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年度一年來種苗科學事業之成就 

一、 糧食作物 

(一) 水稻 

1. 新品種育成：育成水稻新品種「花蓮 22號」、「花蓮 23 號」及「花蓮

24號」。「花蓮 22號」於花蓮縣各原住民部落進行地方品種蒐集，由

眾多混雜地方種中，經過栽培適應性評估、特殊性狀選拔及多世代純

化及選拔後育成，糙米具深紅色外觀且具淡淡清香風味之糯米品種。

「花蓮 23 號」為一紫色葉片的水稻品種，於花蓮地區種植為中晚熟

之稉稻品種，株型直立、葉色呈飽滿的紫色為其最重要的特徵，非常

適合用於稻田彩繪。「花蓮 24號」屬於高蛋白含量之水稻品種，且糙

米清除 DPPH 自由基之抗氧化能力為對照「台稉 9 號」之 3~4 倍，

白米直鏈澱粉含量為 12%，具有半糯性，故其白米較一般軟黏。白

米蛋白質含量具有較一般稉稻白米蛋白質含量高一倍之潛力。(花蓮

區農業改良場) 

2. 原原種繁殖：101 年進行水稻「台稉 4 號」原原種繁殖，面積為 0.1

公頃，繁殖 142公斤；「台稉 16 號」原原種繁殖面積為 0.2公頃，繁

殖 378 公斤；「花蓮 21號」原原種繁殖面積為 0.05公頃，繁殖 96公

斤。(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二) 甘藷 

1. 推廣甘藷「花蓮 1號」，共繁殖 24,160株種苗，可供種植 0.7公頃之

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2. 繁殖甘藷「台農 57號」及「台農 66號」感染病毒病株各 2,250株，

進行甘藷「台農 57號」及「台農 66號」健康苗及病毒苗第二年產量

比較試驗，結果顯示「台農 57 號」健康種苗較病毒苗的產量高 1.5

倍，而「台農 66號」健康種苗較病毒苗的產量高 63%。本年度有兩

家甘藷種苗業者通過病原檢測，共計生產 562,000苗。(農業試驗所) 

3. 建立甘藷莖頂組織超低溫冷凍保存技術，取甘藷「台農 57 號」、「台

農 66 號」、「台農 71 號」及「台農 73 號」等品種的莖頂組織，以

MS基本鹽類培養基添加 0.3 M蔗糖及 0.9％ Difco agar進行預培養 4

天，莖頂組織存活率達 60-100％；再以藻膠包埋玻璃質化法配合 LS 

溶液 300 分鐘及 PVS2 溶液 60 分鐘處理，經液態氮保存後，培養

於含 1 μM NAA, 0.5 μM BA, 0.1 μM Kinetin, 3％ 蔗糖及 0.9％ Difco 

agar的 MS 回復生長的培養基，結果 4個品種的植株再生率皆為 3.3 

％。(農業試驗所) 



(三) 落花生 

    爲建立落花生良種繁殖推廣制度，繁殖優良之落花生種子供農民栽

培以生產優質落花生，增加農民收入。101年春作繁殖落花生「花蓮 1號」

原原種種子 90公斤，可供應原種田約 0.36公頃之用；秋作繁殖落花生「花

蓮 2 號」原原種種子 110 公斤，可供應原種田約 0.44 公頃之用。(花蓮區

農業改良場) 

(四) 大豆 

1. 繁殖優良之大豆「花蓮 1號」種子 266公斤，可提供農民栽培自行繁

殖留種，除推廣生產慣行栽培優質大豆外，也成為轄內有機大豆生產

的最主要品種。(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2. 編輯大豆種原圖說，提高種原利用性，將種原調查結果配合植株性狀

圖檔，提供育種者參考。(農業試驗所) 

 

二、 蔬菜 

(一) 十字花科 

    利用遠緣雜交突破傳統育種材料限制，以兼抗黑腐病生理小種 1與 4

的白菜與具潛力花椰菜品系進行遠緣雜交，經由胚拯救技術培育種間雜

種，實生苗經抗病性評估結果黑腐病罹病度為 0-1級，可供十字花科蔬菜

抗黑腐病育種進一步篩選利用。(農業試驗所鳳山分所) 

1. 甘藍 

(1) 甘藍「臺中 2號」於 102年 5月 9日通過植物品種權審查，此品

種耐熱性極佳，可於平地 4-10月間栽培。(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2) 選育出 4個綜合性狀表現優良之新品系甘藍。進行 3個晚苔品種

與苔用芥藍「臺中 1號」雜交後代選拔，以育成優質晚苔開放品

種，已選出 3 個適合做為苔用之雜交芥藍品系。(台中區農業改

良場) 

