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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水稻台稉15號
二、親　　源：台南育212號/高雄141號//高雄141號
三、育成時間：1996年
四、育 成 者：育種工作主持人：劉大江、宋勳

雜交及後代選拔：陳正昌、許志聖、曾東海、陳治官、李長沛

產量試驗：許志聖

區域試驗本場負責人：張素貞、許志聖

資料整理與提出命名：張素貞、楊嘉凌、許志聖

五、育成經過：1986年第2期作農業試驗所進行台南育212號與高雄141號的雜交，

1987年第1期作再以高雄141號為父本進行回交，1989年第2期作選出

品系，名稱為台�育16519號，送交本場進行品系觀察，1990年第1期
作獲選，而後歷經初級、高級產量試驗與區域試驗，於1996年第2期
作命名推廣。

六、品種特性：早熟，豐產，不易倒伏，米質優良，碾米率高，食味佳，抗稻熱病，

脫粒性中等，適合機械收穫。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品種命名後即在早熟稻產區推廣，主要於宜蘭、桃園、台中、彰化、嘉義

等縣市種植，2000年達最大栽培面積之1,947公頃。由於本品種不耐儲存，並未

列入良質米推薦品種，且早熟稻面積不斷縮減，使得栽培面積大幅減少。依現有

資料，種植情形如下：

年度 種植面積 主要縣市 年度 種植面積 主要縣市

1997 30 中 2004 271 中屏

1998 704 桃彰嘉 2005 130 中

1999 1409 宜桃嘉 2006 104 中

2000 1947 北宜桃中 2007 123 中

2001 734 北宜桃苗中嘉 2008 98 中

2002 513 北宜桃中 2009 50 中

2003 437 宜中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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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稉15號之稻穀 

台稉15號之糙米

台稉15號之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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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水稻台中191號(商品名：錦早)
二、親　　源：台農育81815號/越光

三、育成時間：2003年
四、育 成 者：育種工作主持人：許志聖、張素貞、陳榮五、郭益全、陳治官

雜交及後代選拔：陳正昌、許志聖、賴明信、陳治官、郭益全

產量試驗：許志聖、張素貞

區域試驗本場負責人：楊嘉凌、呂坤泉

資料整理與提出命名：許志聖、楊嘉凌

五、育成經過：1992年第1期作農業試驗所雜交，1993年第2期作選出品系，名稱為台

稉育58433號，送交本場進行品系觀察，1994年第2期作歷經兩期作的

觀察選拔而獲選，之後歷經初級、高級產量試驗與區域試驗，於2003
年第1期作命名推廣。

六、品種特性：極早熟，米質優良，食味佳，耐寒，不易脫粒，穗上發芽率低，適合

裡作地區栽培。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品種的極早熟與米質優良特性與日本良質米越光極為相似，產量又較越光

高，推廣重點本欲取代越光，但其米粒較小與知名度較低而限制其發展。2004-
2005年間曾進行產學合作，並通過兩項商標申請，但因早熟稻栽培區域急速減

少，本品種面積亦僅維持在200～300公頃間，主要於苗栗、南投縣市種植。依現

有資料，種植情形如下：

年度 種植面積 主要縣市

2004 313 苗投

2005 268 苗投

2006 234 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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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191號之植株台中191號之植株

台中191號之稻穗台中 號之稻穗

台中191號之稻穀

台中191號之糙米

台中191號之白米台中 號之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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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水稻台中192號
二、親　　源：台稉14號/台稉8號
三、育成時間：2007年
四、育 成 者：育種工作主持人：呂坤泉、許志聖、陳榮五

雜交及後代選拔：呂坤泉

產量試驗：呂坤泉、許志聖

區域試驗本場負責人：呂坤泉

資料整理與提出命名：呂坤泉、許志聖、楊嘉凌

五、育成經過：1999年第2期作雜交，2001年第2期作選出，品系名稱為中稉19005
號，之後歷經初級、高級產量試驗與區域試驗，於2007年第1期作命

名推廣。

六、品種特性：高產，米質優良，食味佳，耐儲存，抗倒伏，脫粒率低，適合機械收

穫，氮肥利用效率高，對褐飛蝨與斑飛蝨的抵抗性較佳。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品種命名後，即由於其產量高與白米外觀優良深獲農民歡迎，栽培面積正

不斷擴展。消費者與市場對其白米的反應也正進行蒐集中，相信以此品種的優

良特性必能受到農民與消費者的認同。本品種已列入2011年第1期作的台灣優良

水稻推薦品種之一，2009年全台種植本品種的面積已逾10,100公頃。種植情形如

下：

年度 種植面積 主要縣市

2008 5,194 苗中投彰雲嘉

2009 10,119 苗中投彰雲嘉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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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192號之田間

台中192號之稻穀

台中192號之植株

台中192號之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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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水稻台中193號
二、親　　源：台稉9號//台稉9號/中稉育10578號
三、育成時間：2008年
四、育 成 者：育種工作主持人：許志聖、呂坤泉、楊嘉凌

