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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插條繁殖(Cutting propagation)

一、插條繁殖之意義及其利弊

(一) 意義：插條為將希望繁殖之植物體之一部份，如葉、枝、根等，從母株

切下，將此插植於插床，人為的養成獨立個體之方法，謂之插條

繁殖。切下來的一部份植物體稱為插穗(cutting)。

(二)優點：

1. 保存原有母本的同一遺傳因子：插條為母體之一部份，不為其他個體所

影響，且能遺傳母體之性質。

2. 可代替種子培育苗木：在息年或結實稀少年度，難由種子培育苗木，或

發芽率不高之種子，則可採用插條法繁殖成苗木。

3. 可節省苗木培育時間及經費：凡供插條繁殖之萌蘗及枝條，由於已達相

當長度，僅需在苗圃中培育一年即可出栽，如插條於秋季，翌春發根即

可出栽。例如臺灣杉一年生插條苗即可出栽，實生苗則需二年生。

4. 插條苗之初年生長，較種子苗為速。

5. 開花結實較早：由插條苗所生長之林木，其開花結實之年齡較由實生苗

所培育之林木為早。

6. 插條苗之培育及苗圃之管理，均較種子苗為簡單。

(三)缺點：

1. 插穗難大量獲得：每一母株所能採取之插條材料有所限制，如採取過

多，常危害母株之生育。

2. 插條苗之根群較為淺根性：由插條苗或萌蘗所培育之苗木，經栽植

後，以其根系而言，較種子苗造林者為淺根性。

3. 插條苗長成後，壽命較短。

二、植物之再生作用與插條：

各種植物均有恢復其損傷部或消失部位之能力，換言之，由失去根之莖

部，可再生新根，由失去莖的根部，可再萌出新芽，此種作用稱為再生

(regeneration)。林業上所採用之插條法，即利用此一方法，使枝、萌芽或萌蘗等

生長為完全苗，作為繁殖之用。

三、插條之發根生理：

(一) 不定根(adventitious root)之發生

不定根的發生大致可分為4個過程：

1. 細胞群逆分化(dedifferentiation)為具有分化能力之細胞群。

2. 根原(root initials) 的形成。

3. 這群根原細胞繼續發育，成為具組織化的根原體(root primor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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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長並生出新根，此過程含插穗其他組織(如 cortex)破裂，使維管束

能聯絡。

(二) 根原體之始生(initiation of root primordia)
幾世紀以來為瞭解莖部產生不定根的正確位置，許多植物解剖學家深深

的被吸引者。可能是第一位對這研究確定下來的是在1758年的法國樹木學家

Duhamel and Monceau，其後這類研究即被不斷的進行著，且各個的研究也

含蓋了許多種類，從這些研究中可獲知，不定根剛開始發生的地方隨著植物

種類的不同而有差異。茲就草本植物與多年生木本植物分別說明如下：

1. 草本植物(herbaceous plants)
草本植物插穗之不定根通常發生在維管束外側和中間，這小群細胞，

即根原(root initials)，繼續分裂，形成一群含小細胞者，即為根原體(root
primordia)，每一群細胞繼續分裂，而形成根尖(root tip)，維管束系在新根內

形成且與鄰近之維管束聯絡。根尖向外生長，穿過皮層(cortex)，突出表皮

(epidermis)。

2. 木本多年生植物(woody perennial plants)
木本多年生植物因含有一層或更多的次生韌皮部(secondary phloem)和

木質部，插穗之不定根雖然有時可發生在維管射線(vascular ray)、形成層

(cambium)或髓(pith)，但一般發生在年輕的次生韌皮部；隨後亦突出表皮，

形成新根，且與插穗原有維管束聯絡。如圖示：

cx:cortexex
ppf:primary
phloem fibrs
p:phlem
rp:root
primordium
r:rays
c:cambium
x:xylem



Ⅱ-1-3

Figure 2.1 Flood-induced adventitious root emerging from the stem of a seeding of American
elm. The root originated in the ray parenchyma of the secondary phloem. (From
Angeles et al.,1986)

由插穗扦插於苗床，並且供給適當的環境開始至根原開始發育的時間，各

樹種間有極大的差異，例如菊花需 3天，康乃馨需 5天，玫瑰需 7天，而新根突

出表皮則菊花需10天，康乃馨及玫瑰需 3個星期。構樹插穗於 3月扦插時只需30
天即可發根。紅豆杉新根之出現需 7-8個月，即使同一樹種，母株不同其發根之

速率亦不相同。

(三) 潛伏的根原(preformed (latent) root initials)
有些植物根原在完整的植株時即存在，因此當插穗由母株砍下時即存有根

原，此即謂之預成根原 (preformed root initials) 或是潛伏性根原 (latent root
initials)。這些根原在植株時是處於休眠狀態，當插穗被剪下而置於適當的條件

下時，根原即會發育成不定根。然而有些樹種，這些根原在植株時會發育成氣

根(aerial root)，且甚為顯明。一般容易插條成活的樹種大皆含有根原，如柳樹

(salix)，八仙花屬(Hydrangea)，白楊屬(Populus)，茉莉屬(Jasminum)，然而不含

潛伏根原的其他許多樹種亦容易插條成活。具有根原者一般為灌木或草本植

物。



Ⅱ-1-4

(四) 癒合組織與發根之關係

當插穗被剪下而扦插於適當的環境時，一般會在切口部位發生癒合組織

(callus)，癒合組織是在木質化過程中一種不規則團狀的薄壁細胞(parenchyma
cells)。癒合組織由切斷面上之各細胞均有發生的可能，例如皮層或髓細胞皆可

產生癒合組織，惟以形成層所發生之量最多，且發生的較速。癒合組織為一保

護組織，與生根並無直接的關係。在許多研究中發現癒合組織的形成與新根之

產生是各自獨立，又癒合組織形成的必要條件與生根之必要條件不盡相同，例

如癒合組織發生時，周圍需要多量的濕氣，但生根時濕氣太重，反足以妨礙生

根。但就插穗吸水之點而言，癒合組織的形成，有利於插穗之吸水。然而有些

樹種，如蒙達利松(Pinus radiata)，景天屬(Sedum)及常春藤屬(五加科)之 Hedera
helix ，不定根是由切口斷面形成之癒合組織上長出的，類似此類樹種者，癒合

組織可謂是不定根的起始。一般而言，容易發根之植物，癒合組織的形成與發

根是各自獨立的，而不易發根者，則不定根的形成以癒合組織分化而來者居

多。

插條介質之pH會影響癒合組織形成，進而影響不定根之發生，例如白楊

(Balsam poplar)插穗置於pH=6時，其癒合組織形成多且柔軟，且發根亦快，但

當鹼性增加時，則癒合組織量逐漸減少，pH=11時癒合組織細胞小，且類似為

一種硬質之石灰質構造。此種插穗無法長根，雖然切口內部可發現有根原存

在，亦無法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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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剖構造與發根的關係

雖然不定根的發生似乎大部份係為生化因子，然解剖構造上的不同亦會影

響發根的難易。

Cytological Changes

Directed Polar Cell Division
(i. e. anticlinal divisions, etc.)

