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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豌豆台中14號
二、親　　源：薩摩×台中78-203
三、育成時間：1998年
四、育 成 者：郭俊毅

五、育成經過：台中14號係台中區農業改良場為改良台灣嫩豆用豌豆品種之缺點，於

1989年以薩摩×台中78-203進行雜交。其雜交後裔採用混合及系統並

行法選拔，為加速世代之演進，在F1～F5時，每年培育2～3個世代。

之後於1992年由其雜交後代，選出大莢、大粒並抗白粉病之優良品系

台中仁系21號，並經過初級及高級品系比較試驗、地方適應性試驗及

重要園藝特性檢定試驗之結果，成績極為優良。

六、品種特性：本品種係屬嫩豆用種，半矮性，花白色，單花性。並具有抗白粉病

性、豐產、大莢、大粒等優良特性，可穩定產量，提高採收效率，並

迎合市場之需求。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以往台灣生產嫩豆用之豌豆種子均購自國外，因本品種之育成，種子可自行

生產，將可節省不少外匯。目前台灣地區嫩豆用種均採用本品種，極受市場所歡

迎。

豌豆台中14號　　　　　　　薩摩

豌豆台中14號　　　　　薩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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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育種—蔬菜作物育種—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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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豌豆台中15號
二、親　　源：80-73×黑目

三、育成時間：2003年
四、育 成 者：郭俊毅

五、育成經過：豌豆“台中15號＂係本場為改良豆苗用豌豆品種之缺點，於1991年以

蔓性、晚花、莖葉粗大、抗白粉病之豌豆苗品系“80-73＂為母本，

與蔓性、晚花、耐濕性強、質優、豐產之豌豆苗商業品種“黑目＂

為父本進行雜交。其雜交後裔採用譜系法進行選拔，為加速世代之

演進，在F1-F4時，每年培育2個世代。之後於1994年由其雜交後代，

選出豆苗肥大、豐產並抗白粉病之優良品系“台中苗系7號＂，並經

過初級及高級品系比較試驗、區域試驗及重要園藝特性檢定試驗之結

果，成績極為優良。

六、品種特性：本品種係屬葉用品種，花白色，種子白色，種臍黑色，並具有抗白粉

病，豐產，豆苗肥大等優良特性，可穩定產量，提高採收效率，並符

合市場之需求。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品種平均每公頃豆苗產量為13,440公斤，而對照品種“黑目＂則為11,090
公斤，增產達21.2％，每公頃可增收豆苗2,350公斤。目前已取代“黑目＂成為台

灣葉用豌豆的主要品種。本項技術於2004年10月非專屬授權移轉5家種苗業者，

包括農興貿易公司、興農種苗有限公司、生生種子股份有限公司、合歡農產有限

公司、好農家種苗，以進行種子生產及銷售。

豌豆台中15號

黑目(左)；豌豆台中15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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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豌豆台中16號
二、親　　源：87156×台中11號
三、育成時間：2009年
四、育 成 者：戴振洋、郭俊毅

五、育成經過：

豌豆台中16號各項試驗時程表

　時　　　　間 育　種　經　過 試驗地點

　1998年秋冬 　　雜交 台中場

　1999年秋冬 　　F1 繁殖 台中場

　2000 -2004年秋冬 　　後裔分離及抗白粉病選拔 台中場

　2005 -2006年秋冬 　　增殖 台中場

　2007年秋冬 　　品種特性調查 台中場

　2007-2008年秋冬 　　白粉病抗病性檢定 台中場

　2007-2008年秋冬 　　產量比較試驗調查 台中場

六、品種特性： 

1.本品種係屬嫩莢鮮食用品種，具有抗白粉病。

2.株型：為蔓性，株高約178公分。

3.莖：主莖粗大，近方形，綠色，下節位分枝，分枝數少。

4.葉：小葉卵形，托葉不規則橢圓形，葉淡綠色，氣泡少。

5.花：白花，花梗長度中等，播種至開花日數約48天。

6.嫩豆莢：嫩豆莢較「在來白花」肥大，莢形端正，豆莢鮮綠色，每莢種仁數

8.1±0.13粒。

7. 種子：完熟種子呈圓球形，種皮黃白色，種臍白色，表面平滑。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由於本品種具有抗白粉病的能力，故生育期間可免噴藥防治白粉病，因而可

