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綬草的組織培養繁殖 

楊熙宏、黃毓婷、吳少白、高建元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壹、前言 

綬草(Spiranthes sinensis (pers.) Ames ) 為蘭科綬草屬植物，其

花序如廟宇龍柱盤繞在花莖上，肉質根似人蔘，故又名盤龍蔘，也因

清明節左右為其盛花期，民間另稱之為「清明草」，為民間常用的草

藥，具有藥用與觀賞價值。 

根據台灣植物藥材誌中記載，綬草具補腎壯陽、強筋骨、祛風濕之功

效(甘，1980)。目前綬草所含的阿魏酸二十八醇酯（octacosyl fer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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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acosyl 3-(4-hydroxy-3-methoxyphenyl)prop-2-enoate）已被證實有抗

腫瘤作用(李，2005)。有學者發現，將綬草之根、莖、葉所分離純化

之內生真菌，從其發酵液的抽取物，可產生黃酮類化合物（劉，2011）。

綬草為多年生宿根性草本，小型地生蘭，植株迷你，根莖短、根系肥

厚、簇生；花期為 2 至 5 月，花謝後，地上部葉片會枯黃凋萎，並於

8 至 9 月間重新萌芽，於次年春天再次開花（陳，2010）。其花朵小

巧迷人，具有淡雅的香味，可做為袖珍盆景。由於自然環境的過度開

發、人為破壞及野生採集等因素，綬草已經面臨到瀕臨絕種之危機。 

 

貳、迎接新生命~無菌播種 

綬草無菌播種最早之研究，由Tanaka等人(1997)所提出，以授粉

後十三日之成熟果實，進行無菌播種。其適用的培養基每公升含有花

寶1號2.5g、peptone 2g、蔗糖35g 與洋菜膠9 g，並將pH值調整至5.5。

大約播種後一個月，可成功成長為小苗。 

其果實如同綠豆大，消毒方式與蝴蝶蘭大同小異，需在無菌操作

台中進行。取生長飽滿的綬草果實，將其收集集中在 1ml 離心管後，

先用 70%酒精浸泡 1 分鐘，將廢液倒出，再添加稀釋 7 倍漂白水搖晃

15 分鐘後，將廢液倒出，再利用無菌水沖洗三次，以解剖刀將果實

對切後，將種子刮入基礎培養基中，播種 15 天後發展成為原球體。



（圖 1） 

 

圖 1 綠熟果實播種 15 天後發展成為原球體。1bar=1mm 

 

若取用授粉後 17 天以上的果實，顏色呈黃綠色，種子顏色成黃

褐色，無菌播種後種子會有暫時停止生長的現象，要等到數個月後才

開始發芽，發芽率低且發芽不整齊。這與多種蘭花種子於胚接近成熟

時採收播種發芽率最高的結果相符合 (Nagashima,1982) 。為解決上

述問題，可使用泡水處理，泡水處理 10 分鐘 5 天後圓球體形成。（圖

2） 

 

圖 2 完熟果實泡水處理 10分鐘 5天後圓球體形成。1bar=1mm 

綬草的生長相當迅速，培養四個月的實生苗已經可以出瓶馴化。（圖

3） 



 

圖 3 播種 4 個月後綬草無菌實生幼苗。1bar=1cm 

 

參、無性繁殖的方法 

由於開花結實時間較長，且無菌化過程手續繁複，如果能藉由分生組

織培養技術，可大量的繁殖蘭科植物。目前發現橫切綬草無菌苗（圖

4）於每公升含有花寶一號 1g、胰水解蛋白 2 g、蔗糖 30 g、洋菜 8g、

TDZ 0.5 mg、pH 5.5 之培養基中可促進不定芽生成，15 天可增加綬

草不定芽生成最多可獲得 7 個（圖 5）。但在高濃度植物生長調節劑

的培養基，不易發根與生長，因此 TDZ 多加無益。切芽再生的不定

芽生成數目雖多，分切後移至不含任何植物生長激素的培養基發根率

較低，應添加 NAA 0.5 mg/L 或椰子水可使發根率提高為 100％ (劉，

2001)。應注意切芽位置的重要性，切對位置再加上的對的生長調節

劑的誘導才能達到最佳的效果。 



                 