ROOT INITIALS

Organization at Apex

ROOT PRIMORDIUM

Differentiation

Vascular connections

ROOT EMERGENCENO ROOTS NO ROOTS

CUTTING TAKEN

DIRECT ROOT FORMATION INDIRECT ROOT FORMTION

Nondirected (undifferentiated) cell
Division

Callus formation

Cell differentiation

Vsscular strand formation

Competent Root Forming Clls:
Potential Root Initiation Site

Induced Competent Root Forming Cells:
Potential Root Initiation Site

stimulus stimulusInductionI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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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ntinuous sclerenchyma rings
介於韌皮部(phloem)與皮層(cortex)間的 sclerenchyma ring，在外觀上係為

不定根發生的地方，如係為一連續性，則含有一解剖上的阻礙根發展現象，

例如橄欖樹(olive)的莖插穗，如為連續性厚壁組織環 (continuous sclerenchyma
ring)，則屬不易發根型，而易發根型者則具不連續性之厚壁組織環。然並非

具有不連續性之厚壁組織環者，其發根即容易，可能尚有其他因素使其發根

困難。因此有學者認為發根的容易與否與遺傳潛能(genetic potential)及生理狀

況的關係性大過於厚壁組織環的機械阻力。

2﹑Stem structure or tissue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stem
有些莖的構造或組織的關係似乎較易使根原體的始生較為有利，例如

Citrus media(柑橘屬)的插穗扦插後於短時間內即沿者莖邊長出許多根，但另一

難發根之 C. aurantium 則需幾星期後才在基部長出少數根，如將兩者互取一段

莖皮接於對方之植株上，而必使能具傳導作用(即葉片之流動物質可通過)，經

扦插結果如下圖所示。此即表示葉之發根物質雖可傳導而下，但因莖構造與

組織之不同，不易發根者，仍不易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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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極性(polarity)
植物的生長必有其極性現象，例如莖必向上生長，根必向下生長。當取植

物的部份當插穗時，在萌芽或長根時亦必然遵循原來的極性方向生長。

1、莖插穗：末梢部(distal end)形成芽、基部(proximal end)形成根。

根插穗：末梢部(distal end)形成根、基部(proximal end)形成芽。

*即使倒插亦不會改變此現象。

2﹑strong regeneration polarity：stem > root > leaf
3﹑polarity 之現象與 auxin 之 transport 可能有關，auxin 之移動方向是向基部

的(basipetal)，移動的能量是代謝能(metabolic energy)，因此係為主動運送

(active transport)。當 auxin 之濃度高時，即可誘導新根之形成，且控制著

根的延伸。

六、插穗發根與植物生長調節素

許多種類的生長調節物，例如auxins, cytokinins, gibberellins, inhibitors (e.g.
abscisic acid), ethylene 等皆會影響根的發生，其中以Auxin 最具影響，各種生長

調節素的影響情形分述如下：

1﹑Auxins
早於1930年中末期即已研究出auxin在植物體內可影響莖生長、根形

成、側芽的抑制、葉及果實的脫落及形成層細胞的活性等生理現象。到1934
年Kogl等由人尿中分離出一種化合物稱為hetero auxin，即所謂的引朵乙酸

(indole-3-acetic acid)簡稱IAA, 而IAA目前可由許多植物中分離出，據估計

20000噸的芽鞘尖端才能產生1 g純的IAA，此顯示auxin在植物組織中含量非

常少。

IAA在1934年被認為是一種自然形成的物質且與auxin具有相同的作用

後，即大量學者從事研究，而不久即發現IAA可促進不定根的形成，另二種

類似的合成物質，IBA(indolebutyric acid)及NAA(Naphthalene acetic acid)，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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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更具刺激發生不定根的效果。幾經研究以後，認為不論是自然的或人工合

成的類似auxin的物質，為插穗發根所不可或缺的，而第一個根原細胞的分

裂，插穗內部必需具有auxin或由外面施於auxin之處理。

2﹑Cytokinins
(1) 在細胞生長與分化過程中，cytokinins扮演著植物生長荷爾蒙的角

色，許多自然或人工合成的物質如 zeatin(自然存在於植物體內)、

kinetin、6-benzyl adenine(BA)等皆具有cytokinin相同之活性，一般而

言，施用合成的cytokinin並不會刺激亦不會阻礙不定根的形成，但極

低濃度的cytokinin施用於豌豆的插穗，在扦插早期處理時，可促進不

定根之形成，但高濃度時則會抑制之。如於扦插較晚時期再處理高濃

度之cytokinin時，則不會抑制發根，因此cytokinins之影響發根視時期

與濃度而定。

(2) cytokinins與auxin之相互關係可控制著插穗器官之發生，cytokinins可
強烈的促進芽的始生，例如以Begonia(秋海棠)葉插穗培養在無菌狀態

下，當cytokinin之濃度高(約13 ppm)時，可促進芽之形成而抑制發

根，當auxin之濃度高時則有相反的效果，然而兩者間有相互的關

係，當以低濃度 (約2 ppm)之IAA處理，可加強cytokinins的影響而促

進芽之形成，相同地，低濃度(約0.8 ppm)之kinetin可刺激 IAA對生根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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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溫度會影響這二者荷爾蒙，高溫會抑制芽的形成及抑制cytokinins之
刺激效應，然而在長日照及高溫下，比在15℃的低溫下更可刺激

auxin之效應，但此效應在低光度時，即使給予高溫亦無法刺激auxin
的作用及再生的能力。

3﹑Gibberellins
Gibberellins(GAs)在植物體內主要是促進莖之生長，最早被發現是在

1926年日人於台灣研究水稻徒長之病因時發現，而於1939年分離出

gibberellin A。

(1) GAs在高濃度時(up to 10-3 M)認為會抑制不定根的形成。這被證明此

種抑制現象係一種直接對局部之影響，即GAs會抑制早期細胞之分

裂。

(2) GAs亦會調節核酸(nucleic acid)及蛋白質的合成，尤其會干擾轉錄

(transcription)而致壓制根之始生，然而在低濃度(10-11 to 10-7 M)之

GAs，則可促進豌豆插穗的發根。

(3) 柳樹之插穗如處理GAs時會壓制Auxin的活性於早期根原體的發育

時。

4﹑Ethylene (C2H4)
早在1933年 Zimmerman 及 Hitchcock 即指出約10 ppm之ethylene可促

使莖及葉的組織發生不定根，在同期其他研究者亦指出，施用auxin可調節

ethylene之形成，而假設auxin誘導ethylene之產生是auxin之所以能誘導根形

成的原因。然而Mullins於1972年以0~1000 ppm之ethylene處理綠豆插穗，

發現皆會抑制不定根的形成。與此相反結果的是Krishnamoorthy(1970)發現

施用ethephon(為一種ethylene-generating compound)可促進綠豆插穗不定根

之形成。由以上之不同試驗結果，auxin, ethylene及不定根之形成間的關係

複雜，尚未明朗。大部分試驗認為植物內在之ethylene並未直接參與auxin
誘導發根的過程。

5﹑ABA
ABA是否影響不定根的形成是矛盾的。ABA被認為對不定根的形成有助益

是：(1)與Gas及cytokinin的拮抗作用（antagonism）

(2)ABA可增加插穗的抗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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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荷爾蒙對不定根發生的效應可分下列三種情形：

