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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糧署公告預告： 文心蘭、荔枝、朵麗蝶蘭、番椒品種權申請案；芥

菜、星辰花、矮牽牛品種權核准公告；訂定擎天鳳梨、夜來香、 青葱

品種試驗檢定方法；委任農委會高雄區農業改良場為擎天鳳梨品種檢

定機構 

文心蘭、荔枝、朵麗蝶蘭、番椒品種權申請案 

文心蘭品種權申請案 

申請登記品種名稱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公開日期   

舞后 張鴻杰 099/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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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翡翠 洪志文 099/09/29

  

  

荔枝品種權申請案 

申請登記品種名稱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公開日期   

台農 7 號早大荔 農業試驗所 099/09/29

 
 

  

朵麗蝶蘭品種權申請案 

申請登記品種名稱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公開日期   

一心  KHM 1527 
一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099/09/29

  

  

番椒品種權申請案 

申請登記品種名稱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公開日期   

種苗亞蔬四號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種苗改良繁殖場、

亞洲蔬菜研究發展

中心 

099/09/29

  

  

資料來源： 

http://agrapp.coa.gov.tw/NewPlant/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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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109291717207055.doc

  

芥菜品種權核准公告 

  

  

  
  
  

  

 ‘台農 2 號’ 

  

    農糧署於 9 月 30 日公告核准 芥

菜  ‘台農 2 號’   (‘Tainung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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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年 9 月 30 日至 2030 年 9 月

29 日。 

   

  屬於不結球葉用芥菜，為自然授

粉品種。種子褐色，千粒重平均約

1.69 公克。子葉大小為中等，胚軸綠

色。株高為高，展幅中等，無分蘗。

葉姿半直立，葉數少，葉片倒卵形。

葉面平滑無茸毛，葉緣全緣無齒狀，

葉面、葉背與葉緣皆濃綠，葉中肋圓

狹，葉柄淺綠，葉脈色綠，葉柄長、

葉柄寬為中等。花黃色。播種至採收

生育期約 30 日，中生，耐熱性強。

抗炭疽病，中感蕪菁崁紋病毒病

(Tu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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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109291717207055.doc


  

資料來源：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10101924297055.doc

  

星辰花品種權核准公告 

  

  

  
  
  

  

 ‘台南 1 號’ 

  

    農糧署於 10 月 6 日公告核准 星

辰花  ‘台南 1 號’   (‘Tainan No.1’)  植

物品種權。此品種由  行政院農委會

台南區農業改良場   所提出，權利期

間為 2010 年 10 月 6 日至 2030 年 10

月 5 日。 

   

  株高極高，花莖數多。葉為狹長

形，葉色綠，光澤弱。花直徑粗，花

莖表面絨毛少，翼片寬且波浪狀程度

強，分枝角度直立，花序型為第 2

型，小花序長度中等，分枝程度中

等。花萼漏斗型，顏色紫色(RHS 

86A)，直徑中等。花冠顏色白色(RHS 

155A)，大小中等。花藥較柱頭相對

位置高，柱頭型為乳突型，需低溫開

花，開花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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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10106146367055.doc

  

  

  
  
  

  

 ‘台南 2 號’ 

  

    農糧署於 10 月 6 日公告核准 星

辰花  ‘台南 2 號’   (‘Tainan No.2’)  植

物品種權。此品種由  行政院農委會

台南區農業改良場   所提出，權利期

間為 2010 年 10 月 6 日至 2030 年 10

月 5 日。 

   

  植株高度極高，花莖數中等。葉

為狹長形，葉色綠，具有光澤。花莖

上具有葉，直徑中等，表面無絨毛，

無翼片，小花數目中等，第一分枝托

葉長度短，花序型為第 5 型，小花序

長度短，分枝程度中等。花萼鐘型，

顏色黃色(RHS 1D)，直徑中等。花冠

顏色黃色(RHS 1A)，大小中等。柱頭

較花藥相對位置高。柱頭型為玉米穗

型，無需低溫就能開花。 

  

資料來源：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1010614636705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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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牽牛品種權核准公告 

  

  

  
  
  

  

 ‘曼波系列‐白公子’ 

  

    農糧署於 10 月 8 日公告核准 矮

牽牛  ‘曼波系列‐白公子’   (‘Mambo 

Series White’)  植物品種權。此品種

由  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   所提

出，權利期間為 2010 年 10 月 8 日至

2030 年 10 月 7 日。 

   

