斑紋(RHS 163B)。翼瓣為

黃色(RHS 12B) ，具灰橘色斑紋(RHS 163B)，橢圓形，分開，與上萼瓣間呈 V 形，

縱斷面形狀平直，橫斷面形狀凸形。唇瓣中央裂片基部顏色呈黃色(RHS 12B)、頂部

呈白色(RHS 155C)、基部具紅色斑紋(RHS 53A)；中央裂片形狀卵形、頂端呈其他形

狀；側裂片之形狀為第三型，側裂片之彎曲程度為第二型；不具鬚；肉瘤呈其他形狀。 

  

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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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081291435575334.DOC

  

  

  

  

落花生、大豆及紅豆為適用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之植物種類：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notice_news_look.asp?NewsID=919&CatID=

  

  

  

其他： 

  

12/04   委任本會農業試驗所為紅龍果品種性狀檢定及追蹤檢定之檢定機構，並自即

日生效。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notice_news_look.asp?NewsID=923&CatID=

  

12/04  訂定「紅龍果品種試驗檢定方法」，並自即日生效。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notice_news_look.asp?NewsID=924&CatID=

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081252032277055.doc

  

12/08  公告台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放棄蝴蝶蘭「紅粉佳人」植物品種權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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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notice_news_look.asp?NewsID=926&CatID=

  

  

  

  

  

  

加拿大國家種子論壇討論品種名稱  

  加拿大將於 2008 年 12 月 16 日在曼尼托巴省溫尼柏市舉行「品種名稱之使用」

會議。會議將舉辦於加拿大的。會議目的將確認目前品種名稱使用的規範，並找出現

今規範可能產生的問題。 

  

 會議流程請參考：http://www.nationalforumonseed.com/Meetings/2008-12-16 Agenda 

v4.pdf

  

資料來源： 

http://www.seedquest.com/News/releases/2008/november/243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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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植物品種局的新標章 

  歐盟植物品種局(CPVO)於 2008 年 10 月 16 日、在柏林舉辦的行政委員會會議上

推出一個新的企業形象。同時，將於 10 月 14 號至 10 月 17 日的園藝展覽會上展示

CPVO 新標誌。 

  

  運作了 13 年後，CPVO 決定更新成更現代的標誌，透過該組織的服務與產品傳

達更清晰及結合視覺印象。新標誌針對反映歐盟植物品種保護體系的品質和自 1995

年以來提供給會員的服務品質。 

  

  新標誌象徵 CPVO 的任務：保護歐盟的新植物品種。星星和藍色縮寫可象徵

CPVO 是歐盟的一個組織；三種綠色的葉片代表「植物與品種」，葉子外側的圓弧度

代表「保護」；紅色小球象徵種子。 

 

  CPVO 團隊即將實施新標誌，以便將一貫作風和專業組織印象推展到歐盟以外。     

  

資料來源： 

http://www.cpvo.europa.eu/documents/News/PR_NEW_CORPORATE_ID_1410

2008.pdf

 

電話：02- 3366 4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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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 2365 2312 
本版網址：http://e-seed.agron.ntu.edu.tw/0091/300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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