(3) 甘藍抗黑腐病生理小種 1共採收 29株系，其中 20株具自交不親

和性，分別為 F1 世代 6 個株系，F2 世代 3 個株系，S1 世代 2

個株系與 S2 世代 5 個株系。甘藍抗黑腐病生理小種 4 僅採收 3

個株系，其中 2 株具自交不親和性，分別為 F2 與 F3 世代各 1

個株系。(農業試驗所鳳山分所) 

(4) 甘藍、青花菜、花椰菜與芥藍之 S2 至 S3 世代的夏季田間選拔

中，共選拔出具耐熱特性的甘藍類蔬菜 96 個品系，並完成其春



化處理與採種作業，其中 12 個品系具自交不親和性，具有作為

優良親本之潛力。(農業試驗所鳳山分所) 

2. 白菜 

完成小白菜新品種「桃園 1號」及「桃園 2號」命名，品種權申請中。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3. 青花菜 

選育出青花菜「種苗亞蔬 1號」、「種苗亞蔬 2號」。(種苗改良繁殖場) 

4. 芥菜 

(1) 完成四川芥菜「五峰種」等 4 個品種雜交及採種。(桃園區農業

改良場) 

(2) 102 年 4 月 2 日於梓官鄉舉辦葉用芥菜「台農 2 號」及「台農 3

號」新品種田間栽培觀摩會，與會人數約 76 人，現場除發送介

紹摺頁外，並辦理試吃活動。「台農 2號」芥菜抗炭疽病，適合

春夏季節栽培，「台農 3號」芥菜抗蕪菁崁紋病毒病，適合秋冬

季節栽培，除鮮食外，簡易加工製作雪裡紅等口感亦極佳。(農

業試驗所鳳山分所) 

5. 花椰菜 

完成花椰菜商業品種鑑定用 CAPS 分子標誌 3個以上之序列分析，並

測試其他商業 F1品種。(農業試驗所) 

(二) 豆科 

1. 菜豆 

菜豆 「臺中 5 號」取得植物品種權，新品種具有豐產、無筋絲、嫩

莢品質優良等特性。(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2. 豌豆 

(1) 取得豌豆「臺中 16 號」植物品種權，新品種為嫩莢用品種，莢

形端正，豆莢鮮綠色，品質優良，且對白粉病具優良抗性。(台

中區農業改良場) 

(2) 利用豌豆 SSR 分子標誌技術建立品種鑑定標準作業流程，並已

提供種苗研究團隊彙整應用。(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3. 豇豆 



豇豆萎凋病影響產量甚鉅，本場篩選出耐病根砧並以三尺青皮等商業

品種為接穗生產嫁接苗，田間試驗青皮三尺直播苗成活率僅 18%，

而嫁接苗成活率達 96%以上，證實根砧具耐病效果。(種苗改良繁殖

場) 

(三) 茄科 

1. 馬鈴薯 

取得馬鈴薯「種苗 4號」新品種權。(種苗改良繁殖場) 

2. 番茄 

(1) 建立「有機番茄穴盤苗標準化套裝生產技術」，本技術建立有機

番茄穴盤苗生產標準流程管理，提升穴盤苗品質，降低栽培管理

風險與農民生產成本，並符合臺灣有機農業生產規範，目前正辦

理技術移轉中。(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2) 番茄抗黃化捲葉病毒育種利用分子標誌及快速 PCR 系統進行抗

病基因篩選，已經篩選 20 個優良抗病品系，有利作為抗病育種

親本之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3) 番茄抗嵌紋病毒基因(Tm-2)分子標誌利用亞洲蔬菜中心提供番

茄抗病與感病品種作為試驗材料，已開發 1 組共顯性 SCAR 分

子標誌，可協助育種者篩選及確認抗感病植株基因型。(種苗改

良繁殖場) 

(4) 建立番茄種子活力快速檢測技術，以 Q2種子活力測定儀檢測，

可於 5天內判別番茄不同品種之種子活力狀況，比較標準發芽試

驗(14天)可有效縮短檢測時程。(種苗改良繁殖場) 

(5) 為生產優良雜交一代番茄種子，以供應農友栽植番茄之需。於

101 年秋季生產「桃園亞蔬 20號」大果番茄雜交種子 21.5公斤，

「花蓮亞蔬 21號」小果番茄雜交種子 25公斤，可供應大果番茄

栽培推廣面積約 215公頃，小果番茄栽培推廣面積約 500 公頃。

除可供應農友栽植番茄種苗之需，並可提供消費者多樣化的選

擇。(種苗改良繁殖場) 

3. 番椒 

(1) 編輯番椒種原圖說，提高種原利用性，將種原調查結果配合植株

性狀圖檔，提供育種者參考。(農業試驗所) 

