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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改良
稻作與米質研究方面，完成臺中195
號及臺中糯196號等2個新品種之命名，抗
氧化及GABA胺基酸等多樣化育種研究已
獲得初步成果，利用分子標誌輔助抗白葉
枯病育種成功增進育種效率，導入有機栽
培技術及建立輪作體系，並篩選有機栽培
適栽品種。
特作及雜糧研究方面，針對韃靼蕎麥
芸香苷含量之性狀選拔高含量之品系，並
已完成100年度及101年度芸香苷含量之比
較分析，利用套袋控制授粉完成薏苡50個
S5自交系。完成亞麻、洋甘菊及金盞菊
等藥用保健作物之栽培試驗，完成奧勒岡
屬作物與艾草萃取物之抑菌試驗，發現奧
勒岡屬作物對4種植物病害有抑菌效果。
完成167個小麥耐熱品系之評估，並選拔
麵粉用小麥、耐熱、耐桿銹病、高降雨量
等小麥品系及5個杜蘭麥品系。
果樹研究方面完成鮮食及釀酒葡萄
育種30個雜交組合之授粉，完成葡萄品系
L06305及K0829之性狀調查，其中L06305
各項性狀優良且具有穩定性、可區別性及
一 致 性 ， 已 提 出 品 種權 申 請 。 完 成 葡 萄
LED燈夜間電照促進生長之研究、紅龍果
產期調節及品質改善之研究、梨改善耐貯
藏力之研究、椪柑品質改進及增進不時花
比率之研究、番石榴簡易網室栽培改進果
實品質及外銷貯運保鮮技術之研究。

蔬菜育種研究方面，已完成甘藍臺
中2號及芥藍臺中1號技術轉移於臺南宇辰
農業生技有限公司及溪湖農生種苗行，
豌豆臺中16號品種權申請審議中，進行芹
菜1099-4新品種性狀檢定及申請命名資料
彙整與100-4-59等3品系冬瓜區域試驗及品
種性狀檢定，蘿蔔11F9品系區域試驗及品
種性狀檢定，另完成茭白臺中1號留種與
繁殖進行非專屬授權技轉。栽培技術方
面，完成茭白有機栽培病蟲害防治模式及
有機番茄穴盤苗栽培技術，並發表技術專
刊，針對芋、薑及龍鬚菜改善栽培及採後
處理技術。
花卉研究方面，文心蘭臺中3號甜蜜
微笑已提出品種權申請。育成菊花臺中7
號－水美人，為耐淹水災害之品種，可以
做為嫁接之砧木材料，減少淹水之害，已
提出品種權申請。育成菊花臺中8號－夏
紫，為夏菊品種，耐高溫逆境，花色為深
紫色，生育強健，已提出品種權申請。
利用LED燈源在10W以上之單色光紅光燈
源，可以有效抑制菊花之花芽分化。應用
畦面覆蓋栽培方式，提高洋桔梗切花品
質、建立洋桔梗品種資訊，使用植物生長
調節劑改善夏季栽培株高不足問題。
生物技術研究方面，完成本場育成
蕎麥品種不同部位甲醇萃取物之LC-UV及
LC-MS分析、完成本場育成薏苡品種20個

基因標誌篩選雜交後裔，剔除不耐貯運後
代，節省育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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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綠體基因區域分析、建立葡萄與菊花品
種分子鑑定技術、建立豌豆SSR分子標誌
輔助抗白粉病育種技術、以梨ACC合成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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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與米質研究
水稻良質米育種及米質分析
本(101)年度完成臺中195號及臺中糯
196號等2個新品種之命名。稉稻育種工
作進行56個雜交組合，栽培40個雜交F 1 植
株，種稙31個F 2 集團，分離世代有149個
品系進行選拔，正進行第二期作的米質
評估。高級品系產量比較試驗計有中稉
育11762-1等17個品系參試，綜合兩期作
結果，選出中稉育12318晉升入102年組區
域試驗。秈稻育種部分：高級產量試驗選
出中秈育972025號等10品系繼續試驗，區
域試驗以嘉農秈育992137號的產量表現最
佳。米質分析部份：100年二期作稉稻區
域試驗99年組中晚熟稉稻參試之新品系，
有南稉育231號等4個新品系符合標準；
99年組早熟稉稻參試之新品系，有中稉

育20509號及高雄育4683號二個新品系符
合標準。100年組中晚熟稉稻參試之新品
系，有桃園育951032號等6個新品系符合
標準。至於100年二期作秈稻區域試驗，
有中秈育942068號等6個新品系符合標
準。101年一期作稉稻區域試驗100年組中
晚熟稉稻參試之新品系，有桃園育951032
號等5個新品系符合標準；101年組中晚熟
稉稻參試之新品系，有高雄育4786號等4
個新品系符合標準，101年組早熟稻參試
之新品系，有中稉育20799號等3個新品系
符合標準。至於101年一期作秈稻區域試
驗，有中秈育962006號等7個新品系符合
標準。本年度協助各試驗場所分析2493個
樣品之米質，包括131個高級試驗樣品，
並協助臺東33號、臺中195號及臺中糯196
號完成品種命名。

年度

101

年報

臺中區 農業改良場

農業推廣

010
具紅稃尖之水稻臺中195號新品種

水稻營養成分之多樣化利用育種
研究
本研究以抗氧化能力之DPPH自由基
清除能力篩檢及其育種為主，檢測29個
水稻品種不同濃度萃取液的DPPH自由基
清除能力，發現各水稻品種的DPPH自由
基清除能力隨著萃取液濃度的增加而增
加，品種間的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以
臺稉9號、臺中秈10號與臺中秈17號最
佳；若進行分群分析，秈稻在100 ppm以
上時，秈稻的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高於
稉稻與糯稻；而良質米推薦品種對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均較非良質米推薦品種
弱。本場已進行若干雜交組合，期望能育
成高GABA含量與高抗氧化能力之水稻品
種。GABA胺基酸與抗氧化能力均有益人
體健康，但其在稻米中的含量因品種、期
作與發芽時間而有所不同，本研究除進行

大粒圓糯之水稻臺中糯196號新品種

我國常見水稻品種GABA胺基酸及抗氧化
酵素含量的篩檢外，並將以不同材料分析
期作間與栽培方法間的差異，另持續進行
品種篩檢、選定親本、進行雜交，進而研
究增進其含量的育種與栽培的可行性。

分子輔助育種之水稻抗白葉枯病
新品種研發
本研究進行水稻白葉枯病抵抗性篩檢
與開發白葉枯病抗性基因連鎖之分子標
誌，期能在水稻育種程序中，建立抗白
葉枯病基因之早期選拔方法，以縮短育
種年限。白葉枯病病圃之檢定結果，100
年第2期作以XM42與XF89b兩個菌株檢定
183個品種(系)，對XM42菌系有桃園1號等
66個品系表現中感等級；對XF89b菌系則
有臺農育991020號等88個材料表現中感等
級。101年第1期作以XM-1與XF89b兩個菌