1﹑容易發根者：插穗內在的基本發根之型態物質（rooting morphogens）及

auxin已存在，只要將插穗置於適當環境下即可發根，auxin的施用可能有助益，

不過是可不需要。

2﹑中等亦發根者：插穗自然存在豐富的基本發根之型態物質，但缺乏

auxin，加入auxin可處進發根。

3﹑頑強不易發根者：插穗缺乏發根之型態物質及/或缺乏對發根型態物質

具敏感性之細胞，即使具有或不具有auxin，外加auxin可能有或沒有幫助。這可

能之原因如下：

a﹑缺乏必需的酵素以合成auxin-phenol conjugates。

b﹑缺乏酵素活化劑(activators)，co-factors。

c﹑有酵素抑制劑的存在。

d﹑缺乏phenolics之受質(substrate)。

e﹑由於細胞之隔室作用(cellular compartmentalization)，使酵素作用物

(enzyme reactants) 發生隔離。

七、葉與芽對發根的影響

1﹑Rhizocaline的創說：

早在1758年Duhamel du Monceau認為插穗底部之發根是因為樹液(sap)往下

流動的關係。1882年德國植物生理學家亦提出假說，謂根生長物質是在葉部形

成而後傳遞到插穗底部的。1925年Lek亦提出一種類似荷爾蒙物質在發育的芽中

形成而後由韌皮部傳到基部，促進插穗發根。

這種促進發根的特別物質，直到1929年才由Went試驗出來，他是由

Acalypha(鐵莧屬)的葉子抽出物再施用回Acalypha或Carica組織中，發現可促進

發根。Bouillene及Went於1933年因而創下假說謂：生根時，需要發生於植物體

內之自然荷爾蒙與其他參與根形成之類似荷爾蒙物質，此等物質稱為生根素

(rhizocaline)，此種生根素物質，在子葉、葉及芽中生成，往下輸送後可刺激根

之形成。

1934年 Went再以豌豆作試驗，其一為含有至少一個芽之插穗，另一為不

含芽之插穗，同樣經auxin處理後，含芽者可發根，而不含芽則不發根，此即再

次證明發根除了auxin外，尚有其他因素(factor)在芽中形成，而為發根所必需。

2﹑Rhizocaline move from leaves or buds to base
幾則試驗證明rooting co-factors是在葉或芽形成而傳至基部：

(1) 諶克終氏在松葉牡丹之插木實驗中：

松葉牡丹在八月插木時，經4~5日，即可看到有多數之插穗生根了。

但採集插穗後，即刻將葉全部摘去，再將莖插於水中時，根則差不多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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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發生。但著葉之插穗，經過一段時間後，將葉摘去再扦插於水中，發現

著葉放置之時間愈長，根之發生則愈早，且根量則愈多。

從此等試驗中觀察，可知松葉牡丹之葉中，存有生根物質，插穗切斷

後，生根物質由葉向莖移行，而促進發根。然而插穗之葉保留充分之時間

後，再將葉摘去，用此插穗插條時，較之有葉之插穗，可以發現根量較

劣，生根之時間亦較遲。

(2) 日人岩波及三橋氏等，於1961年同樣以松葉牡丹為材料，就生根物質

及其移動做了以下之實驗：

將有葉之插穗及摘去葉之插穗插於水中，使之生根，其次將生根之插

穗，由切口剪去一公分長，再插於水中。以後反覆如斯插之，其結果發現

有葉之插穗，當然會生根，無葉之莖，初期因已有由葉向莖移動之生根物

質，故亦看到生根，但再將莖之基部切去後，從第二回起，有葉之插穗能

再生根，但無葉之插穗，則完全不再生根了。

(3) 將插穗一側之葉摘去，僅在有葉之側生根，無葉之側完全不生根或生

極少數根，此事實顯示由葉移行之生根物質，僅能向莖的一方下降，

很難橫向移行。

(4) 彼等將有葉之插穗生根後，將基部一公分切去後，在莖之下部插入錫

箔，再插入水中，其結果更顯示生根物質是直線下降的。

(5) 插穗的芽去除後，則不發根

a﹑插穗上之芽切除後，幾乎會完全停止根的生成，特別是一些不具有

根原體的樹種。

b﹑如果在芽的下方環剝一層，則根的形成受抑制，此示發根物質經韌

皮部向下移動。

c﹑在休眠的冬季，如行插條作業亦不易生根，因冬季芽體處於休眠

期，但如在晚冬或早春時，芽已開始活動，則可促進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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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factor含量不同

(1) 樹種不同：除了auxin外，自然發生的根形成物質(root-forming substance)
的量隨植物種類不同而異，例如Cooper將蘋果及檸檬插穗以

auxin處理後，經分析二樹種插穗內auxin之含量時，二者之

間只有少許的差異，但經扦插後，蘋果樹之插穗不發根，而

檸檬則發根，由此可假定係因蘋果插穗內缺少一尚未確定的

某促進生根之物質，而檸檬則有。

(2) "juvenility effect"：在許多針葉樹之常綠樹種之插穗內，含有此類未知

之發根生長素，然而其含量以在年青之植物體內為多(例如一

年生之幼苗)，因此由此年青之植物內採取之插穗較易發根。

4﹑rhizocaline components：

Bouillenne and Bouillenne-Walrand 在1955年提出假說 (未經試驗證

明)，認為rhizocaline是含如下三種成分的混合物(complex)：

(1) 一種特定要素(a specific factor)，由葉子或芽傳遞到基部，具有如同鄰-2
羥酚(ortho-dihydroxy phenol)。

(2) 一種非特定要素(a nonspecific factor)，係可傳送而具少量濃度。

(3) 一特定酵素(a specific enzyme)，存在於某些組織，如周鞘(pericycle)、
韌皮部(phloem)或形成層(cambium)的細胞中，可能係一聚酚氧化酵素

類(poly phenol-oxidas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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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並認為在有酵素存在時，o-dihydroxyl phenol與auxin產生rhizocaline，
而在一系列的根始生反應中被認為是最初的反應，後來在1956年Libbert亦證明

auxin結合可移動之要素─X而促使根之始生，但他反對有不具移動的enzyme參
與其中，他主張auxin本身已具有使細胞分化的功能。

後來學者繼續從事此方面之研究，Hess於1962年藉色層分析與生物檢定

(bioassay)的方式分離出幾種co-factors，並且認為在發根容易的樹種的插穗上，

此些co-factor之含量較發根不易的樹種高。

在根發生的反應過程中，Hess研究mung bean（綠豆）中發現，phenolic
compound 與IAA在根形成時的相互關係，且發現：

phenolase(in plants)
catechol被氧化 quinone 為根始生的第一步

此結果就如同Bouillenne and Bouillenne-Walrand (1955) 所提出者。

phenolic compound之作用，可能(至少一部份)在保護auxin對發根之誘導作

用，免於auxin遭受酵素的破壞，Hackett以IAA處理Hedera helix (常春藤屬)幼齡

插穗時，發現catechol與IAA一起時可促進根的發生，然而以NAA (naphthalene
acetic acid)處理時，因NAA不受 IAA oxidase之作用，因此施用NAA與混合施用