(2) 育苗作業標準化試驗，結果顯示 100ppm 奈乙醯胺處理，對番椒

種苗根系形成具顯著促進效果。(農業試驗所) 

4. 甜椒 



研究甜椒有機栽培之肥培及病蟲害管理，穩定著果及產量，生產品質

佳之有機種子。(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5. 茄子 

(1) 育苗作業標準化試驗，結果顯示 100ppm 奈乙醯胺處理，對茄子

種苗根系形成具顯著促進效果。(農業試驗所) 

(2) 茄子選獲 3個優良 F1品系。(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3) 選育出豐產優質之茄子新品種「種苗 1 號」並取得品種權。(種

苗改良繁殖場) 

(4) 茄子「高雄 3 號」完成 3 家國內業者的非專屬授權。(高雄區農

業改良場) 

(5) 茄子「高雄 2號」推廣面積達 300公頃以上，為南部茄子的主力

品種。(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6. 辣椒 

完成 11 個菜用辣椒雜交新品系比較試驗，初步篩選以 102hp5、

102hp6、102hp8與 102hp12為佳。(種苗改良繁殖場) 

(四) 其他蔬菜 

1. 茼蒿 

修訂茼蒿品種性狀表與試驗檢定方法。(種苗改良繁殖場) 

2. 莧菜 

出版莧菜種原圖說。101 年度為檢測各品種(系)種子經長期冷藏後之

種子活力並強化影像資料收集及調查生育性狀，特與明道學校財團法

人明道大學契約合作，進行莧菜種原種子繁殖與更新，本書將每個種

原以一份特性調查再配合多張彩圖方式，記錄生育期間的形態特徵，

這些珍貴資料能讓讀者明瞭莧菜的種原多樣性，也可提供育種人員在

進行品種改良與研究時之參考。(農業試驗所) 

3. 蕹菜 

進行 28 個蕹菜種原及自交系產量、截切力及白銹病罹病度試驗，經

統計分析結果品種間均有差異。初步篩選出 4 個品種(系)兼具有產量

高、莖質地細緻及耐白銹病等優點，值得進一步做為育種材料之利

用。(農業試驗所) 

4. 蔥 



由國內外收集 63 個青蔥品種(系)，春季進行苗株繁殖作業及性狀調

查，初步選出生育佳、分株數適中之 35個品種(系)。於夏作進行耐熱

性篩選試驗，經颱風豪雨侵襲後，選出植株生育狀況佳之 6個品系，

其中 4個品系為四季蔥。(農業試驗所鳳山分所) 

5. 萵苣 

萵苣 TYL09H406 等優良品系完成品系比較試驗，以 TYL09H462 等 5

品系表現較優。(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6. 其它 

(1) 繁殖赤道櫻草、番杏、糯米糰等野菜種苗，提供轄內包括奇美部

落、邦查農場、港口部落及太巴塱部落等原住民部落栽培，輔導

有機栽培技術，開發部落特色農產品。(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2) 建立可應用於外銷蔬菜雜交種子純度鑑定之分子標誌。完成

SP11, SPK, SLG 3 個 S 基因設計專屬之引子組在 1~2 個商業 F1

品種及親本之測試。(農業試驗所) 

三、 瓜類  

    開發鑑定西瓜、洋香瓜感染種傳病毒病害之分生檢測方法，可造福業

者更進一步發表科學新知於國際期刊提供學界參考與利用。(農業試驗所) 

(一) 南瓜 

1. 育成南瓜「澎湖 1號」及「澎湖 2號」新品種完成命名，並辦理非專

屬授權公告。(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2. 南瓜 F1 雜交組合，完成桃園育 036等 6個品系之品系比較試驗。(桃

園區農業改良場) 

3. 以白粉病菌接種 15個南瓜品系篩選出 2品系(品系 7及 8)較具抗性，

可作為育種種原。(種苗改良繁殖場) 

(二) 苦瓜 

1. 確定利用溫湯處理解決苦瓜種子發芽緩慢、發霉及整齊度差等問題，

提高苦瓜種子發芽率達 80％以上，減少種苗生產成本，降低農民育

苗及管理上的不方便。目前本試驗所建立的苦瓜種子發芽試驗程序已

向國際種子檢查協會(ISTA)提出種子檢測規則之修正。(國立中興大

學園藝學系) 

2. 育成苦瓜「花蓮 2 號」及「花蓮 4 號」品種，於民國 101 年授權業

者生產，目前已有有機鮮果及保健產品上市，相關產品深受消費者青

睞。(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3. 苦瓜新品種「台農 7 號」，不用套袋果實即呈珍珠白色且具光澤，果

實大小適中，果重 450~600 公克，適合小家庭一餐食用量。(農業試

驗所鳳山分所) 