本試驗探討：(1)水稻育苗箱播種量
與栽植株距對良質米品種產量與米質的影
響 ， (2 )尋 求 秈 、 稉 稻 新 育 成 品 系 的 最 佳
氮肥施用量，(3)調查及記錄水稻生育狀
況與各項氣象因素。育苗箱播種量對良質
米品種產量與米質的影響研究發現：播
種量在100年1期作對一穗粒數與千粒重有
顯著的影響，但對穗數、稔實率與產量
並無顯著影響；即使增加重肥試區(增施
15%)，在產量上仍無差異，而在100年2期
作普肥試區的試驗結果顯示，播種量對各
項農藝性狀均無顯著差異，重肥試區也僅
對稔實率及產量有顯著的影響；但米質性
狀的試驗結果則以播種量較少的處理較
佳，因此考量成本與米質的因素，播種量
以每箱240公克較佳。播種量與栽植株距
對良質米品種產量與米質的影響的研究結
果發現：栽植株距在101年1期作對一穗粒
數與穗數有顯著的影響，但對千粒重、稔
實率與產量並無顯著影響；在一般的栽培
管理下，目前育苗中心所採用的高播種量

收穫時期對稻米產量與品質影響
之研究
利 用 臺 稉 9 號 、 臺 南 11 號 、 臺 稉 1 6
號、臺東30號、臺農71號、高雄145號、
臺中192號、臺中194號與臺中秈10號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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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栽培技術改進

並不會有增產的表現，同時所花費的成本
也較高，稻米品質亦較低，水稻生育後期
如果遭遇降大雨或較大風勢過境，則易倒
伏，對於水稻產量收成及稻米品質將有不
利的影響。另外，農民常使用的高肥料栽
培管理雖可能提高產量，增加穗數、糙米
率、白米率及完整米率，但同時也可能使
直鏈澱粉含量及粗蛋白質含量提高而導致
稻米品質下降。另者，高栽植密度雖能增
加單位面積的株數，但卻會影響稻株的分
糵數對增產並無效益，反而易造成的植株
柔弱，增加罹患病蟲害與風、雨等天然災
害受害的機會，品質變劣不言可喻。因
此，推薦農民採用育苗箱之播種量為240
克，栽植株距為6.5吋，較能確保水稻產
量收成及生產高品質良質米。水稻新品系
的肥效反應，在秈稻新育成品系部分，
中秈育962006、中秈育962023、中秈育
962025與臺中秈10的產量均隨著氮肥用量
的增加而降低，且以最低氮素施用量的產
量表現最高；若比較此三個品種對氮素施
用量的反應，以中秈育962023對氮素施用
量增加的反應較佳，稉稻新育成品系的肥
效反應，中稉育11604-1、中稉育11973與
臺稉糯1號的產量均隨著氮肥用量的增加
而增加。豐歉因素測定的結果顯示101年
第一期作明顯較前5年間的平均產量互有
增減，是為平年。

年報

株檢定208個品種(系)，對XM-1菌系有臺
農育981027號等5個品系表現中抗等級；
對XF89b菌系則僅有南臺育1002040號等4
個材料表現中感等級。另一方面，本年第
1期作以臺稉9號、臺中秈10號及臺中秈17
號等3品種，分別與白葉枯病抗性基因材
料建立雜交組合，第2期作培育F 1 植株，
針對xa5、Xa7、Xa21等3個抗性基因進行
分子標誌篩選，剔除感病型同質結合個體
後進行回交，得到之BC1種子預計102年
繼續進行回交。

年度

101

年報

臺中區 農業改良場
012

個水稻品種，進行不同收穫期處理，分別
為抽穗後21天、28天、35天、42天與49天
等五個收穫時期對稻米產量與品質之影
響，結果顯示，早收會明顯降低產量，晚
收影響不大但愈慢收會有產量降低的趨
勢，品種間表現並不相同。不同收穫期影
響米質為早收與晚收皆會造成完整米率
降低，早收與晚收並不影響理化性質，
但品種間之表現並不相同，未熟粒、胴
裂米與食味品評等性狀仍待分析中，俟
分析後進行綜合討論。在水稻的栽培管
理過程中，適當收穫時期為大多數稻穗上
的穀粒已呈金黃色，僅在基部尚有2~3粒
呈黃綠色為宜，但若能提早1~2天收割，
更能兼顧品質。收穫時期之適當與否，是
影響米質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太早收
穫，青米粒及白米心腹白增加，千粒重減
低，外觀變差；但若太晚收穫，又會因日
夜溫差之物理膨脹收縮關係，使得稻穀內
水分太乾燥，容易造成胴裂，降低品質與
米飯口感。針對較新或推廣面積較廣之優
良水稻品種，分別在不同成熟時期進行收
割調查分析，由於各品種特性具有顯著的
差異，其在不同收穫期的反應必有所不
同，有必要進一步分析。但結果觀之，
以抽穗後28至42天是最佳的收穫期，提早
或延遲收穫對於產量與品質之影響均不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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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有機栽培技術導入及輪作體
系之建立
一、水稻有機栽培專業區規劃及栽培技術
導入研究
一期作有機栽培技術導入後，稻穀平

均產量為6,169 kg/ha較慣行栽培法(化學栽
培)之產量6,727 kg/ha，降低8.30%。有機
栽培技術導入區產量降低之主要原因在
於每叢穗數及一穗粒數較慣行栽培法(化
學栽培)低所致。二期作有機栽培區平均
產量為3,752 kg/ha，較對照區之產量4,534
kg/ha，降低17.25%，產量降低之主要原
因在於一穗粒數、稔實率及千粒重較慣行
栽培法(化學栽培)為低所致。兩期作試驗
結果均顯示，不同試區產量表現結果不一
致，部分試區仍然有高產之表現。有機栽
培技術導入對稻米品質之影響部分，分
析結果顯示，一期作平均糙米率、白米
率、完整米率，均較對照區低，顯示碾米
品質遜於慣行栽培法(化學栽培)，但在白
米粗蛋白質含量則低於慣行栽培法(化學
栽培)，顯示有機栽培技術導入在食味品
質上有優異表現。
二、芋頭與春小麥有機栽培輪作體系之建
立
1月~10月栽培有機芋頭(高雄1號)，
11 月 ~ 2 月 栽 培 有 機 春 小 麥 ( 臺 中 選 2 號 ) ，
3月~12月栽培有機芋頭(高雄1號)，建立
2年之輪作體系。土壤分析結果為pH值
7.81、電導度(EC) 0.43 dS/m、有機質含量
1.31%，有效性磷130 mg/kg soil、交換性
鉀65 mg/kg soil、交換性鈣鉀2,123 mg/kg
soil，交換性鎂223 mg/kg soil，顯示土壤有
機質含量較低，有效性磷、交換性鈣鉀及
交換性鎂含量則較高。芋頭每公頃施用腐
熟堆肥20公噸做為基肥並使用菜籽粕40、
60、80公噸/公頃三級處理做為追肥，每
隔1個月施用1次共6次於芋頭成熟期調查
株高及產量，結果顯示，施用菜籽粕40噸
/公頃作為追肥之處理，芋頭株高為72公

