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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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育成「花蓮 25號」品種。「花蓮 25號」為日本低穀蛋白品種「春

陽」之雜交後代，「春陽」因其具有 Lgc1突變基因而具有低穀蛋

白含量之特性，「花蓮 25 號」即為繼承親本「春陽」Lgc1 突變

之品種，其總蛋白質含量為 6.4%，較一般水稻品種無太大差異，

但其蛋白質比例中榖蛋白(glutelin)含量表現與親本「春陽」相

同，比例為對照品種「台稉 16 號」約為 46.5%，不易消化之醇

溶蛋白(prolamin)含量則有提升，建議可作為腎臟病患者低負擔

之食用米。(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2) 在育成品種的生產推廣上，水稻「高雄 139號」推廣 5,500公頃，

「高雄 145 號」及「高雄 147 號」推廣 4,000 公頃。(高雄區農

業改良場) 

2. 原原種繁殖： 

103年繁殖水稻「台稉 4號」、「台稉 16號」及「花蓮 21 號」原原種

面積 0.35 公頃，共計 682 公斤，其中「台稉 4 號」原原種繁殖面積

為 0.1 公頃，繁殖 151公斤；「台稉 16號」原原種繁殖面積為 0.2公

頃，繁殖 421 公斤；「花蓮 21 號」原原種繁殖面積為 0.05 公頃，繁

殖 110 公斤。(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二) 甘藷 

1. 為推廣甘藷「花蓮 1號」，共繁殖 1,280株種苗，可供種植 0.04公頃

之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2. 以「台農 57號」及「台農 66號」健康種苗為材料，進行 PE覆膜處

理對甘藷健康種苗生產及甘藷蟻象危害之影響，其目的為提供北部地

區於秋、冬季節繁殖健康種苗，以供春、夏作所需的種苗及蟲害管理

之選擇參考。結果顯示在低溫 20℃以下，土壤有覆膜者兩品種植株

生長勢、塊根數及塊根重均顯著高於無覆膜者；兩品種每分地的先端

苗數量，其覆膜者較無覆膜者高出 41.6~90％，因此覆膜處理能有效

增加甘藷苗之數量與質量。而在蟻象危害率上，有覆膜塑膠布之處理

方式，對甘藷蟻象之危害亦具有明顯之抑制效果。(農業試驗所嘉義

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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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春作繁殖落花生「花

蓮 1號」原原種種子 125公斤，可供應原種田約 0.5公頃之用；秋

作繁殖落花生「花蓮 2號」原原種種子 140公斤，可供應原種田約

0.56公頃之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四) 大豆 

1. 毛豆「高雄 12號」品種已申請國內品種權。毛豆契作「高雄 8號」、

「高雄 9 號」及「高雄 11 號」面積達 5,336 公頃。(高雄區農業改

良場) 

2. 繁殖優良之大豆「花蓮 1號」種子 6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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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蔬菜 

(一) 十字花科 

1. 甘藍 

(1) 完成甘藍「台中 1號」品種權再技轉，菜豆「台中 5號」品種權

非專屬技轉，以及進行抗白粉病豌豆「台中 16號」技轉作業。(台

中區農業改良場) 

(2) 進行耐熱耐貯甘藍種原分離，完成 90個自交系、40 個雜交組合

及 60個後代回交及試交組合採種作業。(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2. 白菜 

小白菜新品種「桃園 1號」、「桃園 2號」及萵苣新品種「桃園 3號」

申請植物品種權中。(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3. 青花菜 

選拔耐熱青花菜 51個自交系，75個雜交組合，並完成夏季耐熱性檢

定。(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4. 芥菜 



完成五峰種四川芥菜之採種工作，獲得種子 110 公斤，可供國內農

戶栽培使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5. 蘿蔔 

育成蘿蔔新品系 9911F-9，並完成區域試驗、性狀調查及採種作業，

已整備資料以申請品種權。(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6. 芥藍 

完成 2 個晚薹與 2個筍用芥藍入選品系之雜交後裔擴繁作業。(台中

區農業改良場) 

(二) 豆科 

1. 紅豆 

紅豆「高雄 8 號」、「高雄 9 號」及「高雄 10 號」推廣面積達 5,633

公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2. 菜豆 

建立以 SSR 分子標誌進行菜豆之品種鑑定及輔助育種之技術，已分

別篩選多型性引子 40組。(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3. 豌豆 

利用 80 組多型性 SSR引子，建立豌豆雜交後裔之抗白粉病基因定位

技術。(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三) 茄科 

1. 馬鈴薯 

輔導國內業者生產原種(G3)薯及採種(G4)薯，提升通過驗證原種(G3)

薯供應量達 12.5%、採種(G4)薯供應量達 64.6%，健全馬鈴薯健康種

薯生產體系，增加國內健康種薯供應量。(種苗改良繁殖場) 