  株型直立，株高中等。枝梢長度

中等。葉長中等，葉寬中等，葉橢圓

形，無斑紋，葉表面綠色程度中綠。

花的萼片長度中等，萼片寬度中等，

花型單瓣，花徑中等，花形高腳碟

狀，花瓣正面脈紋表現程度弱，花瓣

顏色數 1 種，花瓣正面顏色白色

RHSN155C，花筒內側顏色紫色

RHS84D，花藥顏色淡灰。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101011155926705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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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波系列‐桃花女’ 

  

    農糧署於 10 月 8 日公告核准 矮

牽牛  ‘曼波系列‐桃花女’   (‘Mambo 

Series Peach’)  植物品種權。此品種

由  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   所提

出，權利期間為 2010 年 10 月 8 日至

2030 年 10 月 7 日。 

   

  株型直立，株高中等。枝梢長度

中等。葉長中等，葉寬中等，葉形卵

形，無斑紋，葉表面綠色程度中綠。

花的萼片長度中等，萼片寬度中等，

花型單瓣，花徑中等，花形高腳碟

狀，花瓣正面脈紋表現程度弱，花瓣

顏色數 1 種，花瓣正面顏色紫色

RHS75C，花筒內側顏色紫色

RHS70B，花藥顏色淡藍。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1010111559267055.doc

  

 ‘曼波系列‐粉紅女’ 

  

    農糧署於 10 月 8 日公告核准 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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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牛  ‘曼波系列‐粉紅女’   (‘Mambo 

Series Plum Vein’)  植物品種權。此品

種由  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   所提

出，權利期間為 2010 年 10 月 8 日至

2030 年 10 月 7 日。 

   

  株型直立，株高中等。枝梢長度

中等。葉長中等，葉寬中等，葉形卵

形，無斑紋，葉表面綠色程度中綠。

花的萼片長度中等，萼片寬度中等，

花型單瓣，花徑中等，花形高腳碟

狀，花瓣正面脈紋表現程度強，花瓣

顏色數 2 種，花瓣正面顏色紫色

RHS65C，花瓣正面次要顏色紫色

RHS70B，次要顏色分佈於花筒邊

緣，花筒內側顏色紫色 RHSN79B，花

藥顏色淡灰。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1010111559267055.doc

  

  

 ‘曼波系列‐紫丁香’ 

  

    農糧署於 10 月 8 日公告核准 矮

牽牛  ‘曼波系列‐紫丁香’   (‘Ma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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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Lilac’)  植物品種權。此品種由 

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   所提出，權

利期間為 2010 年 10 月 8 日至 2030

年 10 月 7 日。 

   

  株型直立，株高中等。枝梢長度

中等。葉長中等，葉寬中等，葉形橢

圓形，無斑紋，葉表面綠色程度中

綠。花的萼片長度中等，萼片寬度中

等，花型單瓣，花徑中等，花形高腳

碟狀，花瓣正面脈紋表現程度弱，花

瓣顏色數 2 種，花瓣正面顏色紫色

RHS75A，次要顏色紫色 RHS76B，花

筒內側顏色黃色 RHS145D，花藥顏色

黃白。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1010111559267055.doc

  

  

 ‘曼波系列‐紫美女’ 

  

    農糧署於 10 月 8 日公告核准 矮

牽牛  ‘曼波系列‐紫美女’   (‘Mambo 

Series Lavender Vein’)  植物品種權。

此品種由  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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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所提出，權利期間為 2010 年 10

月 8 日至 2030 年 10 月 7 日。 

   

  株型直立，株高中等。枝梢長度

中等。葉長中等，葉寬中等，葉形橢

圓形，無斑紋，葉表面綠色程度中

綠。花的萼片長度中等，萼片寬度中

等，花型單瓣，花徑中等，花形高腳

碟狀，花瓣正面脈紋表現程度強，花

瓣顏色數 2 種，花瓣正面顏色紫色

RHSN80A，次要顏色紫色 RHSN81A，

次要顏色分布於花筒邊緣，花筒內側

顏色藍色 RHSN92A，花藥顏色淡藍。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Public/notice/201010111559267055.doc

  

訂定「擎天鳳梨品種試驗檢定方法」，並自即日生效 。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notice_news_look.asp?NewsID=1321&CatID=

  

訂定「夜來香品種試驗檢定方法」，並自即日生效。 

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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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fa.gov.tw/notice_news_look.asp?NewsID=1325&CatID=

  

訂定「青葱品種試驗檢定方法」，並自即日生效。 

資料來源：

http://www.afa.gov.tw/notice_news_look.asp?NewsID=1326&CatID=

  