NAA與catechol之作用相同，此即可表示catechol是用於保護 IAA免受破壞。

Jarvis(1986)對不定根的發育過程與生化上的關係，提出4個發育階段的假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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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root initiate時的auxin濃度會抑制後期primordium的形成及其後的生長，此因IAA

oxidase/peroxidase的活性佔一重要角色(IAA oxidase可以促進IAA的作用，亦可破壞之)

(2) IAA oxidase的活性受phenolics(如σ-diphenols會抑制IAA oxidase)抑制，而borate與σ-

diphenols的混合物會提高IAA oxidase的活性，致後期IAA的濃度降低。

最近幾年酚類化合物在控制發根方面，引起很大的爭議。Wilson & Van
Stadcn(1990)提出異議，認為過去的研究皆以bioassay的方式探討，這種探討常

假設生根的生物檢定方式亦存在於生體(in vivo)內，他們爭議點認為這種假設不

具有保證，因為即使有大量的已知或不知的化合物(compound)已經被發現可促

進或抑制發根，惟沒有建立足夠的實證模式，況且沒有好的證據顯示發根為含

有auxin-phenolic conjugate及解釋phenolics的作用。他們認為促進或抑制發根是

被化學傷害(chemical injury)所調節，如不考慮化學物質的鑑定，當濃度低時為

促進，而濃度高則為抑制。

Wilson(1994)進一步提出，一種根形態發育物質(rooting morphogen)可被假

設誘導木本植物莖插穗的生根。auxin可促進大部分草本植物生根，惟對較不易

生根的木本莖插穗則作用性較小。在維管束起源的根形態發育物質及可引起根

始生的具潛能位置的關係，似乎是一動態的(dynamic)及可變動的(vauiable)，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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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根潛能的位置對根形態發育物質並不具相同的敏感性，因為每個細胞有其單

一的血統(lineage)、個體發生(ontogeny)及位置(position)，亦即細胞的變異能力

會影響對形態發育物質及生根的敏感性。因此他的結論認為無法簡單的去認定

形態發育物質可限制發根，且此物質的被化學檢定（如可能的話）可能是不重

要的。

對發根的研究分成三大項：
①誘導產生根原體的物質-來自葉或芽。
②需能勝任的細胞群才能被誘導。
③只具有勝任的細胞才能被 induce。

八、內生發根抑制劑 (Endogenous Rooting Inhibitors)

某些難發根樹種之插穗，可能因含有某些自然產生的抑制劑，這早在1954
年即被Spiegel提出，他將困難發根樹種之插穗水淋洗(leaching)溶液，處理在容

易發根的樹種，發現易破壞其發根量及降低根的品質。澳大利亞生物學家們由

年 老 不 易 生 根 之 Eucalyptus grandis 插 穗 中 發 現 含 有 2,3-dioxabicycle
[4,4,0]decane system 之衍生物(derivatives)，而此compounds在幼年之E. grandis未
被發現。

九、不定根發育時生化上的變化：

不定根的形成即為一種新組織的產生，此種新組織的產生必會有生化上的

變化，以Salix tetrasperm黃化莖為材料，發現新根形成時有蛋白質及RNA的產

生，而此過程應有碳水化合物參與。另以hydrangea(繡球花)為材料，在發根過

程發現：

1.在發根初期的前4天，可發現蛋白質含量約增加1倍以上，然而直到第6天
才發現有DNA的增加現象，此現象可能是既存細胞的蛋白質的合成較核

DNA的複製及細胞的分裂為快。

2.發現許多酵素在維管束上的phloem及xylem ray細胞上產生，在發根期

間，此些酵素的活性由維管束移到維管束外圍。

3.在endodemis, phloem & xylem ray及pith上的澱粉含量減少，此減少現象被

認為是提供為碳源。

4.觀察plum cutting在callus的形成及長根初期，插穗基部澱粉含量減少而蔗

糖含量增加。因此callus及不定根的形成是一sink。

Cells in potential
site Cells acquire

competence

competent

induction

determined

roots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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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影響插穗再生之因子

發根之難易，隨樹種不同而異，易於發根者，只要一些簡單的條件，即可

發根，然而不易發根者，則必需應用各種條件，且經常使插穗維持在適宜的環

境下，始能發根。雖然植物間之關係性或可作為處理插穗的指標，然而最重要

者還是以各樹種試驗結果為最好之依據。

（一）插穗材料之選擇

1﹑母樹之生理狀況

(1) 水分逆壓(water stress)
當作插穗的母樹不宜處於水分逆壓狀態，為避免此狀態，插穗的採

取時間儘量於清晨時為之。此時的母樹在經夜晚的吸水後，細胞處於

膨壓(turgid)狀態，對插條後的發根較有幫助。

(2) 貯藏物質(storage materials)
ａ.C/N：母樹之營養狀態會強烈的影響插穗根與芽條的發育，據Kraus

and Kraybill長久觀察菸草插穗的結果發現：

呈黃色的莖：含高量的碳水化合物，而N含量少，C/N大，易產

生不定根，惟芽條較柔弱(feeble)。
呈綠色的莖：含少量的碳水化合物，而N含量多，C/N小，易產

生較少量的根，惟芽條較健壯。

綠色而多汁的莖：碳水化合物甚少，而N含量高，易死亡而不易

產生根及芽條。

在組織內含有適當量的碳水化合物，可增加對auxin的反應而促

進發根。植物体內C/N率高能促進生根的原因至今尚未清楚，可能是

高含氮量使植物生長為過養分生長(rank-growing)，而致軟弱多汁，碳

水化合物之含量減少，並因生長快速，使芽條缺乏發根所必需之其他

成分。

下列幾則方法可提高C/N ratio：

(a) 減少Ｎ之供給，可使母株芽之生長遲緩而使碳水化合物聚積。

這可以抑制Ｎ肥之供給而把植株放在全光照下生長(使Ｃ累積)
或放在容器中生長或密植在一齊，使母株之根不易伸長，而抑制

過度之營養生長，使碳水化合物聚積

(b) 選擇處於有營養成份之植株部份作為插穗材料，例如側枝，因此

段生長已緩慢，而碳水化合物聚積。惟某些樹種，側枝扦插會發

生斜向性(plagiotropism)，必需注意

(c) 選擇知道carbohydrate含量較高之芽條，例如玫瑰枝條之Ｎ含量由

枝條之底部往頂端逐漸增加，因此枝條底部C/N較高，易發根

ｂ.Ｎ-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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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碳水化合物在組織內的含量一樣，氮在組織內有適當的含量