2. 番茄 



(1) 赴菲律賓呂宋島評估亞蔬中心番茄抗 Ty病毒品系之抗病效能，以

帶 Ty3、Ty5或 Ty5/6 抗病基因之品系，具有抗當地 Ty病毒能力。

(種苗改良繁殖場) 

(2) 利用亞洲蔬菜中心提供番茄抗嵌紋病毒(Tomato mosaic virus，

ToMV)與感病品種(系)作為試驗材料，開發 1 組共顯性 SCAR 分

子標誌，可協助育種者篩選及鑑別植株抗病 Tm-1 基因型。(種苗

改良繁殖場) 

(3) 為生產優良雜交一代番茄種子，供應農友栽植所需，生產大果番

茄「桃園亞蔬 20 號」種子生產數量為 11.8 公斤，可供應栽培面

積約為 118 公頃；小果番茄「花蓮亞蔬 21 號」及「種苗亞蔬 22

號」種子生產數量為 38.127 及 11.9公斤，可供應栽培面積則分別

約 694 及 238公頃。(種苗改良繁殖場) 

(4) 自亞蔬引種耐熱或耐病品系的番茄品系共 12個，作為抗病育種親

本之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3. 甜椒 

比較四甜椒品種以有機栽培與慣行農法栽培進行採種，病蟲害控制

使用良農公司研發的窄域油混合苦楝油各 500 倍，並再混合矽藻土

1000 倍，基肥使用田樂牛糞堆肥，追肥以胺基酸(樂豐收)葉面噴施

及海藻粉 3000倍及魚精肥 500 倍灌注土面。結果顯示有二品種甜椒

的果實鮮重及種子產量以有機栽培與慣行農法者無顯著差異。(中興

大學園藝學系) 

4. 茄子 

選獲 3 個耐熱茄子雜交品系(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四) 其他蔬菜 

1. 蔥 

有機育苗介質對青葱及韭菜育苗效益評估，在播種 30天後調查結果，

以 M1、M4、M5 及 M6 等 4 種育苗介質，與進口 BVB4 介質對有機

青葱育苗無顯著差異，該等介質可取代進口 BVB4 介質作為有機青葱

及韭菜育苗之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2. 萵苣 

(1) 萵苣硝酸鹽檢測顯示品種間具差異，遮蔭下僅 4個品種符合相關標

準。(種苗改良繁殖場) 

(2) 持續進行十字花科及萵苣種原更新，完成63個品種繁殖及更新。(種



苗改良繁殖場) 

 

3. 芹菜 

育成芹菜新品系台中 1號，並整備資料以申請品種權。(台中區農業改

良場) 

4. 其它 

(1) 繁殖赤道櫻草、番杏、糯米糰及土人蔘等野菜種苗，推廣轄內包括

有機村及豐南部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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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以液化澱粉芽孢桿菌接種茭白母莖種苗技術，可有效提昇種莖

生育初期之分蘗與生育表現(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3) 辦理安全芽菜生產技術示範觀摩會 1場次。(種苗改良繁殖場) 

 

三、 瓜類  

(一) 洋香瓜、南瓜與越瓜 

1. 使用三品種洋香瓜分別嫁接二品種南瓜及三品種越瓜根砧。結果顯示

以靠接方法的嫁接存活率最高，可達 90％以上，使用頂劈接與斜插

接於不同根砧的嫁接成活率表現差異性大，以越瓜為根砧者的嫁接存

活率高。(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2. 選獲 3 個優良南瓜 F1 品系及 7 個網紋佳與耐抗白粉病洋香瓜 F1 品

系。(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3. 南瓜「澎湖 1 號」推廣 20 公頃及「澎湖 2 號」推廣 10 公頃。(高雄

區農業改良場) 

4. 收集 4 個南瓜商業品種，完成調查留種；栽培西洋及中國南瓜 157

個自交系並純化增進世代。(種苗改良繁殖場) 

5. 同時育成夏南瓜新品種共 4個，分別為臺南 1號(綠色果皮、適涼溫、

高抗白粉病)、臺南 2 號(綠色果皮、較耐熱、中抗白粉病)、臺南 3

號(白綠色果皮、較耐熱、中抗白粉病)、臺南 4號(黃色果皮、適涼溫、

高抗白粉病)。4 個品種育成、發表後，同年度完成「非專屬授權」

技轉移轉予私人種苗公司，合計共有 3 家業者辦理授權之簽約。(台

南區農業改良場) 

6. 育成較耐熱之網紋綠肉洋香瓜新品種 1個，選出較適涼溫且高產量之

網紋紅肉洋香瓜新品系 1個。(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二) 苦瓜 

1. 最適苦瓜種子 TTC 染色條件，以浸種 24小時後，去除種皮和種子上

的膜，再縱切切除與胚間平行 1/3 之子葉，橫切種子子葉頂向下切 1/3

子葉。以 0.5% 或 1% TTC，於黑暗下 30℃染色 15~60 小時。苦瓜

種子經 TTC 染色後顯示，胚和子葉染色類型，亦已建立圖譜。(中興

大學園藝學系) 