4. 取得苦瓜 F1品種「高雄 1號」(長青)品種權。(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5. 進行 137 個苦瓜品系性狀表現調查與自交純化，其中有 45 個品系或

其分離個體之表現良好，9個表現優良，可供下一階段選育工作。(種

苗改良繁殖場) 

(三) 木瓜 

1. 確定木瓜種子發芽方法及溫度條件，協助建立 ISTA種子發芽規則。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2. 102年取得木瓜「台農 10號」(橙寶)品種權，本品種為雜交後代，為

橙黃色果肉，具有淡甜香氣，水分含量較高，耐貯運等特色，提供木

瓜栽培與消費之心選擇。(農業試驗所鳳山分所) 

(四) 西瓜 

1. 西瓜選獲 1個優良 F1品系。(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2. 以不同編號的根圈微生物菌液，澆灌處理接種細菌性果斑病菌的西瓜

幼苗，篩選出 4 株拮抗細菌(編號 15-7、15-8、15-9 及 15-10)可使西

瓜幼苗存活率較對照組增加 3倍，未來可做為生物農藥開發之用。(種

苗改良繁殖場) 

(五) 絲瓜 

1. 育成絲瓜「高雄 4號」(祥發)，新品種已完成命名並辦理非專屬授權

公告。(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2. 絲瓜「高雄 2號」推廣面積 100 公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3. 稜角絲瓜「澎湖 1號」推廣 10 公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4. 澎湖絲瓜選獲 2個優良 F1品系。(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六) 胡瓜 

1. 完成小胡瓜自交系 TYCU1001 等 12 個 S3 世代及 TYCU1101 等 17

個 S2世代之培育。(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2. 選拔出小胡瓜 KSF110 新品系，在設施中生育表現最佳，預備提出品

種權申請。(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七) 扁蒲 

扁蒲「高雄 1號」推廣面積 100公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八) 嘉寶瓜 



嘉寶瓜「澎湖 3 號」推廣 20 公頃及「澎湖 5號」推廣 5 公頃，育成品

種均受到轄區農民肯定。(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四、 果樹 

(一) 香蕉 

1. 為因應農民種植香蕉需要及配合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等農民團體

香蕉產銷調整計畫，達到適時增加種植面積、調節合適產期及產量、

增加蕉農收益與預防香蕉帶病種苗(黃葉病、萎縮病、嵌紋病)之蔓延

與擴散目標，本所採用香蕉吸芽苗莖頂分生組織，經檢疫無帶病毒

者，繁殖健康蕉苗，送交青果社苗圃(台灣中、南、東部計 10 處)及

本所苗圃假植馴化，健壯後供應蕉農適時種植。(財團法人台灣香蕉

研究所) 

2. 本年期培育健康蕉苗推廣種植數量有 「寶島蕉」 149,930 株 (種植

面積 75 公頃)， 「北蕉」 637,153 株 (種植面積 319公頃)， 「台蕉

2號」47,521 株 (種植面積 24公頃)，「台蕉 5號」520,912 株 (種植

面積 260 公頃)，其他品種(系)(芭蕉等)試驗用苗 108,828 株 (種植及

試驗面積 54 公頃)，合計 1,464,344 株 (種植面積 732 公頃)。香蕉健

康種苗之推廣對減少主要病害之損失，降低生產成本及提高香蕉品質

具顯著效益。(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 

3. 闡明台灣原生與野生香蕉種原，參加國際香蕉研討會海報展（Wild 

Musaceae Species in Taiwan）並獲獎。(農業試驗所) 

(二) 葡萄 

1. 完成巨峰葡萄無子變異株之新品種權申請，正式命名為「竹峰」(品

種權字第 A01369 號)，此品種將可成為國內未來四倍體無子葡萄選

育之重要親本。(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2. 葡萄新品種「臺中 4號」於 102年 3月 20日通過植物品種權審查。(台

中區農業改良場) 

3. 完成葡萄新品系 K0829、對照品種、新引進品種金手指及 42 組雜交

實生苗之性狀調查，包含夏果萌芽、花穗、葉片及果實等性狀，新品

系 K0829 特性為萌芽始期晚，嫩梢尖型，新梢節間腹側顏色為綠色

帶紅暈條紋，連續卷鬚數少於 3，其花青素著色程度強，絨毛密度為

無或極疏，開花始期早，花穗梗花青素著色程度無或極弱。(台中區

農業改良場) 

(三) 蓮霧 



1. 進行蓮霧「大粒種」及「越南白」等 2個品種扦插繁殖培育種苗，以

開發蓮霧產期調節技術，增加農民收益。(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2. 建立蓮霧 SSR (simple sequence repeat)分子標誌技術，並應用於不同