時，將可提高插穗的發根。

(a) Haun: 以天竺葵母株培養於三種不同含量之N，P，K中，發現Ｎ

對發根之影響較P，K為大，而以中、低含Ｎ量之插穗發根

較為良好。

(b) Pearse:以葡萄母株生長於缺乏P，K，Mg，Ca者比生長於富含此

些養分者之插穗發根較少，但減少Ｎ養分者，其發根反較

多，然而Ｎ極度缺乏時，發根又會減少。

(c) Ｎ含量之臨界值：根始生(root initiation)時需有核酸與蛋白質的合

成，因此必需有最少程度的需要量供應合成所需，在低於

此量下，如供應Ｎ，將可促進發根。

ｃ.Zn(zinc):
鋅的供應可提高發根率，例如葡萄的母株如施用Zn肥，將可提高

發根量及發根品質。此因Zn為形成 tryptophan(auxin的前驅物)時的必

要元素。

ｄ.Mn(manganese)：
由不易發根與易發根之 Avocado(酪梨之一種)插穗中，萃取Mn之

量，發現前者多後者少。此因 Mn為酵素之一種活化劑(activator)，量

過多時會使IAA oxidase的活性增加而破壞IAA。

ｅ.提高插穗貯藏物質之方法：

在欲供為採穗之枝條底部環剝(girding)或緊束樹皮，使斷絕碳水

化合物、荷爾蒙或其他可能之發根促進劑往底部流動，而聚積在處理

部位之上方，促進癒合組織與根源體之形成。此方法已成功地應用在

幾種樹種插條繁殖上。例如：

(a) 美國鵝掌楸(Liriodendron tulipifera)幹莖先行部分環剝，亦可促使

萌蘗之發生與插穗的發根。

(b) Citrus(柑橘屬) and Hibiscus(芙蓉屬、如木槿)之枝條於扦插前幾個

星期束緊底部，可促進發根。

(c) Quercus nigra(麻櫟屬)如在扦插前6週將枝條環剝，可提高3倍之發

根率。

2﹑母株之年齡

ａ.一般插穗採自幼年生長期比採自成年生長期者，生長較為良好。

例如：apple, pear, eucalyptus, douglas fir 等插穗之發根隨著母株年齡之

增加而減少。

柳杉母樹: 4年生： 68.67% 10年生： 85.33%



Ⅱ-1-18

6年生： 96.00% 12年生： 44.67%
8年生： 86.33% 14年生： 34.33%

牛樟插穗採自壯齡或成熟立木，發根率僅10%，截幹後的萌櫱，

發根率可達73%。

ｂ.如果能保持母株處於幼年生長期，即可保持母株插穗之生根潛勢。

例如:
(a) Pinus radiata(蒙達利松)種成樹籬或經常修剪，可保持插穗發根潛

能。

(b) 放射松(Monterey pine)之母株冠部，修剪成平台式樹籬(hedge)，結

果恢復了插穗之發根能力。

ｃ.幼齡插條生根性優良之理由:
(a) 分化能力強

(b) 生根抑制劑隨著樹齡之增加而增加。

例如：1.Paton發現 Eucalyptus 幼齡木無抑制劑而老齡木則存在。

2.小笠原亦發現赤松的生長促進物質隨樹齡增大而減少，生長

阻礙物正相反。

(c) phenolic levels 隨著樹齡之增加而減少。

d.刺激枝條還童(稚化)(rejuvenation)的方法

(a) 可自根部長出(root sprout)之不定芽條中獲取年輕之枝條。

(b) 歐洲赤松 (Pinus sylvestris)去除頂端及側端之芽後，並噴上

cytokinin, tri-iodobenzoic acid(membrane binding)及Alar(B-995, the
growth retardant)可提高發根率。

(c) 使sphaeroblast中誘導幼芽体的形成。

(d) 施用GA有時亦可使之年青化。

(e) 將成熟枝條嫁接(或連續嫁接)在年輕枝條上，如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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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紅杉連續扦插後幼年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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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插穗的來源

插穗選自同一種而不同母樹間，同一母樹不同樹冠部位，同一枝條不

同部位間或採自開花或營養生長之枝條，其發根情形各有不同，茲敘如下:
(1) 同種而不同母樹間:

自種子繁殖之母樹，其個體間對插穗之發根有所差異，此就如同實生

苗間生長之差異大小不同一樣，此現象在林木樹種更為明顯。

(2) 採穗部位:
一般以樹冠之中下部採取者，有較大的發根率，例如white pine，

Norway spruce。又如王子定試驗柳杉，亦發現不論是發根率、根數、平均

根長及平均總根長皆以中下部樹冠者為良好。

惟在多種針葉樹種，以側枝插條，經常會有匍伏生長，例如 Taxus
cuspidata、Norway spruce、杉木、台灣杉、肯氏南洋杉等等，惟以側枝之

具有直立性者，亦可成為直立苗木，此原因為惰性生長的關係。

(3) 同一枝條之採取部位

一般木本植物，同一枝條皆被剪成數段插穗以供插條，然而因同一枝

條上其化學組成明顯不同，因此不同部位之插穗，發根亦不同，大多以底

端部位發根較為良好，例如橄欖(olive)，越橘(blueberry)等皆有此情形，

此因：a.碳水化合物聚積在基部。

b.一些root initials已在基部形成。

而某些落葉樹種，多汁之枝條反易生根，因為

a.內生之根促進物質存在頂芽之濃度較高。

b.頂端之分化較少，而有更多的細胞可轉變成具分化能力的細胞。

然而如果是一容易插穗成活之樹種，則不論從何部位，皆易得良好的

發根，此類樹種則此些因素並不重要。如木棉、柳、聖誕紅。

(4) 開花枝條與營養枝條

對於發根容易之枝條，由具花或花芽採取之枝條與由營養枝條採取

者，兩者間只有些微不同，但對於不易發根之樹種，則具花芽之枝條是為

一重要之影響因子，原則上以：

a.營養枝條較開花枝條為理想。

b.幼年期枝條較成熟期枝條為理想。

c.營養期(vegetative stage)枝條較開花期(flowing stage)枝條為理想。

(5) 踵狀插穗對非踵狀插穗(Heel vs. non-heel cuttings)
在插穗(預備作為插穗)基部保留一小段老枝，以提高發根，如以當年

生之幼枝，常只長癒合組織而不發根。針葉樹常以此方法得較好之發根，

但並非所有針葉樹皆良好。

4﹑插穗的類別

用為插條繁殖的插穗可分為下列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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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莖插穗，此類插穗可來自：