探討有機質肥料及化學肥料混合施用
對水稻生育、病蟲害及土壤理化性質之影
響及水份管理對水稻生育及病蟲害之影
響以建立優質安全水稻生產模式。以水
稻品種臺中秈10號及臺稉9號進行試驗；
肥料處理分為，慣行栽培、10噸腐熟堆
肥+700公斤菜籽粕/公頃(全量作為基肥)、
10噸腐熟堆肥+370公斤菜籽粕/公頃(全量
作為基肥)+170公斤/公頃硫酸銨(穗肥)等
3種處理；水分管理分為，慣行灌水、孕
穗期不灌水+齊穗後1次灌水等2種處理，
水稻生育全程均不施用化學農藥。試驗
結果，臺稉9號以慣行灌水配合不同施肥
處理，產量表現相似。臺中秈10號試驗結
果也相同。而以孕穗期不灌水+齊穗後1次
灌水之處理配合不同施肥處理，結果顯示
臺稉9號與臺中秈10號，在慣行栽培、10
噸腐熟堆肥+700公斤菜籽粕/公頃(全量作
為基肥)及10噸腐熟堆肥+370公斤菜籽粕/
公頃(全量作為基肥)+170公斤/公頃硫酸銨
(穗肥)處理下，產量分別為5,973、6,370、
6,514 kg/ha與6,360、6,607、7,083 kg/ha，
施用有機質肥料之處理均較慣行施肥法高
產。對稻米品質之影響部分，經由試驗分
析顯示，臺稉9號以慣行灌水配合不同施
肥處理在糙米率、白米率、白米粗蛋白質

率、白米率、完整米率等碾米品質表現
相似白米粗蛋白質含量則以10噸腐熟堆肥
+700公斤菜籽粕/公頃(全量作為基肥)之處
理有較佳表現，具有較優之食米品質。

水稻有機栽培適栽品種之篩選研
究
本研究進行水稻有機栽培適栽品種
篩選，以俾推廣栽培使用。參試品種，
臺南11號、臺稉14號、臺中秈10號、臺中
192號、臺稉16號、臺稉9號、臺農71號、
臺東30號、高雄145號、桃園1號。試區
分為，慣行栽培區(化學肥料N:P 2 O 5 :K 2 O＝
120:40:60，病蟲害以化學藥劑防治)、半
有機區(N:P 2 O 5 :K 2 O＝60:20:30公斤+5噸/腐
熟堆肥+1.5噸菜籽粕，病蟲害以化學藥劑
減量防治)及全有機區(每公頃施用10噸/腐
熟堆肥+3噸菜籽粕，病蟲害以自然藥劑
防治)，經由試驗結果顯示，一期作慣行
栽培法臺東30號、臺中秈10號、高雄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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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農業－優質安全水稻生產模
式之研發及建立

含量表現相似，但以慣行灌水配合慣行施
肥具有較佳之碾米品質。一期作臺中秈10
號則以慣行灌水配合10噸腐熟堆肥+370公
斤菜籽粕/公頃(全量作為基肥)+170公斤/
公頃硫酸銨(穗肥)之肥料處理具有較佳之
碾米品質及食味品質；臺稉9號孕穗期不
灌水+齊穗後1次灌水之處理配合不同施肥
處理在糙米率、白米率、完整米率等碾
米品質表現相似，但白米粗蛋白質含量則
以10噸腐熟堆肥+370公斤菜籽粕/公頃(全
量作為基肥)+170公斤/公頃硫酸銨(穗肥)
之肥料處理有較佳表現，具有較優之食米
品質。臺中秈10號孕穗期不灌水+齊穗後
1次灌水之處理配合不同施肥處理在糙米

年報

分、平均重量為每顆392克，施用菜籽粕
60噸/公頃為追肥之處理芋頭株高為54公
分、平均重量為每顆162克，試驗結果顯
示以施用腐熟堆肥20噸/公頃+菜籽粕40噸/
公頃之芋頭產量較高。

年度

101

年報

臺中區 農業改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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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臺中192號及臺稉14號等5個品種，具
有較高的產量表現，產量分別為6,308、
6,173、6,900、5,979及5,899 kg/ha，而臺
農71號及桃園1號之產量為5,197及5,252
kg/ha表現最低；全有機栽培法則以臺南
11號及臺中秈10號之產量7,618及7,960 kg/
ha表現為最高，其次為臺稉9號之產量
7,242 kg/ha，而桃園1號、臺農71號及臺
東30號之產量6,267、5,982及5,841 kg/ha表
現為最低。二期作慣行栽培法以高雄145
號之產量為6,327 kg/ha，具有較高的產量
表現，其次為臺南11號、臺東30號、桃園
1號、臺中秈10號及臺中192號產量分別
為5,927、5,846、5,687、5,620及5,567 kg/
ha，而臺農71號及臺稉14號之產量5,144
及5,046 kg/ha表現為最低；全有機栽培法

農業推廣

則以臺南11號之產量5,117 kg/ha表現為最
高，其次為臺中192號及臺中秈10號為產
量4,779及4,606 kg/ha，以高雄145號、臺
農71號及臺稉9號之產量3,558、3,499及
3,336 kg/ha表現為最低。綜合試驗結果顯
示，臺南11號及臺中秈10號於全有機栽培
情況下，具有高產特性，可以作為水稻
有機栽培之推薦品種。稻米品質部分，
一期作以臺南11號、高雄145號、臺東30
號及臺稉16號等4個品種，具有較優之碾
米品質及食味品質。二期作以臺南11號、
臺稉16號、臺農71號及臺東30號等4個品
種，具有較優之碾米品質及食味品質。因
此，臺南11號於全有機栽培情況下，兼具
有產量及稻米品質表現較優之特性，可以
作為水稻有機栽培之推薦品種。

特作及雜糧研究
薏苡、蕎麥育種及提升競爭力之
研究
為提升薏苡及蕎麥在臺灣地區之競
爭力，針對韃靼蕎麥芸香苷含量進行測
試，找出高芸香苷含量品系，以增加蕎麥
在臺灣的應用性，試驗針對本場收集韃靼

蕎麥品系分100年度及101年度進行高芸香
苷成分之分析。薏苡育種部分，101年進
行薏苡自交試驗，利用套袋方式促使薏苡
自交，防止他株薏苡授粉造成污染，收薏
苡自交系S5共50個品系。

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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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苡育種田間試驗