品種的鑑定。(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四) 梨 

1. 完成梨 96年雜交優良後代果實性狀調查。(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2. 利用梨 SSR 分子標誌開發品種鑑定及輔助育種技術，已篩選出 30組

具應用價值之多型性引子。(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3. 低需冷性梨品種選育，進行豐水梨 x 橫山梨等 4種雜交組合，共獲得

1,682株實生單株。(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五) 芒果 

建立芒果 SSR 分子標誌技術，並應用於不同品種的鑑定。(高雄區農業

改良場) 

(六) 印度棗 

建立印度棗 SSR 分子標誌技術，並應用於不同品種的鑑定。(高雄區農

業改良場) 

(七) 枇杷 

闡明台灣原生枇杷的分類與遺傳親緣關係，參加國際香蕉研討會海報展

（Wild Musaceae Species in Taiwan）並獲獎。(農業試驗所) 

(八) 百香果 

定序分析感染百香果的 2 種雙生病毒全長度基因體，並與 GenBank 登

錄之序列比對結果，2745個核苷酸者與 Euphorbia leaf curl virus (EuLCV) 

DNA-A 有 98.5%的相同度，2732 個核苷酸者與 Papaya leaf curl 

Guangdong virus (PaLCuGDV) DNA-A有 91.7%的相同度。雙疑似病毒

病害感染樣本中，經 ELISA檢測，78%受到 EAPV 或 PWV 感染，12%

受到 CMV 感染。利用 PCR 檢測，所有台農一號樣本都受到雙生病毒

感染。實生苗百香果則未測到雙生病毒。(農業試驗所) 

(九) 草莓 

1. 草苺單株選拔試驗分別於土耕及高架栽培進行選拔，計入選 32及 35

株優良單株。(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2. 將草莓苗株預培養於含有MS基本鹽類及 0.3M蔗糖之固態培養基 14

天，再切取莖頂及腋芽包埋後，依序以 LS1.6M 溶液滲壓保護 90 min、



PVS2 溶液脫水處理 60 min，其莖頂存活率達 93.3%、腋芽存活率則

為 44.4%。(農業試驗所) 

(十) 柑桔 

為提供產業多樣化果樹栽培品種，以酸桔砧木梢芽接進行繁殖，培育長

實金柑、圓實金柑、甜金柑、斑葉金桔及菲律賓金桔，及新興優質柑桔

新品種不知火、紅江橙、佛利蒙柑（Fremont）、Ortanique、馬來柑及帝

王柑等多個品種共 250株種苗。(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五、 花卉及觀葉植物 

(一) 蘭科 

1. 蝴蝶蘭 

(1)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蝴蝶蘭育種目標為選育出具雙梗以上，具有香

氣之蝴蝶蘭品種，2012年選育 Phal. Hualien Twilight Rainbow ‘花

蓮白雪’等 15優良單株完成有償讓與，以滿足蘭花市場要求新穎

的多樣化品種需求，並藉此增加台灣蘭花產業的外銷競爭力。(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 

(2) 完成 14 個蝴蝶蘭新人工雜交種(GREX)登錄於英國皇家園藝學

會(RHS)。(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3) 完成蝴蝶蘭優良單株有償讓與 3株。(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4) 蝴蝶蘭 SSR 引子篩選，選出 48組引子於雜交後代中具多型性。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5) 建立蝴蝶蘭品種 SSR核酸分析之標準流程，利用 10 組 SSR 分子

標誌於多個蝴蝶蘭商業品種進行基因型分析，完成撰寫「蝴蝶蘭

品種核酸鑑定檢測作業標準流程」。(種苗改良繁殖場) 

(6) 收集 15 個蝴蝶蘭商業品種並完成品種性狀調查及資料庫建置。

(種苗改良繁殖場) 

2. 文心蘭 

(1) 文心蘭「臺中 3 號」(甜蜜微笑)於 102 年 8 月 22 日取得植物品

種權，新品種為薄葉種，自然花期 1-3月，花具分叉性，總花朵

數約 34 朵，花徑約 4-4.6 公分，具淡香味，極適合供作文心蘭

盆花使用。(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2) 取得文心蘭「高雄 1號」(玉珠)品種權。(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3) 已收集 5 個文心蘭商業品種並完成品種性狀調查及資料庫建

置。(種苗改良繁殖場) 



(4) 文心蘭以側芽進行微體繁殖，本年度建立 3個文心蘭優良品系：

臺南 1號及代號 1-2、18-3 等品系微體繁殖體系，並誘導叢生芽

增殖約 2000株，目前已馴化岀瓶。(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3. 國蘭 

(1) 蕙蘭「臺中 1號」(桃紅天使)提出植物品種權申請，新品種為 10

月花期的早花品種，花瓣中間為白色，邊緣為深桃紅色線暈，具

耐熱及不易消蕾之特性。(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2) 建立小花蕙蘭素心蘭組織培養配方，其根莖於植物生長調節劑組