a. Hardwood: Deciduous species
Narrow-leaved everygreen species

b. Semihardwood
c. Softwood當年生

d. Herbaceous
(2) 葉插穗

(3) 葉芽插穗(leaf-bud cuttings)
(4) 根插穗

各種插穗的採集期及處理方法分述如下：

(1) Hardwood: Deciduous species (落葉樹種)
a. 採集期：秋冬時節，葉子已脫落而新葉尚未萌發前。

b. 插穗長度可自15~75 cm，每個插穗上必須要有二個潛伏芽以上。

c. 此種插穗易於處理，在秋冬採集之插穗可保持在溼潤狀態下，於低

溫中(4℃)貯藏至春天來臨前再行扦插。

d. 此種插穗亦可在底部留一踵狀的老枝條，或留一完整的老枝。

(2) Hardwood: Narrow-leaved evergreen species (針葉樹種)
a. 採集期：最好於晚秋至晚冬時節採之。

b. 採下的插穗應立即處理，即刻扦插於濕潤的介質中，以避免乾燥。

c. 此類插穗一般須保留葉片。

(3) Semihardwood cuttings: borad-leaved evergreen species
(在夏天採集的落葉樹種亦屬之。)
a. 採集期：夏天剛長出枝條而有部份成熟者。

b. 採穗長度約7.5-45 cm，而頂端需帶有葉片。

c. 採下的插穗應立即處理，苗床最好有噴霧設備，以防止葉表面的乾

燥，如葉片太多時可作適當修剪。

(4) Softwood cuttings: soft, succulent, new spring growth of deciduous
or evergreen species

a. 採集期：生長期而枝條柔軟時採之。

b. 插穗長度約7.5~2.5 cm，頂端亦須保留葉片。

c. 採下後亦應立即處理，避免乾燥，葉片太多時亦可作適當修剪。

d. 最好於清晨採集，且避免太陽直射。

取期對某些樹種影響甚大，如Rubus idaeus(懸鉤子屬)由秋季至春天採

集時，發根率可達100 ﹪，但在夏季時則不易發根。對某些樹種則影響不

大，如horseradish(山葵) or dandelion(蒲公英)在一年之任何時期，插穗皆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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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活。因此必需經試驗後，才能確定何時最理想，此因各樹種之生理狀

況之重要性，比採集期更為重要。

5﹑插穗之葉面積

葉為存有支配生根之物質，因此葉面積大者，對於生根自有很大的利

益，惟葉大，蒸散量亦大。在據有噴霧設備的苗床，可保留較多量之葉量

或由實驗得知保留葉量。

6﹑病菌的存在

病菌的存在會影響插穗的發根且會留傳至新形成的苗木

（二）插穗的處理

1﹑生長調節劑與其他物質

(1)Auxin處理之種類：

Auxin的發現是對發根之促進為一里程碑，其主要功能為增加發根

率、促使根的形成及發根整齊，但某些發根困難之樹種，仍然不具效

果，因root co-factors少。對容易發根者則不需要施用，施用於中等至發

根困難者較具效果。目前被認為有促進效果的有:
Indoleacetic acid IAA
Indolebutyric acid IBA
Naphthalene acetic acid NAA
Naphthalene acetamide NAD
2,4-Dichlorophenoxyacetic acid 2,4-D 對shoot不好
2,4,5-Trichlorophenoxypropionice acid 2,4,5-TP

市售的發根促進劑，主要以IBA為主，下表列為市售的商品：

Partial list of commercial rooting compounds, sources, formulations and ingredients
Trade mane Source Formulation Ingredients

Chryzopon

C-mone

Dip ‘N Grow

Hormex

Hormodin

Hormo-Root

Rhizopon

Rootone

Roots

Synergol

Woods Rooting
Compound

ACF Chemiefarma
Maarssen, The Netherlands
Coor Farm Supply Services,
Inc. Smithfield,NC

Alpkem Corp.
Clackamas, OR
Brooker Chemical Corp.
North Hollywood, CA
MSD-Agvet (Merck & Co.)
Rahway, NJ
Hortus Products Co.
Newfoundland, NJ
ACF Chemiefarma
Maarssen, The Netherlands
Rhone-Poulenc Ag. Co.
Research Triangle Park, NC
Wilson Laboratories, Inc.
Dundas, Ontario, Canada
Silvapert Products Ltd.
Harrogate, North Yorkshire,
Great Britain
Earth Science Products Corp.
Wilsonville, OR

Powder(talc)

Liquid (isopropyl alcohol)

Liquid (alcohol)

Powder (talc)

Powder (talc)

Powder (talc)

Powder and water-soluble
tablet forms
Powder (talc)

Liquid

Liquid {ethanol + DMF
(dimethylformamide)}

0.1-8% IBA (series)

1% and 2% IBA

1% IBA + 0.5% NAA +
boron
0.1-4.5% IBA (series)

0.1,0.3,0.8% IBA (series)

15% thiram (fungicide) plus
0.1-4.0% IBA (series)

0.5-1.0% IAA or 0.1-0.2%
NAA or 0.5-8.0% IBA(series)
0.1% IBA + 0.03% NAA +
NAM + NAD + thiram

0.4% IBA + ethazol
(fungicide)
0.5% K-IBA + 0.5%K-NAA +
fungicides and other
additives

1% IBA + 0.5% 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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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uxin之處理方法:
a. 浸漬法

濃度：10~0 ppm之溶液。

浸漬：插穗基部1.5~2.5cm，約5~24小時，溫度20℃。

auxin之溶解方法:
市販賣者：先用少量水將片劑壓碎溶解之，然後稀釋成規定濃度，

一般因製成鹽類，如K-IBA，故可溶於水。

化學藥劑：先以少量酒精溶解後，再溶於水。

NAA先加幾滴NaOH後再溶於水。

b. 高濃度溶液速沾法

以高濃度 500~10000 ppm (0.05~1﹪)之50%酒精溶液，在插穗底

部0.6~1.2 cm浸2~5秒鐘。

惟：(1)此法之溶液配好後宜一次使用，否則需密閉，因酒精易蒸發

而改變濃度。

(2)濃度過高會抑制芽的發育、使葉片黃化而脫落、莖轉黑甚或

使插穗死亡。

優點：(1)不需大量容器

(2)不受浸漬期間環境之影響

不具毒性之濃度之判斷：插穗底部膨大(swelling)或有癒合組織形

成。濃度正在具有毒性以下時，視為最理想。

c. 粉劑法

滑石(talc)粉末加入auxin粉，塗於插穗基部，一般比例為:

1 g talc + 1~20 mg auxin
插穗基部沾濕，或將粉末練為乳狀

*插木時，預先在床土上，用小枝插一小孔，細心將插穗插

入，不使粉末落下，甚為重要。

d. 羊毛脂法(lanolin method)
羊毛脂 1 g + 約 100 mg 之auxin，用熱水溶，塗於基部表皮，不

可塗於切口，否則阻礙通氣。

e. 葉面撒佈法

比浸漬法更稀薄之溶液，在插穗採取前，對於母株之枝，預先

撒佈，惟濃度不宜過高，否則會有藥害。

f. 牙簽法

藥劑溶於羊毛脂中，塗於牙簽之尖端，插入插穗莖內之法，美

國核桃(pecan)插木時，曾用此法具有效果。

以上之處理，以浸漬法、滑石粉法為最理想，處理效果以浸漬法為優，但

使用之方便，則以滑石粉為最便。亦有將兩種類之 Auxin混合使用而得更好之

效果，例如以等量之IBA與NAA處理一些樹種比單獨使用可得較好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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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uxin以外之生根處理

(1)phenoxy compound：加入少許於IBA or NAA可促進效果

(2)sugar ：可提高 C/N ratio
1-2% 的溶液浸數小時至24小時，洗清後再插條易生雜菌，與

Auxin混合處理效果大

(3)Nutrients :
a. nitrogenous compounds : low conc. 0.05 ppm
例:asparagine and adenine, arginine, ammonium sulfate.

b. boron in combination with IBA increasing mobilization of oxygen-rich
citric and iso-citric acids into the rooting tissue.