委任本會高雄區農業改良場為擎天鳳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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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CatID=

  

  

  

  

新歐洲植物防檢疫法即將成形 

  改善歐盟植物防檢疫政策的重要關鍵在於：鞏固大眾意識與利害

關係人的參與。 

  

  歐盟執行委員會的代表John Dalli以及比利時歐盟執行機構的代表

Sabine Laruelle於 9 月 28 日在布魯塞爾主持會議，討論歐盟植物防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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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將來的發展。目前的法規已完成初步評估，會中提出結論並建議

將來修法的選項。 

  

  在開場演說中，執委會首長 Dalli 強調歐盟植物防檢疫法案的主要

目的是保護食品安全，並藉由歐盟植物與農產品貿易管制，以及進口

其他國家符合國際植物衛生標準與合約的植物與農產品，確保各個會

員國的作物健康與品質狀態。Dalli 與 Laruelle 強調該政策的重要性，考

慮到氣候變遷與促進世界貿易，未來還有更多必須要做的事情。同時，

兩人也指出可用的資源有限，而重要的是歐盟與各國儘可能全力以

赴，以達到此目標。 

  

  歐洲種子聯盟(ESA)秘書長 Garlich von Essen 在會議中表示感謝歐

盟執委會的認同，新植物防檢疫法的概念不能只強調少數幾種害蟲、

適當的管控或隔離銷毀措施，也要注意到各利害關係人的熱心投入、

特別是產業界。他特別建議建立一個植物防檢疫的指導小組與技術專

家團隊，幫助委員會和會員國完成植物檢疫措施。ESA 正考慮最新且適

合該目標的法規，也在找尋新的治理方式，包含利害關係人在政策發

展、做決策以及實施的所有階段。 

  

  ESA 植物防檢疫執行團隊的負責人 Gerard Meijerink 強調該部分的

特異性與高水準的專門技術能實際有效承擔植物衛生制度。ESA 已經準

備好並可承擔額外的責任。可讓公共管理部門釋出資源，特別與該議

題中的公益屬性做結合，像是綠色政府的植物檢疫情況。Meijerink 強

調公私機構的夥伴關係有利於本項政策。種子產業在官方管理下，具

有販賣歐盟種子與繁殖材料的紀錄，以確保品質狀況。這是我們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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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順利建立植物防檢疫制度的成功秘訣。 

  

  委員會邀請政府當局與利害關係者在未來幾周內，投入更多在創

立制度中，並在幾個月內建立行動計畫。委員會將提出立法建議，送

呈歐洲議會與會員國做出最後的決議。 

  

資料來源：

http://www.seedquest.com/news.php?type=news&id_article=11007&id_r

egion=&id_category=1800&id_crop

  

  

  

  

歐盟一審法院對歐盟植物品種局最新的宣判 

  歐盟一審法院（General Court）在 2010 年 9 月 13 日駁回歐盟植物

品種局(CPVO)上訴委員會的決議，同意歐盟植物品種局的決定；該局

曾判定在 Case T‐135/08 申請程序中，准許申請人第二次提出植物材料

樣本。 

  

  CPVO 基於針對該申請案件，要求申請者呈交第一份樣品所做的建

議不夠清楚，因此允許申請者呈交第二份植物材料樣品。跟該品種最

接近的品種權人與被授權人反對 CPVO 的決定，提出異議。異議者第一

個主張是基於歐盟第 2100/94 法規的 Article 61(1)(b)，認為申請人未遵

守規定呈交技術檢定的植物材料時，CPVO 應不受理其申請。其第二個

主張是基於該法規 Article 7，主張所申請的植物品種不具區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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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VO 相關委員會決議反對此異議，授予該申請品種植物品種。在

上訴中，上訴委員會駁回 CPVO 委員會的決定；決定不受理此申請案，

聲明 CPVO 在申請人未遵從技術與行政要求的情況下，無權要求申請人

呈交新材料。 

  

  法院審理合乎執行標準，並須確保適當的處理與訴訟的效力，當

發現不夠確切時可能遭到糾正，CPVO 有權繼續檢定此申請案，但在此

情況下並不一定要拒絕申請。因此假設謹慎的判斷可避免在向 CPVO

提出申請並等到結果出爐間等無謂的時間浪費，若申請者須提出新的

申請案，勢必要花更多的時間。一審法院清楚表明不是只有申請者才

對不明確的規定有責任。一審法院決議贊成此上訴，並撤銷上訴委員

會所做的決議。 

  