臺中區新興及藥用植物栽培技術
改良
本年度進行3種藥用保健植物的試栽
調查，包括亞麻、洋甘菊及金盞菊。生育
環境極適合秋裡作期間種植，應避開春末
及夏初高溫不利生育之環境。
針對小粒菌核、秧苗立枯、胡麻葉
枯、水稻紋枯等4種真菌性病原菌抑菌試
驗，奧勒岡屬作物(TMO、TMI、TMJ)植株
萃取精油之不同採收期(105、105、120天)
及不同濃度(100%、10%、5%、1%)之抑
菌率試驗，發現純精油具有完全的抗菌
率，另TMO-135-5%、TMI-105-10%及TMO135-10%外，其餘不同時期稀釋5%之精油

蕎麥田間育種試驗

對於水稻紋枯病、胡麻葉枯病、秧苗立枯
病及小粒菌核病抑菌效果，皆可達100%
之抑制效果。此外，不同艾草品系TM1、
TM3、TC1、TC2、TS、TH之精油萃取率
以120天大於90天，其中TM1品系以120
採收期之產量及萃取率具有較高應用潛
力，其對上述四種真菌抑菌效果較奧勒岡
作物萃取精油效果差。
不同艾草品系TM1、TM3、TC1、
TC2、TS、TH其抗氧化能力試驗中，品系
間及不同取樣月份差異極大，以取樣中間
部分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較植株末稍較
高，另外以FRAP測試亦有相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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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用植物「日本馬約蘭」之田間栽培試驗

藥用植物「紫錐花」之田間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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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耐熱種原評估
本計畫目的為小麥耐熱種原評估，選
育適應臺灣栽培環境之小麥新品系(種)。
試驗以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CIMMYT)引
進之167個耐熱品系為參試材料並以臺中
選2號為對照品種，囿於暖化會造成小麥
植株矮化、分蘗減少、成熟期提早、產量
下降及較易發生病蟲害危害，因此本計畫

小麥田間栽培試驗

藉由抽穗期、成熟期調查及病害表現，已
於101年3月完成第1年引種品系選拔，從
中選拔20個品系(H9、H25、H44、H45、
H46、H49、H61、H62、H63、H73、
H74、H81、H89、H91、H93、H101、
H102、H132、H141、H151)進入第2年選
拔試驗，其特性含括早晚熟品系、高性及
矮性品系，及對病害較具耐性之品系。

果樹研究
臺灣鮮食及釀酒葡萄之育種
本(101)年度共完成30個雜交授粉組
合，種子進行播種，其中21個組合已發
芽；並進行已移植田間之部分雜交苗生育
期間性狀調查，及採收果實調查其糖酸
比，以選拔出新品種。本年同時進行葡萄
L06305品系及K0829品系性狀調查，其中

L06305 (臺中4號)全株結果圖

L06305品系生育期間新梢節間腹側顏色、
生長勢、萌芽期、萌芽率、嫩梢梢尖絨毛
密度、幼葉葉面顏色、成熟葉葉背絨毛密
度、花穗長、花序數、花蕾數等性狀均有
別於 臺中2號 和 黑后 品種，由於L06305
具有穩定性、可區別性及一致性提出品種
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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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為育成適應臺灣氣候之小麥新
品種。本年度已完成自國際玉米小麥改良
中心引種作業，引進如一般麵粉(烘焙)用
小麥品系296個、耐熱品系167個、耐桿銹
病品系135個、高降雨量品系52個、杜蘭
麥品系157個；並以純系選拔法從中選拔

一般麵粉(烘焙)用小麥30個品系、耐熱品
系20個、耐桿銹病品系10個、高降雨量品
系5個、杜蘭麥品系5個。在5個商業品種
試種調查中發現，SWW及AHW等2品種至
生育期結束仍未抽穗結實，而DNS、杜蘭
麥及白麥則採單穗收集種子，以進行後續
栽培觀察。

年報

小麥品種選育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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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LED燈夜間電照促進葡萄生長
技術之研究

農業推廣

溫室栽培巨峰葡萄在萌芽期或開花
期每天以LED燈黃光、白光及省電燈泡黃
光、白光夜間延長電照6或12小時處理，
調查電照對開花期植株枝梢、花穗生育
及著果率之影響。開花期電照6小時省
電燈泡黃光較對照組可明顯促進枝梢伸
長13 cm，LED燈黃光、白光也有顯著效
果，可增長8~10 cm；促進花穗伸展以每

新梢之第1花穗長差異較顯著，第2花穗
效果不顯著。果實品質調查LED燈及省電
燈泡明顯較對照組降低無子果比率，分
別為10.5%及6.06%，電照處理增加粒重
19.8~33.5%，此外，LED燈白光增加果穗
穗重50.2%，省電燈泡白光增加71.5%。開
花期電照12小時與電照8小時有相類似之
效果。露天栽培葡萄延至2月修剪，開花
期電照8或12小時對枝梢生育及果實品質
影響不顯著，但可高著果率達4%以上。

溫室葡萄利用夜間電照有提高著果率之效果

改善紅龍果產期及品質之研究
紅龍果是一種具有特殊風味、色澤艶
麗且多汁的熱帶水果，在臺灣深具市場潛
力，惟其每批次花苞形成期過於集中，使
得收穫期一致而影響售價；另其果實品

質不穩定也是紅龍果產業發展的瓶頸之
一。101年5月至9月間白肉紅龍果花蕾出
現共有14批，每批次出現間隔天數最短為
5天，最長為23天。在5月20日該批花蕾僅
在去年生枝出現，當年生枝則無花蕾形
成。於6月12日起當年生枝開始有花蕾形

相同，並無法提早花蕾產生。在不同年度
生育枝生產的果實品質比較方面，去年生
枝與當年生枝產生果實在糖度與硬度並沒
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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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龍果不同批次花蕾出現與花朵開放時間
批次

花蕾出現日

開花日

採收日

1

5/20/12

6/06/12

***

2

6/12/12

6/29/12

8/06/12

3

6/18/12

7/04/12

8/10/12

4

6/23/12

7/10/12

8/13/12

5

7/02/12

7/19/12

***

6

7/09/12

7/25/12

8/30/12

7

7/19/12

8/06/12

9/11/12

8

7/25/12

8/10/12

9/18/12

9

8/03/12

8/20/12

9/25/12

10

8/13/12

8/30/12

10/09/12

11

8/18/12

9/04/12

10/17/12

12

8/28/12

9/14/12

***

13

9/04/12

9/21/12

11/09/12

14

9/18/12

10/05/12

11/28/12

***該批果實未順利著果

梨育種及改善梨貯藏力之研究
雜交後代從7月10日開始至8月15日分
4批採收72粒果實，果實重量在300克以下
71%，300~400克24%，400克以上5%，糖
度以 10~14度佔71%，大多屬於中生種，
綠皮和褐皮植株約略相等。晶圓梨綠熟期
採收有延長貯存期效果，在56天貯藏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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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而形成花蕾的去年枝則隨時間變化產
生的比率逐漸下降。在9月4日與9月18日
則僅在當年生枝產生花蕾。在調節花蕾批
次試驗中，每次疏刪植株上所有枝條花蕾
的處理其下批花蕾出現的時間仍與對照組