一般需與Auxin一同使用，單獨使用似無效果。據Weiser與

Blaney等之研究，以IBA 50 ppm + Boron 10-200 ppm，行12 hrs 處

理，具有效果。

c. urea : 行葉面撒佈。

例如杉木，以尿素0.5%液，每一平方公尺，撒佈1升左右，從

插木後10日起，每隔7~10日，共撒佈5-8次，可得效果。

(4)抑制物的去除：

a. 溫水: 30℃，12-22 hrs.
b. 石灰水: 用消石灰(Ca(OH)2) 50-100倍液，處理12~24小時

c. 高錳酸鉀(KMnO4): 200-1000倍液，處理12~24小時

d. 硝酸銀(AgNO3): 1000-2000倍液，處理12~24小時

依樹種與母株之年齡選用之。處理後，再以Auxin處理可得較好的
效果。如杉木以KMnO4處理及紅豆杉以0.2%KMnO4 10hrs後，再以

IBA(or rootone) 100 ppm 12 hrs具效果。

(5)Vitamins:
Vitamin B(thiamin chloride)在植物體內，於葉中形成傳至根部

可誘導發根。大部份體內之形成已足夠供應。

nicotinic acid(菸鹼酸，為一種co-factor)，以0.5、 1或2 ppm再與

auxin並用皆可促進Justicia(爵床屬)之發根。

(6)Fungicides(殺菌劑)
插穗發根之時期易罹致許多細菌，施用一些殺菌劑可保護之，間接

促進發根。一般皆使用:
a. captan (N-trichloromethyl mercapto-4-cyclohexene-1，2-dicarboximide)

有長效性及不易分解之優點

b. benomyl [1-(butylcarbamoyl)-2-benzimidazole carbamic acid]
c. 兩者合用，例如:

a)5% benomyl + 25% captan in talc
b)IBA 4000 ppm + 25% cap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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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植保一號(NAA 2000 ppm + Banlate(萬力) 1000 ppm)
(7)農桿根群菌施用

農桿根群菌（Agrobacterium rhizogenes）是一種土壤中的細菌，當植

物受傷時會釋放酚類化合物，此些化合物會與農桿根群菌之某蛋白質

結合，啟動農桿根群菌質體上的系列基因，使質體上之TDNA進入受傷

植物的染色體中，由於該段 -DNA上帶有二段與 IAA合成與一段與

cytokinin合成有關之基因，引此有促進發根的功能。台灣紅豆杉插穗經

農桿根群菌處理可促進發根（陳國峰等，2003）。

3﹑創傷(wounding)
由插穗基部經以人為給予創傷，對callus之形成與根之產生有助益，原

因：

(1) 受到損傷之細胞，生出創傷荷爾蒙(wound hormone)之物質，刺激細

胞之分裂及根源體之形成。但必需另有其他hormone參與作用。

(2) auxin 及碳水化合物聚積在創傷處，會增加呼吸速率。

(3) ethylene 在創傷處產生，ethylene有助於不定根的形成。

(4) 比未創傷處理可吸收較多的水分。

(5) 可吸收較多由外界施用的生長素。

例如：Junipers(圓柏屬)，maple(楓)，magnolia(木蘭)等，以利尖刀

由二面割成垂直痕，或以用具由兩面強烈剝皮約1 in，使暴露形成層。

施用此方法時需注意感染，最好再處理荷爾蒙。

創傷處理可促進發根

牛樟插穗之創傷處理，可發現創傷處形成癒合組織（左）及良好的發根（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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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黃化(etiolation)
黃化處理是將植物或植物的一部份置於黑暗中，使形成小而未開展

的葉片及較徒長的莖，且由於葉綠素含量缺乏，故長出黃化甚或白色的

葉片。

a. 特點:
黃化處理以增進莖組織不定根之發生已被使用許久，例如黃化

處理比未經黃化處理之Hibiscus及Red kidney bean的插穗會:
(a)降低 starch content， mechanical strenthening tissues，cell-wall

thickness，cell-wall deposits，vascular tissue.
(b)黃化處理的莖含較多量的薄壁細胞(parenchyma cells)及較多較少

分化 的組織。

(c)黃化組織可發現對IBA的處理有較強的反應，顯示組織內已存有

一些荷爾 蒙的co-factors。

(d)黃化插條可發現含有較多的內生auxin(endogenous auxin (IAA))。

(e) 對 一 些 發 根 所 須 要 的 物 質 ， 在 光 照 下 會 產 生 光 惰 性

(photoinactivation)
例如以DNP(2,4-dinitrophenol)處理豆類之胚軸(hypocotyl)：

①置於黑暗中可形成root primordia。

①置於光下或可透光下，則無root形成。

①加auxin之處理可增加其效應。

b. 黃化處理之方法:
在春季新芽展開之前，將希望植物之枝條，保持黑暗之狀態，

此時，母株若為苗木時，將苗木預先斜植，其上做成簡單之木框，

張以黑色塑膠布，木框之高，約以新梢伸長後，不觸到塑膠布為

度，以免停滯雨水。又黑色塑膠布框內，需防止光線射入，上部以

附以通氣口為佳。若母株為大樹時，可將枝之一部分，用黑色塑膠

布包之。這樣被覆蓋之枝條，在黑暗下，開始伸長新梢，但俟其伸

長至6~7cm時，可將黑色塑膠布除去。新梢太短時，以後之處理則

不易，伸長過長時，則易引起腐敗，故需要注意除去黑色塑膠布之

時期。其次，將黃化後新梢之基部3cm長處，用脫脂綿纏包，其上

再用黑色塑膠布帶捲包之。包纏完後，為避免日光之直射，可用寒

冷紗布，覆蓋數日，以後徐徐使之裸浴於日光。曝露於強光下太急

時，則易引起日燒，葉緣則易枯萎，不能不加以注意。黃化處理之

部位可能已有root initial產生，以黑色塑膠布捲包後，其上之莖慢慢

適應陽光，使葉充分綠化，長出正常植株後，可在黃化部之莖剪

下，供插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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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黃化處理下的休眠芽，其綻放之新梢組織具有年幼化的性狀(如
表)，將可由老齡林木生產優良插穗供無性繁殖。

表:牛樟經黃化處理後莖橫斷面各組織厚度之變化

處理 pith xylem cambium & phloem cortex epidermis
黃化處理 61.61 5.01 9.73 22.92 0.73

對照(當年生) 58.73 19.97 8.81 13.74 0.75
對照(二年生) 55.32 20.07 8.05 11.73 0.83

d. 黃化處理，在實用上由於頗費勞力、時間，故不甚適宜，但對於生

根困難之特殊樹種之增殖，確為良好之方法。

環境因素

1﹑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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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為插木環境之要素，一般以分插床外溫與插床內溫不同為宜，