合處理下，其芽體分化以 BA 1~3ppm 或 TDZ 0.1~0.5ppm 搭配

0.1 mg/l NAA 組合處理最為適宜。芽體抽長方面則以含植物生長

調節劑並添加物馬鈴薯與香蕉泥對芽體抽長的效果最好且生育

整齊。(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4. 仙履蘭 

(1) 基本鹽類濃度配合切割處理對仙履蘭芽體增殖試驗，結果以

PA1123 培養基配方最佳，平均增殖芽數 2.2 個。(桃園區農業改

良場) 

(2) 建立一套標準化之仙履蘭健康種苗快速量產技術模式，以提高仙

履蘭瓶苗出瓶後之生育整齊度。並研發仙履蘭最佳之養液配方與

施用技術，以增進其存活率與品質，提高仙履蘭商品價格，進而

提昇農民與業界之收益。(農業試驗所) 

5. 石斛蘭 

(1) 春石斛育種成果包含建立春石斛蘭種苗生產體系，登錄英國皇家

園藝學會(RHS)新交配名 8 件(Den. Tdares Double Lover 、Den. 

Tdares Empirehime 、Den. Tdares Lucky Emperor、Den. Tdares 

Oriental Ribbon、Den. Tdares Red Jewel、Den. Tdares Sweaty 

Princess 、Den. Tdares Tower of Love、Den. Tdares Yukibaby)，

有償讓與育成之 4株優良單株給業者應用，以及提出 3件春石斛

植物品種權申請，包含「臺中 1號」(新夢幻)、「臺中 2號」(紅

雀)、「臺中 3號」(金島)。(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2) 建立春石斛營養生長期之肥料施用量，以氮 100 mg/L配合磷 25

或 50 mg/L和鉀 100 mg/L之濃度組合，有助於春石斛苗期生長

並獲得較佳之開花品質。(種苗改良繁殖場) 

6. 根節蘭 

(1) 完成 1 個根節蘭新人工雜交種(GREX)登錄於英國皇家園藝學會



(RHS)。(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2) 切割處理對黃根節蘭芽體增殖之影響，結果以十字切效果最佳，

平均誘導 3.3個芽。(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7. 金線蓮 

開發台灣金線連之天麻素萃取方法：天麻素 (gastrodin) 屬於酚類化

合物，也是台灣金線連重要的次級代謝物質之一，本研究在於建立

台灣金線連的天麻素萃取技術及比較其在不同器官中的含量變

化，成果可提供量產高優質台灣金線連種苗及研發保健產品之重要

參考。(農業試驗所) 

8. 苞舌蘭 

建立苞舌蘭「臺南 1號」、「臺南 2號」、代號 98-1、98-10、100-3、

100-7 等優良品種系微體繁殖體系。以側芽作為起始材料，可成功

誘導叢生芽增殖，並將營養繁殖的小植株移至溫室馴化，其中「臺

南 1號」及「臺南 2號」已開花，目前無變異發生，其性狀皆與母

株相同，可視為穩定的繁殖體系。(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9. 台灣白及 

建立臺灣原生蘭科植物－臺灣白及的種子超低溫保存方法。(國立中

興大學園藝學系) 

 

(二) 一般花卉及觀葉植物 

1. 菊花 

菊花「臺中 7號」(水美人) 於 102年 4月 22日取得植物品種權，新

品種為單瓣夏菊，具耐高溫及耐淹水特性。(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2. 薑荷花 

薑荷花雜交後代初級篩選，選出 35 個開花性狀良好品系，並複選 5

個候選切花品系及 2 個候選盆花品系進一步評估。(高雄區農業改良

場) 

3. 彩色海芋 

彩色海芋切花已蒐集 10 種品種，正進行切花繁殖及栽培技術建立，

以推廣四季南山原住民部落高冷蔬菜轉型花卉栽培，打造彩色原鄉景

觀。(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4. 藍眼菊 

完成藍眼菊品種性狀表與試驗檢定方法初稿。(種苗改良繁殖場) 

5. 觀音蓮 

完成觀音蓮品種性狀表與試驗檢定方法初稿。(種苗改良繁殖場) 

6. 火鶴花 

(1) 盆花火鶴篩選 2個優良新品系 KA016及 KA032，明年度將提出

植物品種權申請。(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2) 取得火鶴盆花「高雄 2號」(紅寶石)品種權。(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7. 長壽花 