  法庭干預者(intervener)提出其它要求，如命令 CPVO 重做技術檢

定，或由法院自行對此案的區別性進行評估。但一審法院不接受，因

為上訴委員會並未處理到區別性。一審法院在判決中第 85 點中主張： 

  

  由於就本訴訟案而言，法庭干預者要求的項目，上訴委員會並沒

有實際上進行審查，因此其要求不予允准。由於本案牽涉到 CPVO 若行

政與審查的工作，若允許其要求，CPVO 與法院兩機構之間管轄權將會

失衡。 

  

  該判決可能還會上訴到歐盟法院。一旦判決將直接強制執行後續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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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正本可參照歐盟法院的判決的網站：

http://curia.europa.eu/jurisp/cgi‐bin/form.pl?lang=en&alljur=alljur&jurcdj

=jurcdj&jurtpi=jurtpi&jurtfp=jurtfp&numaff=T‐135/08&nomusuel=&

docnodecision=docnodecision&allcommjo=allcommjo&affint=affint&

affclose=affclose&alldocrec=alldocrec&docor=docor&docav=d。 

  

資料來源：http://www.cpvo.europa.eu/documents

/News/PR_Schniga_case_23092010.pdf

  

  

  

  

日本品種登錄制度-26  若未於繳費期限內繳納申請費用則取消登錄資

格 

行政代書   高木泰三 

  

  品種登錄或維持登錄資格需要花費多少費用呢？是否提出品種登

錄申請，以及持續品種登錄，品種登錄手續費的多寡是考量因素之一。

申請品種登錄必須繳納的費用是 1.品種登錄申請費與 2.品種登錄費，

兩者不同（種苗法第 6 條‐1、第 45 條‐1）。 

  

  品種登錄申請費用目前為 47200 日圓（施行細則第 8 條）。因為申

請費用有調整之可能，請於提出申請前洽詢農林水產省生產局種苗課

品種登錄業務窗口，再次確認。提出品種登錄申請之際，須繳付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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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申請書後的印花稅票。 

  

  品種登錄費為品種權所有人於品種登錄成功後，至屆滿登錄維持

年限為止必須支付的規費（法第 45 條‐1）。年費乃依登錄後維持年限

不同而有所差異，費用如下表所示（施行細則第 45 條‐1）。其中第 1

年的登錄費必須於品種登錄公告（官方公報之登載）翌日起算 30 日內

繳納完畢（法第 45 條‐5）。若未在此期限內繳納，將取消品種登錄。

第 2 年以後各年度登錄費則僅需於年限終止日前繳納即可（法第 45 條

‐6）。若未繳納第 2 年度以後之登錄費，將取消品種登錄，因此需多加

注意。即使超過期限忘記繳納登錄費，若未超過期限 6 個月內都可補

繳登錄費用以及同額補繳費用（意即補繳 2 倍登錄費），則可不必取消

品種登錄。 

  

  平成 20 年（2008 年），青森縣的蘋果登錄品種‘青蘋 21’因為忘記

繳納登錄費而遭取消品種登錄資格，相信大家仍舊記憶猶新。 

  

  登錄費的繳納是於品種登錄費繳款單上，貼上印花稅票繳費即

可。另外，若因未繳納登錄費而遭取消品種登錄資格，一旦品種權消

滅，則與該登錄品種相關之專屬授權、通常使用權、質權等皆一併消

滅之，有危及權利所有者等利害關係人權益之虞。然而，相關利害關

係人即便與品種權所有人意志相左，自行繳納登錄費，仍舊可維持品

種權相關權益（法第 46 條‐2）。 

  

  利害關係人與品種權所有人意志相左而自行繳納登錄費用的情況

下，其費用得斟酌品種權所有人實際受益情況，要求所有權人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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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品種權所有人實際受益情況」乃指因持續品種權，而品種權所

有人可獲得之權利金等之謂。 

  

                   維持品種登錄年費 

登錄後年度 年費 

第一年至第三年 6000 日圓 

第四年至第六年 9000 日圓 

第七年至第九年 18000 日圓 

第十年至第二十五（三十）年 36000 日圓 

  

呂子輝編譯 

資料來源：日本種苗新聞  第 1995、96 合刊號  2010 年 8 月 11 號刊行 

  

 

電話：02- 3366 4770 
傳真：02- 2365 2312 
本版網址：http://e-seed.agron.ntu.edu.tw/0135/3013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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