節省農藥費用及噴藥工資，目前豌豆台中16號正申請植物品種權中，待完成新品

種技術授權後，未來新品種推廣後將可提供農民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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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育種—蔬菜作物育種—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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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台中16號具抗白粉病能力

豌豆台中16號種子（左）

豌豆台中16號豆莢

豌豆台中16號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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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菜豆台中2號
二、親　　源：Peru1989- F-9- KJ- 6
三、育成時間：2005年
四、育 成 者：郭孚燿

五、育成經過：1995年自日本日本大學生物資源研究部海外協力學科蔬菜研究室引

入9個品系，各約50粒種子。1996年春作於大村進行品系觀察，發現

Peru1989 -F-9-KJ-6具早花、低結莢位及無筋絲之特性，但園藝性狀

仍在分離。依其分離之莢型及凸仁程度，選拔出10個單株。1996年秋

作將此10個單株後裔，各播種40粒種子，觀察其園藝性狀分離情形，

於其中選拔出5個性狀較穩定之系統，並各選拔出一單株，供進行後

裔純化。於民國1997年～1998年春秋作及1999年春作，依純系選拔育

種法，共進行5代純系選拔。選拔過程中同時栽培屏東大莢，及商業

品種農友公司綠衣，做為系統間及系統內單株選拔之參考。後經品系

比較及區域試驗，於2005獲得品種權。

六、品種特性：極早生播種至50％植株開花為30日，花後嫩莢8～10天可採收，嫩莢

始收日數為播種後38～40天。無筋絲，嫩莢不具背縫絲，為無筋絲品

種，便於調理。莢型優美，莢長24公分，莢寬2公分，莢厚0.7公分，

單莢重20公克，曲莢率少，表皮光滑、呈淡綠色，外觀極優美。肉

質細嫩，肉色淡綠而透明，纖維極少、咀嚼時無渣滓感，口感佳且甜

度高而清甜，風味特佳。花白色，始花節位低，第一花序著生於第3
節，花序中等，每花序6～8朵花。花由下往上開、分佈全株，結莢性

強、每花序結莢2-4莢。初期生長植株略顯纖細，分枝少。但開始採

後，各節均可發生側蔓，生長勢轉強。採收後期，如管理良好，會由

基部發生側蔓，再次從新生長，所以收穫期長。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品種於2006年非專屬授權有限責任南投縣埔里鎮茄類生產合作社及2007年
非專屬授權興農種苗有限公司，繁殖及販售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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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育種—蔬菜作物育種—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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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豆台中2號結莢情形

菜豆台中2號植株生育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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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菜豆台中3號
二、親　　源：Peru1989- F-11- KJ- 9
三、育成時間：2007年
四、育 成 者：郭孚燿