長壽花雜交後裔選出優良重瓣切花品系 4 個，優良重瓣盆花品系 3

個。(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8. 聖誕紅 

聖誕紅雜交後裔選出 2個優良紅花品系。(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9. 萱草 

本場育成之萱草品種「花蓮 1號」、「花蓮 2號」、「花蓮 3號」、「花蓮

4號」及「花蓮 5號」等 5個品種於露地繁殖圃內進行繁殖，結果顯

示此 5 個品種每叢植株新芽增殖倍數分別為 2.2、2.1、1.4、2.2及 2.5

倍，此結果可提供技轉業者繁殖推廣參考，並作為技術移轉時重要品

種特性指標。(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10. 換錦花 

建立換錦花(石蒜科石蒜屬)的種子播種方法，並提高播種後出葉率。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六、 木本植物 

1. 茶樹 

(1) 茶樹新品系 TC1與 TC6分子鑑定技術之開發：茶業改良場已開

發兩個臺茶新品系 TC1、TC6 與其親本和主要栽培種共計 11 

品種系之指紋圖譜。在 ISSR 分子標誌技術方面，分析 12 條 

ISSR 引子，其中有 10 條多型性引子，共可擴增出 42 條穩定



且具再現性之多型性條帶。在 SSR 分子標誌技術方面，篩選得

到訊號較強且具再現性的 24 組 SSR 引子，其中有 22 組具有

多型性。本試驗建立的 ISSR 及 SSR DNA 分子標誌，不但可

做為與其它現有茶樹品種的鑑別之用，更可成為提出新品種命名

之參考依據。(茶業改良場) 

(2) 茶樹遺傳圖譜之建構：茶樹受限於自交不親和性及幼苗至成熟植

株需要多年時間培育和評估，以選拔優良單株，故育成茶樹新品

種通常需要超過 20 年以上。遺傳圖譜是遺傳育種研究的重要工

具，茶業改良場利用兩個經濟栽培品種「臺茶 19 號」及「臺茶

8 號」的 F1 雜交後裔建構整合雌親與雄親之茶樹遺傳圖譜。在

篩選得到 574 個 SSR、CAPS、AFLP、ISSR 及 RAPD 等多型性

分子標誌中， 69 個為高度偏差分離之多型性分子標誌（P < 

0.001）（12.0%）未加入後續分析。而在參與建構圖譜的 505 個

分子標誌，包含 265 個來自雄親（52.5%）、163 個來自雌親

（32.3%）、65個來自雙親的異接合顯性標誌（12.9%），及 12個

共顯性標誌（2.4%），其中共顯性標誌及來自雙親的異接合顯性

標誌扮演連接雄親與雌親圖譜的橋樑基因座。最終的遺傳圖譜是

由 367 個連鎖標誌包含 36 個 SSR 標誌、3 個 CAPS 標誌、1 個

STS 標誌、250 個 AFLP 標誌、13 個 ISSR 標誌及 64 個 RAPD

標誌所建構出 18 個連鎖群，圖譜總長為 4482.9 cM，圖譜密度

為 12.2 cM。本研究建構的圖譜是目前全世界基因體覆蓋率最高

之茶樹的遺傳圖譜，可應用於比較定位研究、數量性狀基因座定

位及分子標誌輔助選種。本研究內容已刊登於 Euphytica (2013) 

191:141–152（SCI）。(茶業改良場) 

(3) 大葉種茶樹及野生山茶之種原蒐集、保存與利用：茶業改良場已

探尋 3處野生山茶區域，其農藝性狀調查有些異同處，並將魚池

分場品種園所蒐集之山茶品系持續進行親緣關係分析，其結果顯

示臺灣山茶及茶屬種原可區分為四大群，這與目前植物學分類

（利用外表型態分類）相同，再將茶樹及野生山茶群細分，一般

小葉栽培種茶樹為獨立小群，大葉栽培種與野生山茶則較接近，

臺灣野生山茶的族群分布仍須進行實地探勘及定位，作為後續種

原保存，提升大葉種茶樹種原遺傳資源的利用價值，也為避免人

為破壞及採集，更應該保護臺灣野生山茶的植物資源。(茶業改

良場) 

(4) 茶樹新品系選拔：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於 101年以「臺茶 13號」

及「青心烏龍」為母本之開放授粉繁殖之實生苗成木進行單株選

拔，共選拔 54單株，進行微量製茶，以不同茶季進行品評分析，

以香氣高、水色紅、白黃毫多及滋味特殊為選拔標準。(茶業改



良場) 

2. 大花赤楠 

完成大花赤楠繁殖、栽培及盆栽試驗。(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3. 原生桃金孃 

完成原生桃金孃繁殖、栽培及盆栽試驗。(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4. 杜鵑花 

完成杜鵑花品種性狀表之修正，並於 102 年 8 月 5 日起生效。(桃園

區農業改良場) 