雜交及後代選拔：許志聖

產量試驗：許志聖、呂坤泉

區域試驗本場負責人：呂坤泉

資料整理與提出命名：許志聖、楊嘉凌、呂坤泉

五、育成經過：2001年第2期作以台稉9號為母本，中稉育10578號為父本，進行雜

交，2002年第1期作續以台稉9號為母本進行回交，2003年第2期作選

出，品系名稱為中稉育10945號，之後歷經高級產量試驗、區域試驗

與特性檢定後，於2008年第2期作命名推廣。

六、品種特性：葉片無茸毛、稻穀無稃毛，有益環保與衛生；白米心、腹白少，米質

優良；株型佳，脫粒率中等，適合機械收穫；唯產量稍低，病蟲害抵

抗性與抗倒伏性不佳。本品種為我國第一個無稃毛的品種。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品種命名後，預計將於2010年提出品種權申請，也將透過產銷專業區與碾

米業者進行推廣，預期將可以提供農民選擇新品種的參考、改善碾米業者的工作

環境，營造環保與衛生的優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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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193號之植株

台中193號之田間

台中193號之無稃毛稻穗

台中193號之糙米

台中193號之稻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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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水稻台中194號
二、親　　源：台稉9號/中稉育10368號
三、育成時間：2009年
四、育 成 者：育種工作主持人：許志聖

雜交及後代選拔：許志聖

產量試驗：許志聖、呂坤泉

區域試驗本場負責人：呂坤泉

資料整理與提出命名：許志聖、楊嘉凌、呂坤泉

五、育成經過：2001年第2期作以台�9號為母本，中稉育10368號為父本進行雜交。

2004年第1期作選出，品系名稱為中稉育11147號，之後歷經高級產量

試驗、區域試驗與特性檢定後，於2009年第2期作命名推廣。

六、品種特性：株型良好、不易倒伏；白米透明度佳、白堊質少；米飯有優雅香味、

食味佳、耐儲存；對稻熱病、斑飛蝨與白背飛蝨有較台稉9號為佳的

抵抗性；唯產量稍低、榖粒較小、部分病蟲害抵抗性不佳。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品種命名後，預計將於2010年提出品種權申請，透過碾米業者進行授權技

轉與推廣，由於本品種的米飯食味較台稉9號優良，且具有印度香米Basmati的優

雅香味，預計將與台稉9號一樣，可以獲得消費者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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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194號與台稉9號田間生育比較

台中194號之稻穗

台中194號與台稉9號糙米之比較

台中194號與台稉9號白米之比較

台中194號與台稉9號稻穀之比較

台中194號之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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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水稻台稉糯5號
二、親　　源：台農67號/台南糯育17號
三、育成時間：1995年
四、育 成 者：育種工作主持人：宋勳、陳一心

雜交及後代選拔：陳隆澤、許志聖、楊遜謙

產量試驗：許志聖、張素貞

區域試驗本場負責人：張素貞、許志聖

資料整理與提出命名：張素貞、許志聖

五、育成經過：1987年第2期作由嘉義農試分所進行雜交，1989年第2期作選出品系，

名稱為台稉育9480號，送交本場進行品系觀察，1990年第2期作獲

選，而後歷經初級、高級產量試驗與區域試驗，於1995年第2期作命

名推廣。

六、品種特性：早熟，高產，穩定性高，適應性廣，耐寒，穀粒較大，品質優良，脫

粒性適中。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品種由於穗重較重，抗倒伏性較差，在農民喜施大量肥料的習性下，較易

倒伏，因此栽培面積不多，主要於台中、彰化、台南等縣市種植。由於其白米品

質優良，適合麻糬等米食加工，栽培面積維持在300-700公頃間。依現有資料，

種植情形如下：

年度 種植面積 主要縣市 年度 種植面積 主要縣市

1997 255 彰雲南 2004 41 嘉

1998 375 中彰南 2005 325 南

1999 441 中南 2006 779 彰嘉南

2000 183 彰南 2007 342 嘉南

2001 275 彰南 2008 473 嘉南

2002 333 彰南 2009 321 彰嘉南

2003 252 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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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稉糯5號之稻穗

台稉糯5號之稻穀

台稉糯5號之白米

台稉糯5號之糙米

台稉糯5號之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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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水稻台中秈糯2號
二、親　　源：台中秈糯1號//台中秈17號/台稉16號
三、育成時間：2006年
四、育 成 者：育種工作主持人：林再發、許志聖、陳榮五

雜交及後代選拔：林再發

產量試驗：林再發

區域試驗本場負責人：楊嘉凌

資料整理與提出命名：楊嘉凌、林再發

五、育成經過：1997年第2期作雜交，1999年第2期作選出，以台秈糯育6828號參加

初級產量試驗，而後因精省而使稻作育種小組失去法源而解散，品系

名稱改為中秈糯育7號繼續參加高級與區域試驗，而於2006年第1期作

登記推廣。

六、品種特性：高產，強稈，不易倒伏，氮肥利用效率高，抗稻熱病、縞葉枯病、斑

飛蝨與白背飛蝨，碾米品質佳，但耐寒性較差。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品種雖與台中秈糯1號的同質性高，但由於產量較高，且碾米品質較佳，

預期將會受到農民歡迎，目前正積極推廣中。

台中秈糯2號之白米台中秈糯2號之糙米台中秈糯2號之稻穀

台中秈糯2號之單株

台中秈糯2號之田間台中秈糯 號之田間

台中秈糯2號之稻穀 台中秈糯2號之糙米 台中秈糯2號之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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