有出現梨蜜症。今年受蘇拉颱風影響，第
二批採收果實遭到強風豪雨，果肉硬度及
糖度下降，挑選外觀完整果粒貯藏，貯藏
期間果粒外觀無腐爛果，沒有受到病菌感
染。第二批採收果實貯藏第21天開始出現
梨蜜症。

梨雜交子代果實表現

臺中區 農業改良場

農業推廣

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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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重量

硬度

糖度

備

60104

464.5

3.6

14.5

7/30採，綠皮、心小

60204

257.2

6.5

11.2

7/10採，褐皮

60209

280.0

6.5

12.7

7/10採，褐皮、略有草腥味

60212

357.5

7.1

10.1

7/10採，褐皮、有草腥味

60218

305.0

6.3

11.5

7/20採，綠皮、略有草腥味

60314

298.0

7.2

12.8

7/20採，綠皮、果肉酸

60401

300.0

7.6

11.6

7/20採，褐皮、酸甜風味佳

60804

300.0

5.8

11.3

7/10採，褐皮、果肉甜

60826

301.0

5.3

11.6

7/10採，褐皮、早熟味道不佳

61515

380.0

6.8

12.8

8/15採，褐皮、果肉微酸風味佳

61617

345.0

5.3

12.1

7/20採，褐皮、果肉微酸

61623

305.0

5.7

11.3

7/10採，綠皮、果肉粗

61624

445.0

6.3

12.3

7/30採，褐皮、果肉粗無味

61635

260.0

5.6

11.5

7/20採，綠皮、果肉細、酸

61713

241.0

6.2

9.8

7/20採，綠皮、果肉細脆、稍有草腥味

61732

500.0

6.5

12.8

7/30採，褐皮、肉粗

61735

343.0

4.3

13.7

7/20採，褐皮、風味佳

61836

243.0

5.0

10.6

7/20採，綠皮、具有特殊香味

椪柑品質改進之研究
椪柑為中部地區重要的果樹產業之
一，為配合椪柑外銷作業，提早採收椪柑
予以低溫檢疫處理為整個產銷作業必要之
流程。早採椪柑由於轉色程度不足，雖
經採後催色及貯藏仍無法完全轉為橙黃
色。在果實掛樹期經由外施益收400 ppm

註

後，可提早使果皮轉色，但不會影響果實
糖度與酸度。此外，椪柑具有產生不時花
之能力，但不時花產生比率則會隨環境氣
候改變而有所增減，故穩定椪柑不時花產
生比率，可延後產期，提高果實品質。將
椪柑疏除2/3的幼果並以鐵絲勒束亞主枝
後，在七月夏梢抽萌時可產生7.6%的不時
花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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椪柑果實採收前1個月，利用不同藥劑進行處理後果實轉色情形。
黃：methionine 300 ppm；白：1-aminocyclopropane-1-carboxylic acid (ACC) 30 ppm；藍：ethephon 400 ppm；橘：1-naphthalene acetic acid (NAA) 300 ppm；粉：CK。

利用簡易網室栽培以改進番石榴
果實品質之研究
本年度進行之番石榴防蟲網室套袋或
不套袋之生育觀察結果，網室內套袋果實
之生長發育略優於室外一般套袋果實，品
質上之糖度略高於室外套袋果實。網室內
不套袋果實之生長發育則略差於有套袋
者，其果粒較小且外觀不佳，有待進一步

加強試驗及觀察。今年搭設之二件式防蟲
網被吹落後可免被整件吹損，而可於很
短時內安裝復原。以每日最高溫而言，
網室內之溫度高於室外之氣溫約1.5℃，
網室內之套袋中溫度高於室外之氣溫約
4.0℃，而網室外之套袋中溫度高於室外
之氣溫約5.0℃。因此可預期在網室內之
有套袋果粒會在較低氣溫下其生長較緩慢
而內容物之蓄積會較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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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於簡易網室內生長情形

榴果粒稍大、果肉厚度稍大，而硬度較
高，有待持續試驗觀察比較。以甲殼素澆
灌植株處理採收之果實及不同產地集貨
場取得外銷等級番石榴果實，於1℃下貯
藏，進行貯藏力比較結果，果粒失重率及
果實硬度之變化以臺南及高雄為佳，可能
為彰化集貨場的番石榴果實成熟度較不均
一所致。

番石榴外銷貯運保鮮技術之改進
臺灣番石榴屬於小農栽培，外銷集貨
及船運過程所需時間冗長，常會造成果
品傷害及品質損失，影響到港後販售價
格，需提升番石榴外銷貯運技術，以確保
果品品質。本研究完成『外銷番石榴採後
處理流程』撰擬，可供栽培者及業者參
考。而以甲殼素澆灌植株試驗結果，番石

以甲殼素溶液澆灌珍珠拔番石榴植株對果實品質之影響
處理別

果重(g)

果肉厚(mm)

果心厚(mm)

糖度Brix %

蘋果酸(%)

硬度(N)

社頭-101-06 (夏果)
甲殼素

247.9

19.6

42.3

7.5

0.33

-

無甲殼素

240.7

19.3

42.2

7.7

0.34

-

溪州-101-11 (秋果)
甲殼素

291.1

20.9

42.2

10.9

0.51

44.3

無甲殼素

285.7

20.3

42.1

11.0

0.58

36.4

蔬菜研究

耐熱甘藍新品種‘臺中2號’

芥藍花苔早晚花品種選育
取得苔用芥藍臺中1號品種權完成品
種技術轉移。進行3個晚苔品種與苔用芥
藍 臺中1號 雜交後代離拔，並進行混合
選種，以育成優質晚苔開放品種。持續進
行108個芥藍品系自交純化作業，並完成

數性狀表現則差異顯著。生育日數 試交2
號 為60天， 臺中1號 為64天，2品種相差
4天亦具差異性，本試交組合已於101年9
月提出品種權申請。另完成98個新雜交組
合，由種子結實狀況選出67個高種子產量
品系進行組合力檢定，並選育4個綜合性
狀表現優良之雜交組合，將擇優進一步進
行品系試驗。

芥藍‘臺中1號’

32個新雜交組合力檢定，並選出3個適合
做為小葉菜用芥藍品系，將於擴繁後與商
業品種進行比較，以評估品種特性及推廣
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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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甘藍 試交2號 進行區域試作，單
球重與 臺中1號 及 228 差異顯著，具豐
產潛力。經品種性狀檢定，包括株高、株
寬，外葉長、外葉寬、葉型指數、外葉
數、中肋厚、球高、心長與心寬球柱比等
各性狀與對照品種 臺中1號 差異並不顯
著，但在中肋寬、單球重、球高與球型指