五、育成經過：1995年自日本日本大學生物資源研究部海外協力學科蔬菜研究室引

入9個品系，各約50粒種子。1995年春作於大村進行品系觀察，發現

Peru1989- F-11- KJ- 9品系具嫩莢無被縫絲，屬無筋絲品系，莢型頃

向圓莢型、肉質細緻、風味佳為及高產之特性，但園藝性狀，開花習

性及莢型仍在分離。依其分離之莢型及花期性狀，選拔出10個單株。

1996年秋作將此10個單株後裔，各播種40粒種子，觀察其園藝性狀分

離情形，於其中選拔出5個性狀較穩定之系統，並各選拔出一單株，

供進行後裔純化。1997年～1998年春秋作及1999年春作，依純系選拔

育種法，共進行5代純系選拔。後經品系比較及區域試驗，於2006獲
得品種權。

六、品種特性：嫩莢不具背縫絲為無筋絲品種，中早生，播種後63天可開始收穫，

較屏東大莢早7天。高產較屏東大莢平均增產6.7～10.0%。莢長20～
23公分，莢寬約1公分，莢型圓長，單莢重20公克，莢色鮮綠。莢形

優美，曲莢率少。為軟莢品種，肉質細嫩，纖維少，口感佳且甜度

高，風味極佳。對日長鈍感，春秋作生育勢及收穫期沒有明顯差異。

始花節位適中，第一花序著生於第8節，開花習性由下往上，分佈於

全株。每花序花朵數8～10朵，可結莢2-6莢，頂梢開花極多，結莢性

強。分枝多，可持續開花結莢。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品種於2008年非專屬授權移轉台灣生研股份有限公司，繁殖及販售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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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育種—蔬菜作物育種—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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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豆台中3號嫩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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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菜豆台中4號
二、親　　源：Peru1989- F-31- KJ- 6
三、育成時間：2007年
四、育 成 者：郭孚燿

五、育成經過：1995年自日本日本大學生物資源研究部海外協力學科蔬菜研究室引

入9個品系，各約50粒種子。1995年春作於大村進行品系觀察，發現

Peru1989- F-31- KJ- 6品系具嫩莢無被縫絲，屬無筋絲品系，莢型頃

向圓莢型、肉質細緻、風味佳為及高產之特性，但園藝性狀，開花習

性及莢色仍在分離。依其分離之莢色及花期性狀，選拔出10個單株。

1996年秋作將此10個單株後裔，各播種40粒種子，觀察其園藝性狀分

離情形，於其中選拔出5個性狀較穩定之系統，並各選拔出一單株，

供進行後裔純化。1997年～1998年春秋作及1999年春作，依純系選拔

育種法，共進行5代純系選拔。後經品系比較及區域試驗，於2007獲
得品種權。

六、品種特性：嫩莢不具背縫絲為無筋絲品種，早生品種播種後50天可收，植株半蔓

性，花穗長，每穗可結6-8莢。莢色濃綠，適收期可從莢長12公分到

20公分均可收穫。嫩莢甜度高且葉綠素含量亦高，營養成份極豐富，

肉質厚而細緻口感�佳。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尚未辦理技術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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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育種—蔬菜作物育種—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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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豆台中4號結莢性強

菜豆台中4號花梗長

菜豆台中4號植株為半蔓型

菜豆台中4號嫩莢

菜豆台中 號結莢性強

菜豆台中 號嫩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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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菜豆台中5號
二、親　　源：親本來源係臺中區農業改良場於81年由美國農部引進之PI1924-s-5品

系後代中選育而來。

三、育成時間：2010年。

四、育 成 者：郭孚燿、陳葦玲

五、育成經過：

　　菜豆台中5號選育流程圖及試驗時間地點

　時　　　　　間 　育　種　程　序 試驗地點

1992-1996年 引種觀察 彰化大村

1997-1998年春秋及1999年春作 純系選拔 彰化大村

1999年秋作 獲選品系增殖 彰化大村

2000年春作、秋作 第一年品系比較試驗 彰化大村

2001年春作、秋作 第二年品系比較試驗 彰化大村

2002年春作 栽培密度試驗 彰化大村

2002年秋作 採種試驗 彰化大村

2003、2004年春秋作 新品系區域試驗
彰化大村、和美、
鹽埔、南投埔里　

2005年秋作、2006年春作 品系性狀調查 彰化大村

2010年春作 品系性狀調查及資料整理 彰化大村

六、品種特性： 
(一)植株性狀：

1.株型：屬無限生長型蔓性。

2.莖：幼莖下胚軸中等，主莖生長勢中等，分枝性中等。

3.葉：三出複葉，小葉三角形，葉形寬大，葉色濃綠。

4.花：白色，第一花序著生於第8節位，開花習性由下往上分布全株，花序

長，著生10-12朵花。

5.鮮莢果：無筋絲，平均莢長21.7公分、莢寬1.0公分、莢厚0.9公分、單莢重

16公克、最低結莢高度53公分、平均每莢種仁8粒。莢型圓長，莢表面光

滑，嫩莢肉色淡綠、肉質緻密、甜度高(7.2∘Brix)。
6.種子：橢圓形、種皮白色具黃褐色斑點、平均百粒重36.5公克。

(二)重要特性：

1.高產：本品種較屏東大莢平均增產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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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育種—蔬菜作物育種—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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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筋絲：本品種嫩莢不具背縫絲，為無筋絲品系，便於調理。