5. 寒梅 

本場寒梅品種選育蒐集達 100個新品種，為增加地區特有花卉品種多

樣性，持續進行實生苗之選育工作，以開發新品種推廣產業應用。(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 

6. 櫻花 

櫻花 2 個新品種已命名，品種權申請中。(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7. 咖啡 

已蒐集桃園平鎮、南投國姓、惠蓀林場、雲林古坑、嘉義梅山、臺南

東山、高雄扇平及屏東等地咖啡品種種原，並將種原於總場及魚池分

場兩地進行保存。(茶業改良場)  

8. 油茶 

已蒐集南投竹山及魚池分場內之油茶品種，並將種原於總場及魚池分

場兩地進行保存。未來將在南投信義、雲林草嶺及嘉義阿里山等地進

行油茶種原蒐集。(茶業改良場) 

9. 綠竹 

建立桃園地方種無竹嵌紋病毒綠竹苗繁殖技術，以非專屬授權新北市

鶯歌區農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七、 其他 

1. 植物遺傳資源蒐集及資料庫建置 



(1) 蒐集原生觀賞植物種原 350 種。(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2) 蒐集中草藥種原 30種，建立種原基本資料 30筆。(農業試驗所) 

(3) 持續維護與更新國內作物種原專屬資料庫，目前已累計建置

77,008 筆種原基本資料，28,290 筆種原特性資料，及 10,361 筆

種原影像資料，共涵括 188 科、785屬、1,472種(species)提供查

詢。101 年度增加之資料量為種原基本資料 2,891 筆、種原特性

資料 559筆、種原影像資料 4,637筆，其中影像資料所增加的作

物別為水稻、小米、小麥、大豆及莧菜。(農業試驗所) 
(4) 收集普查全國各改良場所現有保存種原清單，製作「聯合種原目

錄」。(農業試驗所) 

2. 植物萃取物之開發與應用 

(1) 收集保存具有除蟲殺菌成份植物 23份，整理殺蟲植物文獻約 150

筆，大陸傳統土農藥文獻約 50 筆，將進行學名的校正與普通名

的對照。(農業試驗所) 

(2) 山胡椒種子酒精萃取液可以完全抑制十字花科炭疽菌 PA-19 孢

子發芽及附著器形成。(農業試驗所) 

(3) 野薑花及月桃葉片水及 95% 酒精抽出液 200X 稀釋液對十字花

科炭疽病菌（Collectotrichum higginsianum，PA-19）孢子發芽與

附著器形成有抑制效果。(農業試驗所) 

(4) 以山胡椒 (Litsea cubeba) 葉片與種子、虎杖 (Polygonum 

cuspidatum)、野薑花 (Hedychium coronarium)及月桃 (Alpina 

zerumbet)葉片植物抽出液對害蟲螨及蚜蟲類篩選結果顯示，對洋

香瓜上棉蚜的試驗後七天的致死率以山胡椒與虎杖葉片 95％酒

精抽出液較佳，野薑花葉片 95％酒精抽出液次之。同樣材料對

花豆上神澤葉蟎則以山胡椒葉片 95％酒精抽出液最佳，虎杖葉

片 95％酒精抽出液次之，野薑花葉片 95％酒精與水抽出液則又

次之。同樣材料對花豆上二點葉蟎卻以虎杖及野薑花葉片 95％

酒精抽出液最佳，野薑花葉片水抽出液次之，月桃葉片 95％酒

精與水抽出液及山胡椒葉片與種子 95％酒精抽出液則又次之。

(農業試驗所) 

3. 建立植物品種純度分子鑑定平台 

建立品種純度的分子鑑定平台，提供國內種苗業者進行品種純度檢測

之應用。完成之種子純度檢測技術，可接受種苗產業界之委託測試或

技轉相關業者。(農業試驗所) 

4. 建構基因轉殖作物檢測、驗證體系 

(1) 蒐集國外基因轉殖油菜之轉殖序列資料 8筆，並進行基因轉殖油

菜標準品試驗。完成玉米盲樣試驗 1 次，基因轉殖木瓜檢測 5

件，大豆盲樣試驗 1件。(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2) 建立基因轉殖作物可攜式地理資訊蒐集系統，開發可應用於智慧

手機 Android 作業系統之可攜式地理資訊蒐集系統，監測人員利

用智慧型手機接收 GPS 訊號獲得空間坐標、相關照片與調查概

況，省去繁鎖的資料輸入程序，資料可提供農委會基因轉殖作物

檢監測小組，監測水稻、油菜、馬鈴薯、玉米、大豆、野生大豆

等栽培區。(種苗改良繁殖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