年報

中部地區夏季甘藍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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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病冬瓜育種

農業推廣

以溫室苗期法抗病檢定品系計有1004-5等3品系，經苗期接種試驗，證實不
被ZYMV感染，感病冬瓜品種「農友細
長」、「北斗冬瓜」與「芳苑冬瓜」等地
方品系則很容易被ZYMV感染。本年度進
行優良雜交一代計有100-4-59等3品系進行
園藝性狀及檢定，其園藝性狀調查不論生
長勢、田間目測病毒、果重及結果數等綜
合表現是以100-4-59表現最好，將進一步
進行區域試驗及品種性狀檢定，供新品系
的申請資料用。

芹菜青筒1099-4品系

豌豆品種改良
目前在臺灣豌豆栽培時，白粉病之為
害係一重要問題，而現有推廣之品種如
興農88及大部份商業大莢品種均不抗白粉
病。本病主要為害葉片、莖蔓及豆莢，其
發病部位則佈滿白色粉末狀，影響植株的
光合作用，進而減產，嚴重者亦會造成
植株死亡。本場即以選育抗白粉病、質
優、豐產及適應性較廣之大莢豌豆為目
標，本年度進行大莢豌豆雜交，目前完成
雜 交 後 代 採 種 工 作 ， 預 定 明 年 F 2c後 代 分
離中選拔莢形大且端正，豆莢鮮綠色，品
質優良，植株抗白粉病之後代。

為了選育耐熱及早生之芹菜品種。本
年度計畫針對參試芹菜青筒試驗供試品種
(系)計有1099-4等3個品系，以明豐青筒為
對照品種，進行園藝性狀調查。本年度綜
合各品系園藝性狀調查，不論是株高、單
株重、抽苔率及產量等綜合整體表現，以
1099-4的表現最符合育種目標，其早抽苔
性與目前商業品種明豐青筒較優，產量也
高於對照商業品種，因此，將此品系提出
命名申請。

目前臺灣夏季蘿蔔品種鮮少，且常出
現缺鈣所造成的黑心現象，仍須依賴進
口，因此為了提供臺灣夏季蔬菜多樣化選
擇，選育適合夏季高溫生產之蘿蔔品種
(系)有其必要性。以去年入選之7品系與
目前中部地區夏季栽培之商業品種進行耐
熱性各區域試驗比較，結果顯示11F9品系
在根鮮重較對照品種佳或無顯著差異，
耐熱性佳、抗病蟲性亦佳，且無黑心症
狀，近一步選拔性狀表現佳且一致之優良
單株，純化品系內遺傳純度，供下年度性
狀調查用。此外，進行品系間試交以了解
各品系之組合力表現，並繼續純化自交系
S4；完成81個試交組合，經過夏季耐熱
性篩選與組合力檢定後，入選33個組合。

蘿蔔新品系11F9之葉片及根部

蘿蔔新品系11F9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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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蔔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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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菜育種

農業推廣

臺灣平地5月到10月則因高溫導致青
花菜生育差、不結球或花球品質不良現
象，必須自國外進口以填補國內供貨不
足之問題，為解決夏季青花菜生產之問
題，耐熱品種選育為目前重要的育種方
向。青花菜150個雜交組合經雜交率、夏
季耐熱性及花球品質篩選共入選7個組
合，40個自交系亦經自交不親和性及耐熱
性入選9個品系。將入選組合之親本及自
交系繼續純化並進行全互交以擴大組合力
之配對。此外，完成高溫逆境下青花菜生
理生化反應分析、組織結構觀察及花球表
現調查，可做為青花菜耐熱育種工作之參
考。

有機與慣行栽培所生產之茭白筍比較

茭白有機栽培管理模式之建立
茭白胡麻葉枯病於培養皿內以有機資
材試驗抑菌效果，大蒜植物萃取液具抗菌
效果，但大蒜使用濃度須達到20%，較不
具經濟效益。碳化稻殼施用一年後對茭白
抗病性並無顯著增加，但數據顯示施用後
試驗區產量約提高5.7及12.6%。本年度長
綠飛蝨防治方式輔導農民改用動力高壓噴
霧機，在若蟲發生初期即先以礦物油類噴
施，在蟲害高峰期則增加噴水頻度，可使
飛蝨族群顯著低於對照組。有機栽培及慣
行栽培茭白植株性狀與筍品質差異上根據
分析結果：帶殼筍重有顯著差異，以慣
行栽培者較高，但剝殼筍重則無顯著差
異，其中加入碳化稻殼之有機栽培，葉片
鮮重、葉片乾重、筍乾物重、糖度、全可
溶性糖等都顯著較高。本年度完成有機茭
白技術專刊一本，以供農民參考。

利用本場開發之有機茭白栽培技術，植株生
育狀況良好

地勢低窪田區易積水，造成軟腐病蔓延而缺株
情況嚴重。

中部地區作物栽培環境親和輪作
體制之建立
在臺灣農作操作模式，即以全年持續
性栽培為主，易因施肥及噴灑農藥等農事
操作不慎，致使栽培環境惡化，面臨生

芋頭以PE袋包裝，貯藏於10℃，由於透氣
不佳，易造成腐爛。

產困難之瓶頸及土壤累積肥料鹽分等問
題。本試驗目的在於探討不同作物間輪作
對土壤環境之影響。由試驗結果顯示，第
一年一期作水稻，不同處理間對水稻生育
影響不顯著，但穀粒粗蛋白質含量以慣
行栽培處理較高，致使食味較親和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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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針對嫩薑連作病害，單純
的種薑藥劑處理無法防治栽培期間軟腐
病的侵入，尤其在前期已罹病之連作田
區，發病率會更高。連作田的栽培無論
施用任何藥劑，只要雨季來臨使田間積
水，加上日漸上升的溫度及因培土作業而
阻礙排水通道，軟腐病原會迅速蔓延。因
此推測，相較於藥劑的使用，水分對軟腐
病的發生佔有更大的決定因素。嫩薑生長
過程中，地上部生長速度呈線性，漸進
而平均的生長，而地下塊莖部分則不相
同，在四次調查中發現有一快速膨大的高