3.莢型優美：本品種為Kentucky wonder中扁圓莢型品種，莢型長、曲莢少，

外觀優美。

4.嫩莢品質：肉質細嫩，口感佳且甜度高，風味極佳。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台中5號為中晚生品系，圓莢狀果莢為國內Kentucky wonder系中首見，且無

筋絲調理容易，肉質細嫩，甜度高，口感極佳。對環境穩定性高，產量穩定，適

於菜豆主要生產地區及季節栽培，於試作期間均受農民及消費者喜好，可普遍推

廣，提高農民收益。本品種目前正申請品種權中。

菜豆台中5號開花與結莢表現

菜豆台中5號果莢外觀

菜豆台中5號田間植株生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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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茭白筍台中1號
二、親　　源：埔里青殼地方品系

三、育成時間：2000年
四、育 成 者：林天枝

五、育成經過：1992年春作及秋作進行集團栽培選拔優良單株，1993年春作與秋作進

行營養系栽培與選拔，1994-1996年進行品系比較試驗，1997-1999年
進行區域試驗，於1999年秋季通過初審，2000年進行病害檢定並通過

複審，正式命名為「台中1號」。

六、品種特性：早生、豐產、黑穗菌不感染株及黑心產生率低。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自2001年起每年設置0.1公頃原原種保存圃，供採種圃更新，推廣予農民種

植，已廣泛為埔里地區農民使用。

台中1號　　　　　　　　　　　　　　青殼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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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育種—蔬菜作物育種—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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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番茄台中亞蔬4號
二、親　　源：FMTT22
三、育成時間：2000年
四、育 成 者：林天枝、洪澨堂

五、育成經過：本品種為1984年由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育成之F1品種，品種名

FMTT22。1986年由台中改良場進行FMTT22等四個品系之區域試

驗，於1989年通過命名審查，正式命名為台中亞蔬4號。

六、品種特性：台中亞蔬4號為非停心性品種。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植株形態屬非停心性，生育旺盛，單總狀花序，每隔3節著生1花序，每花

序具有8～12朵花，結果率秋作84 %，晚夏秋作平地28 %，中海拔地區80～90 
%。果實高球形，未熟果淡綠色，成熟果紅色，平均單果重70～150公克，硬度

中等，夏作裂果輕微。海拔500～1000公尺的坡地夏作每公頃產量為51～63.7公
噸，平地晚夏作65公噸，夏作10～24公噸，定植至終收日數為107～145天，果實

產期約為32～70天。耐熱性強，平地6月至昱年3月可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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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番茄台中亞蔬10號（商品名：愛蘭黑柿）

二、親　　源：CLN1462-20-2-0-0-0 × L471994-S 2-3-1-19-0
三、育成時間：2001年
四、育 成 者：林天枝、洪澨堂

五、育成經過：本品種為1994年由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育成之F1品種，品種名

FMTT593。區域試驗分別在1996～1998年於桃園縣之芎林、新屋及

台南縣善化三地進行，並於1998至2000年期間，選擇海拔600～1000
公尺之南投縣信義、仁愛及魚池鄉三處坡地進行。選出耐熱、抗病

且果肩濃綠色的優良品系FMTT593，並於2001年7月27日通過命名審

查，正式命名為台中亞蔬10號。

六、品種特性：台中亞蔬10號之特性：植株形態屬非停心性，生育旺盛，每花序具

有6～8朵花，結果率秋作89 %，晚夏秋作42 %，果實圓形，未熟果

果肩濃綠，成熟果紅色，平均單果重164公克，硬度高、質脆、口

感佳，耐貯運。海拔600～1000公尺的坡地夏作每公頃產量為68.8公
噸，南部平地晚夏作44.4公噸，北部夏作36.8公噸，定植至終收日數

為114～135天，果實產期約為42～68天。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品種命名登記之後交由種苗繁殖改良場生產種子供農民栽培。

台中亞蔬10號　　　　　台中亞蔬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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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育種—蔬菜作物育種—蔬菜