圖 4 正確的切芽位置                     圖 5 添加 TDZ 誘導出 7 個不定芽 

1bar=1cm 

肆、出瓶馴化前的準備 

一般來說，播種後四個月之小苗如不做切芽增值，即可繼代移植至定

植瓶，準備壯苗。我們發現，在出瓶前的最後一次繼代，可移入每公

升含有花寶一號 1g、胰水解蛋白 2g、蔗糖 30 g、洋菜 8g、活性碳 1g 、

pH 5.5 的培養基中進行壯苗，這是目前最適當的配方。繼代後三個月

移植出瓶苗，出瓶植株 70 株，栽植兩個月後，共存活 64 株，存活

率高達 96.4%，平均土面上株高 3.7 cm，最大葉長 8.1 cm ，植株長

大型態與野生無差異。（圖 6） 

 



圖 6 播種 7個月後綬草無菌實生瓶苗 1bar=1cm 

伍、馴化後的相關事宜 

組織培養大量繁殖是目前商業生產上之重要技術，但比較組織培養苗

和野生繁殖之綬草植株，兩者之生長環境有極大的差異，組織培養苗

是生長於密閉或半密閉的環境。因此，在組織培養瓶內的環境具有(1)

高相對濕度，可能達到98-99%（陳和陳，2002）；(2)低光強度，約為

30-40 μmol m-2 s-1；(3)低CO2濃度（Lian et al., 2002）；(4)穩定的溫

度；(5)額外添加蔗糖、鹽類以及生長調節劑等物質；進而造成瓶苗具

較低的蒸散作用、低光合作用力、暗呼吸作用高、生長慢等現象

（Aitken-Christie et al., 1995），皆影響植株出瓶後的生長情形。因此

組培苗面對出瓶後環境改變的成活率，有效增加組培苗品質及產量的

研究是建立良好種苗的一個重要環節。其中介質之物化性與栽培容器

對組培苗出瓶後生長有極大的影響，栽培介質的組成種類繁多，除了

考慮其對於作物發育生長有利之外，也需要考慮其成本條件，故以種

類單純、效果良好、價廉為首要考慮選擇。理想的栽培介質可以營造

一個優良的根圈環境，使作物根系達到最佳的生長與活力（Benoit and 

Ceustermans, 1995），應具備良好的通氣性、保水力強、保肥力高、pH

值和電導度值、無病蟲源、無毒穩定、容易取得、價格便宜等。其中

又以通氣性、保水性、保肥力及對pH值得緩衝能力，是最常作為評



估介質的指標（林，1999）。目前發現水草種植的品質最佳，但成本

偏高，可使用品質次之的河砂種植。（圖7） 

 

（A）培養土處理                    （B）河砂處理組 

 

（C）混合介質處理組                （D）水草處理組 

圖7 於不同栽培介質八週對綬草植株生長情形。1bar=1cm 

 

 

陸、酚類含量的測定 

酚類物質對於植物體生理上，具有調節植物生長機能、提供色素

以及抵抗病蟲侵害的的能力，有調節人體新陳代謝的功能，進而有助

於抗氧化、抗發炎與抗腫瘤的功效（蔡和陳，2006；Serafini, 2006）。

本研究結果顯示，栽培綬草上，使用通氣性與保水力最佳之水草做為

栽培介質，並且施與有機肥或是枯草桿菌液，對於綬草葉長、根長及

鮮重等有助於生長量及多酚含量之提高。不同栽培介質對於不同花色

之綬草多酚含量影響的部分，可由圖 8、圖 9 得知紅花或是白花綬草，



出瓶苗之多酚含量於上下兩部位皆無顯著差異。而於培養土、砂、混

合介質及水草栽培下，各個採收時期之兩種花色上半部與下半部多酚

含量亦無顯著差異。而將紅花綬草與白花綬草個別分析，兩種花色之

綬草栽培於第四週前，多酚含量較低，又以水草栽培之處理，地下部

之多酚含量為最少。 

 

圖8 不同栽培介質對紅花綬草植株上半部與下半部總酚含量之影響 

 

圖9 不同栽培介質對白花綬草植株上半部與下半部總酚含量之影響 



 

柒、結論 

綬草具有藥用與觀賞價值如何選育出有效成份高的綬草植株或

選育出觀賞價值較高的植株，可以在綬草應用價值上提高許多。由於

綬草具有多種的抗腫瘤、抗發炎、保護人類血管內皮細胞等成份，未

來可以用於開發抗腫瘤藥物與糖尿病治療新藥。(吳，2012)目前台灣

有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致力於綬草種原蒐集及大量繁殖技術之研究與

推廣。本研究綬草種子無菌化及運用切芽再生的方式，解決了綬草的

幼苗可以全年供應，以及植株大小的一致性。還是有許多地方可以再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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