峰，但施用本場研發之有益微生物後，嫩
薑的快速膨大期提前，採收時的單株塊莖
重量也都顯著較高。不同氮肥(0~300 kg/
ha)施用量對芋生育間期之葉片數與葉片
壽命並無影響，但可促進植株葉片及葉柄
生長，並提升芋頭產量。芋不同留葉數對
芋頭產量並無影響，但芋球澱粉含量明
顯降低。芋頭貯藏前以二氧化氯500 ppm
進行消毒作業，並無法提高貯藏後之可
用 率 。 以P E 袋 包 裝 ， 貯 藏 於1 0℃ ， 由 於
透氣不佳，易造成腐爛，貯藏4星期後僅
10%可售率。層積法貯藏於4℃及10℃，
貯藏4星期後可售率仍達91%及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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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差。水稻栽培後對土壤化學性質方
面，以慣行栽培在土層15公分處銨態態氮
(NH +4 )含量最高，硝酸態氮(NO -3 )在不同土
層間(地面下15公分、30公分及60公分)處
理間，以慣行栽培處理略高於親和栽培處
理，但差異不顯著。後續輪作栽培甘藍方
面，不同栽培處理除了在葉球徑有顯著性
差異外，分別為18.9公分及17.9公分，其
餘性狀差異不顯著，生產成本則慣行栽培
處理每公斤平均成本為7.1元，而親和栽
培處理7.9元。因為第一年輪作，仍有待
進一步探明不同作物間輪作對環境親和之
影響。

農業推廣

有機番茄穴盤苗生產技術之開發
應用
由於臺灣地屬熱帶及亞熱地區，應針
對有機穴盤育苗之特性，研究如何建立適
宜的有機栽培管理技術，以提供健壯的有

健壯的有機種苗可提高有機栽培成功機率

機種苗，期能在有機栽培環境中，甚而
穩定產量與品質，以提高有機蔬菜成功
機率。本試驗目的在於探討不同濃度亞
磷酸(500及1000倍)及有機高效液肥(100及
200倍)處理對有機番茄穴盤苗之影響。由
試驗結果顯示，以利用有機高效液肥(100
倍)處理，其複合壯苗指數在春作及秋作
分別為0.092及0.099，為不同處理間表現
最好，優於對照慣行栽培之穴盤苗品質
(0.079及0.088)。而不同濃度亞磷酸處理，
因春秋兩作育苗期間並未發生立枯病，因
此不同處理間差異不顯著。不同處理之有
機番茄穴盤苗在定植後生育之影響，顯示
各處理幼苗在定植後並不會影響番茄的莖
粗、始花節位、始花花數及定植後存活率
等。因此，利用本場調整之適當的有機高
效液肥，配合適當栽培管理，能提昇番茄
穴盤苗品質，將可供有機番茄穴盤苗栽培
應用之參考。

利用亞磷酸與有機液肥進行番茄穴盤苗試驗

黃酸

對照

堆肥茶

上圖：自然光、白光、8R2B。
下圖：藍 光、紅光、2R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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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設施番茄介質耕業者解決幼
苗生長不良及介質鹽積之困擾，乃進行
開發幼苗根灌施用之功能性複合微生物
菌劑、建立複合性菌種大量繁殖技術及
開發促進番茄生育之堆肥茶配方。由試
驗結果顯示，在不同田區分離之117株菌
株中找到45株木霉菌菌株對以全紅牛番茄
幼苗根系生長，並可增加植株之株高及
乾物重；再著以供試菌株處理種子後，
除發芽率整齊均一外，幼苗生長勢處理
組優於對照組，可縮短育苗時間3~5天。
在複合性菌種之開發方面經產胞養份需
求研製發現，利用稻穀、黃豆添加乳清
粉、豆奶粉及糖蜜培養基之配方B可使產
胞能最佳，平均產量每公克胞子含量達

108 spore/ml (木黴菌)及109 cfu/ml (枯草桿
菌)，以複合性菌種接種於小果番茄上於
田間種植，發現除可提高存活率外，並可
增加產量。又從檢定以(1)黃酸配方(黃酸
(2,000 gm/1,000 L)、硝酸鉀(404 gm/1,000
L)、硫酸鎂(123 gm/1,000 L)。(2)堆肥茶
配方(高肥效有機肥(2,000 gm/1,000 L)、
尿素(50 gm/1,000 L)、硼酸(10 gm/1,000 L)
及(3)對照處理為臺中場之番茄配方(硝酸
鈣(472 gm/1,000 L)，硝酸鉀(606 gm/1,000
L)，磷酸一銨(152 gm/1,000 L)，硫酸鎂
(492 gm/1,000 L)，螯合鐵(15 gm/1,000 L)，
硼酸(10 gm/1,000 L)，綠色綜合微量肥料
(20 gm/1,000 L)之差異性，發現與對照處
理為臺中場之番茄配方相比黃酸配方及堆
肥茶配方除可提高存活率外，並可增加單
株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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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光質及光強度之LED燈具對
水耕芝麻菜生長之影響

農業推廣

為建立全光照植物工廠之需求，乃
進行不同光質(自然光、白光、8R2B、
藍光、 紅光、2R8B)及光強度(150及220
μmole/m 2 /sec)之LED燈具對水耕芝麻菜生
長之影響，由試驗成果顯示，在自然光之

照明下，水耕芝麻菜之生長勢最佳，其次
為2R8B、白光、紅光、藍光和2R8B。水
耕芝麻菜之生長勢隨著光強度之增強而加
快且水耕芝麻菜之硫配醣體含量亦隨著光
強度之增強而增多；就不同光質處理中含
硫量之多寡依序為自然光＞8R2B＞紅光
＞白光＞藍光＞2R8B。

花卉研究
LED燈源用於菊花電照之研究
以23W 110V及23W 220V省電燈泡與不
同組合之LED燈泡進行菊花暗期中斷連續
電照或間歇電照之抑制開花效果調查。
以23W 110V或23W 220V省電燈泡間歇電照
處理 龍鳳紫 有提早開花之趨勢，到花日
數約為36~39天。而以10W紅光的LED燈泡
間歇電照組之到花日數則為50~53天，與

紅光LED夜間電照菊花田區之情形

連續電照組相似。而23W 110V及23W 220V
省電燈泡於連續電照組開花亦較10W紅
光LED燈泡為早，為44~49天，大約提早
1週。LED燈泡其他紅藍光組合之到花日
數則介於10W紅光及省電燈泡之間。菊花
黃秀芳 品種各組合間之到花日數與 龍鳳
紫 有相同之趨勢，唯其差距較小。

菊花育成之夏菊新品種臺中8號夏紫

以12個文心蘭品種、2個原生種及13
個優良單株進行雜交授粉試驗，有25個雜
交組合結莢。3個新的交配組合完成出瓶

種植，完成21-9品系和對照之性狀比較。
21-9品系和對照品種有23個不同的植物性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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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蘭臺中2號紫精靈

改善洋桔梗生育及切花品質之研
究
應用畦面覆蓋不織布栽培方式，改變
目前洋桔梗傳統之栽培方式，有效抑制雜
草發生，降低生產成本與勞力之支出，提
高切花品質，並養成農民用藥、施肥之紀
錄習慣。另搜集各品種洋桔梗進行性狀及
品質調查，建立種源資訊，以利栽培者及
消費者參考。試驗研究植物生長調節劑噴
施激勃素於中晚生品種可促進洋桔梗宿根