555555555555

一、品種名稱：葉用蘿蔔台中1號
二、親　　源：美綠

三、育成時間：2004年
四、育 成 者：郭俊毅、戴振洋

五、育成經過：以「美綠」F1為材料，於1996年至2000年進行後裔分離及選拔。本育

種方法為F2採用系統混合選拔，F3～F5採用母系混合選拔法，在生育

期間調查分離情形及固定度而慎重選拔。選拔時仍以系統之生長勢、

整齊度、株高及板葉等主要園藝性狀表現為主。至F6世代集團之植株

性狀已漸趨一致，故將其命名。

六、品種特性：台中1號植株性狀為子葉綠色，葉形板葉略帶淺缺刻，葉片顏色為綠

色，葉面無茸毛且平滑。株型半直立，株高約32公分，平均葉數7.5
葉。種子為紅褐色、扁圓形、千粒重平均13.2公克。全年四季平地皆

可種植，播種後25～30天，植株達到7-8片葉即可採收。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2006年完成技術移轉農興貿易公司、興農種苗有限公司。目前進行大量採種

工作中，推廣面積將可持續增加中。

葉用蘿蔔台中1號植株生育

葉用蘿蔔台中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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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種名稱：甘藍台中1號
二、親　　源：T11A×T5B
三、育成時間：2007年
四、育 成 者：郭俊毅、蕭政弘

五、育成經過：1981年開始陸續自葉深等品種中，分離並篩選在平地能自然開花結實

且具自交不親和性的分離品系，其後代於夏季期間進行選拔，冬季期

間則進行自交不親和性選拔與純化，2004年並由分離自交世代組合

育成一代雜交種，後經數年品系試驗、區域試驗及性狀檢定調查，確

定本雜交具夏季耐熱、冬季高產、品質優良等特性，且性狀穩定，於

2007年5月提出新品種甘藍台中1號品種權登記。

六、品種特性：種子褐色，千粒重4.4公克，子葉及胚軸為綠色。株高29.9公分，株

寬66.8公分。外葉綠色，葉面臘粉少，葉緣波紋中等，葉形為扁橢

圓形，外葉數中少，葉姿呈半直立。單球重1.4-1.8公斤，球徑21.4公
分，球高15.5公分，葉球半包被呈淺綠色，色澤亮麗，外包葉僅含微

量花青素，縱切面呈扁橢圓形，心短且窄，球柱比亦小。為一代雜交

中生品種，具耐熱性，於夏季能結球，但不耐濕；秋冬季則球型大且

產量高，冬季低溫易抽苔。夏季定植後約66天可採收，冬天則約需71
天。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2008年完成品種權專屬授權予欣樺種苗貿易有限公司。

甘藍台中1號葉球各部型態

甘藍台中1號植株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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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育種—蔬菜作物育種—蔬菜

575757575757

一、品種名稱：油菜台中3號（商品名：金寶）

二、親　　源：千寶2號
三、育成時間：2005年
四、育 成 者：郭俊毅、戴振洋

五、育成經過：1993年以千寶2號自交第一世代之異型株為材料，進行後代分離選

拔。親本千寶2號係自日本引進，為F1品種，由於該品種屬異質四倍

體，其後裔性狀分離情形極為雜亂。因此本育種方法為F2-F3採用自

交單株選拔，F4-F6採用系統混合選拔法，F7-F10採用混合選拔法。

六、品種特性：台中3號植株性狀為子葉綠色，胚軸淺紫紅色，葉形為近圓或橢圓

形，葉黃綠色，葉面無茸毛且稍皺縮，株型半直立，株高約28.3公
分，平均葉數6.8葉。種子為深褐色、圓形，千粒重平均4.9公克。全

年四季平地皆可種植，網室及露地栽培夏天播種後28天左右可採收，

冬天播種後35-42天可採收。

七、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項技術於2007年11月非專屬授權移轉農興貿易公司。目前完成技術移轉正

進行擴大採種工作中，將可提供農民栽培用。

金寶-台中3號　　 　油菜台中2號

油菜金寶-台中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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