即頭寒足熱為良好。

插床外溫比生育之適溫稍低為宜，此為需要抑制地上部之發育。

內溫:白天15-25℃，夜晚20-25℃(熱帶) (視樹種而定)
外溫:白天21-27℃，夜晚15℃
床溫比室溫保持高2-3℃為宜

2﹑光：

(1)光照強度(light intensity)：
光是光合作用之主要能源，有葉之插穗插木時，使之獲充份之

光線，則碳水化合物聚集，有促進發根之效，惟光線太強，蒸散作

用太巨，易引起插穗枯萎，一般150-200 foot-candle 即可供給足夠之

能源。

(2)光週期(photoperiod)：
視植物種類而不同，有長日(12 hrs以上)條件下被促進之，有短

日(12 hrs 以下)條件下被促進，有不受影響者，一般以長日照為佳。

(3)光質(light quality)：

orange-red (610-680 nm) 較 blue region (400-500 nm)為好，唯某

些報告尚混淆不清。

3﹑插穗之蒸散

蒸散作用，一般在插木後，暫時甚高，以後漸次減低。雖然插穗留

有葉片可提高發根，但亦易發生蒸散現象，如為易發根樹種或蒸散小之

樹種(如針葉樹)，當可保留少數葉片，然發根不易或較遲樹種則不能保

留葉片，以免在發根前，即將水分蒸散，而致枯死。林木如於野外行插

條，一般原則是以闊葉樹不留葉片，針葉樹留頂端少數葉片。

4﹑噴霧繁殖(mist propagation)
在室內施行噴霧於插穗，可提高發根，此因可提高相對濕度、降低

空氣溫度、降低葉片溫度(約可降低未噴霧之5.5-8.5℃)及可充分照光而提

高光合作用，增加碳水化合物。

a. 噴霧設備：

(1) 抽水設備：需備有水槽、過濾器及抽水機(一般100 m2之面積，用3
Kg 壓力，即可充分噴霧。

(2) 噴嘴(nozyle)：噴出之霧，以微細者為佳，目前多用兩種形式

(a)oil burner type or whirling action type (pressure type)
(b)deflection type

(3) 噴霧方式：

噴嘴有a)通過插床之下部，直立於苗床上。

b)裝於插床上部者，噴霧時易滴水影響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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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噴嘴間隔，依水壓而定，一般以1公尺之間隔為宜。

(5) 控制裝置：壓力槽，計時器，底溫裝置。

b. 噴霧繁殖應注意事項:
(1) 由於慢發根之樹種，長期置於噴霧下，易使養分溶脫，因此噴霧之

水如加入些養分(如N，P，K)則可提供插穗之養分。美國有一商業

用藥劑(Ra-pid-Gro)含 N，P，K(23-19-17)，每100(gals)加6(oz)，使

用於大型水槽內，供噴霧。

(2) 雖噴霧可提高發根，但不宜連續噴霧，宜以時斷時續噴霧處理，因

連續噴霧易使：

a.插穗之組織過低溫。

b.介質(medium)也過低溫而不適於發根。

c.插穗內養分溶脫(leaching)，形成軟弱之根。

噴霧間隔宜控制得宜，能不使插穗枯萎之條件下，以少噴為

佳，一般皆以葉片正乾燥後，再行第二次噴霧為理想。

(3) 噴霧之水宜先貯存於水槽中，以防混雜物阻塞噴嘴。

(4) 床土以選用排水優良之床土為宜，粗砂、泥炭混合為宜。

(5) 插穗發根後，宜漸次將噴霧間隔加長，甚或不再噴。

c. 由噴霧設備下已發根之插條苗移出不噴霧，幾則注意事項：

(1)暫留濕潤苗床，然後逐漸減少濕潤度。

(2)已發根之插穗可帶原來之medium移植到新土下。

(3)可暫留在原介質中，直到休眠季節時再移出。

(4)直接將插穗扦插於容器中，便於發根後的作業，以減少根系受干擾

5﹑發根介質(rooting media)
a. 發根介質之作用：

(1)使插穗在發根過程定位。

(2)供給氧氣。

(3)供給水分。

(4)阻斷光源，使適宜發根。

b. 理想之介質：

(1)足夠之孔隙度(porosity)以通氣。

(2)無病菌感染。

(3)高之保水力及排水良好。

(4)pH：中性為宜，酸不良。

如在一般苗床施業，則宜富於保水力之粘質壤土(clay loam)及砂質

壤土(sandy loam)，且應選土壤肥沃，土層深厚，排水良好及南向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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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之平坦地，務求減少強烈陽光之直射，扦插之畦與播種之畦，二

者適應性各不相同，播種畦之主要利用部份畦之表土，扦插畦之主要

利用部份畦表土之下層，故畦宜深耕並全部耕成細土，畦寬普通為1
m，長可自10至15 m，畦之土層深厚宜20~25 cm，使扦插容易，並能保

存多量水分，而促進發根及使幼苗生長健壯。

c. 其他之發根介質

(1)砂：以川砂為宜，適宜室內使用，或室外加強灌溉或有噴霧設備，需

以篩選、水洗。其優點為清潔、便宜、重複使用性高、排水良好、不

易滋生微生物，但根系長而不分枝，且脆弱。

(2)石英砂(quartz sand)：為花崗岩風化作用而得，有機質及無機鹽類含量

較川砂少，排水作用與砂同，在噴霧裝置下，為良好之介質。

(3)蛭石(vermiculite)：將蛭石高熱燒成，保水性、通氣性均優，可混合砂

或水苔(moss)使用，惟反覆使用易則老化，粒子變細，而失去原有之

特性。

(4)珍珠岩土(perlite)：為建築材料，質輕，保水性、排水性優良。唯只有

排水、通氣之效，不具保留養分之能力。

(5)水苔(moss)：用為填充用。

(6) 泥炭土(peat)：富於保水性及排水性，一般皆與其他介質混合使用。

十一、林木之特殊插條繁殖法：

1﹑埋幹繁殖(buried stem cutting)

2﹑分根繁殖(root cutting)
掘取母樹距幹 2~3m 範圍之根，平埋於土中，如泡桐。

3﹑分蘗繁殖(sucker propagation)
林木之地上部或根部常發生萌蘗，前者稱幹蘗，後者稱為根蘗，凡

利用此萌蘗繁殖者稱之，如楊類、赤楊類、泡桐、榆樹、杉木、台灣杉

等。如為根蘗，連同母根一齊掘取，截去幹部上端，僅留下側根，略為

修剪，即可出栽於造林地，或留養於苗圃 1~3個月再行出栽。

4﹑劈馬蹄繁殖(propagation by sprout with stump bark)
伐木後之根株，常生多數萌蘗，長至俟0.5~1 m 許，將萌蘗同皮部摘

下，掘穴栽之，即可成活，如杉木、厚朴(Magnolia officinal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