植株提早抽苔，並提前開花約5~7天。而
細胞分裂素(BA) 10 mg/L噴施於夏季洋桔
梗‘禮儀彩藍’及‘露娜美桃’ 2次，可刺激花
芽分化，增加莖徑與硬度，並延後露娜美
桃開花時間約5日，且植株分叉情形明顯
提高，但噴施濃度過高易造成畸形花。另
洋桔梗二次切花品種之生育性狀調查及瓶
插資訊建立，供農民進行洋桔梗二次切花
栽培時參考，已完成15個洋桔梗二次切花
品種資訊。

年度

101

年報

臺中區 農業改良場

農業推廣
洋桔梗畦面覆蓋不織布栽培方式

032

蘭花種苗品質標準關鍵技術之研
發
植株的生長發育需要各種元素的合理
分配，缺乏或過多都會對植株造成不利的
影響。小苗初期的營養狀況將會影響植
株的後續生長，甚至是開花。本研究針
對Onc. Gower Ramsey Honey Angel 及Onc.
Tdares Golden Mine Taichung No. 1 Gold
Coins 兩品種，分別比較不同氮、磷、鉀
比例之肥料對文心蘭苗生長之影響，以期
找出最適合剛出瓶幼苗之肥料比例。試

洋桔梗宿根植株噴施激勃素(GA)提早抽苔

驗結果顯示氮、磷、鉀之總濃度超過500
ppm時會對植株造成傷害，反而不利於生
長。生長量會隨肥料中含氮量之增加而上
升，顯示對文心蘭幼苗來說，氮的影響仍
較磷、鉀為重。而不同肥料處理間，仍以
慣行管理或減氮處理之植株生長較佳。
Onc. Tdares Golden Mine Taichung No.
1 Gold Coins 假球莖數及新芽數越多，
則生長量越高，但須配合出瓶時的數量
而異；葉/根的比值越低，即表示根數越
多，則生長量越高。

生物技術研究
蕎麥及薏苡DNA生物條碼與化學
指紋圖譜分析模式之建立
以本場所育成的臺中5號蕎麥及臺中
2號苦蕎麥為材料，分別萃取葉片與發

育中種子的總RNA，希望比較基因表現
整體差異，本年度已完成種子轉錄體定
序，進行基因本體分類(gene ontology)與
註解(annotation)，分別拼接完成97,200及
74,544條contigs，完成contig分析報告。為

蕎麥種子與植株中含有多種有益健
康之化合物，包括芸香苷、檞皮素、酚
酸、膳食纖維等，研究發現蕎麥或蕎麥萃
取物能有益於血糖之調節及糖尿病併發症
狀之緩解。此外，蕎麥並被發現具有豐富
的D-chiro-inositol (DCI)，為細胞胰島素受
體之前驅物，以膳食補充可提高第二型糖
尿病患者對胰島素之敏感性，具有穩定血
糖之效果。本計畫由蕎麥不同部位小量萃
取試驗中發現，根萃取物具有明顯抑制澱
粉水解酶活性，此部分之萃取物將進一步
以HPLC分析特徵。蕎麥與苦蕎麥種子粉
末化處理後，以α-amylase水解後確認可
知直鏈澱粉分解速度低於其他穀物，擬進
一步分析水解物質的光譜特性，以了解多
元酚類存在種類與含量。蕎麥與苦蕎麥種
子粉末化處理後以甲醇萃取分析，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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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葡萄及菊花品種分子鑑定技
術

033

作物品種分子鑑定技術為保護品種權
之基礎，為保障育種者權利、健全種苗市
場交易機制並鼓勵研發新品種，本場積
極開發作物品種分子鑑定技術，已篩選7
組葡萄SSR引子對，在7個基因座可增幅
明確、易判別之條帶，可將30個葡萄品
種各別獨立鑑定，並利用毛細管電泳及
解序方法確認SSR之重複數，將增幅片段
大小(allele lengths)資訊轉化為基因座類別
(allele classes)資訊，此技術可更加明確鑑
定侵權行為，並已提交「葡萄品種核酸鑑
定作業標準」於植物種苗研究團隊。在菊
花方面，已完成500組SRAP引子對在34品
種之測試，已篩選45個分子標誌，可將各
品種獨立鑑立，並已提交「菊花品種核酸
鑑定作業標準」於植物種苗研究團隊。

豌豆分子標誌之建立及在抗病育
種之應用
豌豆為臺灣重要豆類蔬菜作物，為建
立豌豆品種分子鑑定技術及增強育種之
效能，本場積極開發豌豆SSR分子標誌技
術，本年度已完成「豌豆品種核酸鑑定作
業標準」並提交於植物種苗研究團隊，
在輔助選種方面已篩選60組多型性SSR引
子，初步完成建構豌豆基因組7對染色體
之遺傳圖譜，未來可進行特定性狀之基因

作物改良

蕎麥調節血糖功效之研究

元酚類含量確認，韃靼蕎麥之rutin高於普
通蕎麥。

年報

了瞭解機能性代謝物在種子與植株的含量
與種類，以甲醇萃取種子、葉片總代謝
物，利用HPLC-DAD進行光譜掃描，進而
選擇波長210 nm分析，最後進行以LC-MS
分析萃取物特徵，可以確定苦蕎麥的芸香
苷含量高於普通蕎麥，葉子與種子的成分
顯著不同。在薏苡方面，由文獻所發表之
葉綠體基因序列及基因條碼文獻所建議之
基因設計引子，陸續進行基因選殖分析試
驗，參試品種包括本場所育成臺中1號、
臺中3號、本場選育之臺中育4號，以及對
照野生種薏苡。共選殖葉綠體基因20條並
完成定序比對，分析序列涵蓋1/10之葉綠
體基因組，另選殖ITS基因，具有更高的
多型性，可作為基因條碼鑑定之用。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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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定位及輔助選種。已選用具抗白粉病性
狀之親本完成雜交授粉，並利用SSR檢測
剔除F1後裔中自花授粉之個體，以確保
未來F2分離族群抗病基因遺傳定位之正
確性。

農業推廣

梨ACC合成酶 基 因檢測技術輔助選
種之應用
梨果實之耐貯運性狀為影響商品價值
的主要因素，乙烯為參與果實後熟過程之

關鍵植物賀爾蒙，若能在生化反應途徑上
游降低乙烯合成之效率，則可延長果實儲
架壽命，本場引進國外學者開發之ACC合
成酶基因檢測技術，成功鑑定國內栽培品
種之基因型，並在如意梨 橫山梨之F1族
群中，完成檢測358株個體，並輔助選拔
其中51株ACC合成酶基因屬於隱性之F1個
體。本檢測技術可突破梨幼年期無法評估
果實耐貯運性狀之限制，有效提升育種效
率。

梨ACC合成酶檢測法可早期剔除不耐運之雜交後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