2. 育成苦瓜「花蓮 2 號」及「花蓮 3 號」品種，於民國 102 年授權業

者生產，目前已有「花蓮 1 號-花蓮 4 號」有機苦瓜或保健茶品上市。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3. 完成苦瓜 130 個品系純化評估，有 45 個品系表現佳，進行雜交評估

30個組合，以 101H05、101H06、101H16等表現較佳。(種苗改良繁

殖場) 

(三) 西瓜 

選獲 1 個優良西瓜 F1 品系，西瓜「澎湖 8號」紅愛人推廣 5公頃；

「澎湖 5號」推廣 5公頃。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四) 絲瓜 

選獲 34 個抗萎凋病絲瓜自交系及 3 個優良稜角絲瓜 F1 品系，絲瓜

新品種「高雄 4號」已辦理非專屬授權，供業界利用。稜角絲瓜「澎

湖 1號」推廣 10公頃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五) 胡瓜 

胡瓜「高雄 3 號-夏青」已申請國內品種權且已辦理非專屬授權，供

業界利用。(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六) 嘉寶瓜 

嘉寶瓜「澎湖 3號」推廣 20公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七) 冬瓜 

1. 本場育成之冬瓜「花蓮 1號」品種已建立有機採種模式，並無償提供

種子予有機栽培農友及農場種植推廣，所生產之有機冬瓜深受消費者

青睞。(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四、 果樹 

(一) 香蕉 



1. 因應農民種植香蕉需要及配合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香蕉產銷計畫

及蕉農需求，增加種植面積、調節產期及產量、增加蕉農收益與防止

香蕉帶病毒種苗(黃葉病、萎縮病、嵌紋病)之蔓延與擴散，本所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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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處)及本所苗圃假植馴化，健壯後供

應蕉農適時種植，以達調整產期產量與預防產銷失衡情事之發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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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785 株，種植面

積 87公頃，「北蕉」994,979株，種植面積 497公頃，「台蕉 2號」95,980

株，種植面積 48公頃，「台蕉 5 號」863,984株，種植面積 432 公頃，

其他品系(芭蕉等)試驗用苗 62,607 株，種植面積 27 公頃，合計

2,191,335 株，種植面積 1,096公頃。香蕉健康種苗之推廣對減少病害

之損失，降低生產成本及提高香蕉品質具顯著效益。(台灣香蕉研究

所) 

(二) 蓮霧 

扦插繁殖培育蓮霧大粒種及越南白等 2個品種獲得 100 株苗木，供作

栽培試驗及推廣農民種植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三) 梨 

1. 進行梨低需冷性與果實品質佳之育種，完成 96 年複選優良後裔 250

株之性狀調查，選拔 4 優良品系，以進行性狀穩定性評估。(台中區

農業改良場) 

2. 利用 ACC 合成酶基因分子標誌輔助梨之育種，可於幼苗期篩選果實

乙烯量低的單株。(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3. 建立以 SSR 分子標誌進行梨之品種鑑定及輔助育種之技術，已篩選

多型性引子 30組。(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四) 芒果 

1. 芒果「高雄 3號-夏雪」推廣面積約 80公頃，產區分布於雲嘉南及花

東等區，育成之品種均受到農民肯定。(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2. 取得芒果「臺中 1 號」植物品種權，新品種果實黃帶紅色，果重約

600 公克，可溶性固形物可達 21°Brix，果肉率高、肉質細緻，品質

優良、風味佳。(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五) 印度棗 

棗「高雄 11號珍蜜」完成 2家國內業者的非專屬授權(高雄區農業改

良場) 



(六) 柑橘 

1. 台農天王柑授權專業苗圃生產及販售 1,200株苗供農友種植。黃水晶

金柑授權農戶繁殖生產自用種苗超過 900株。(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 

2. 在果樹種原保存技術及健康種苗生產方面，柑橘種原計培育健康原種

樹達 98 品種 349株、採穗樹達 61品種 524 株，102/103 年期供應健

康苗圃達 76,000接穗芽。(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 

3. 柑橘健康種苗體系之種原培育方面，103年已更新 16個品種計 26株

通過黃龍病(HLB)、南非立枯病(CTV)及破葉病(CTLV)之檢定，並提

供柳橙及砂糖橘等種苗加入原種園及採穗園之運作。另針對苗圃端之

需求，已發展簡化型頂梢嫁接技術，可供柑橘繁殖產業實際應用。(農

業試驗所嘉義分所) 

 

(七) 荔枝 

1. 果樹新品種選育部份，103年已輔導「玫瑰紅荔枝」、「紅寶石荔枝」、

「早大荔」等荔枝品種分別授權專業苗圃生產及販售 7,700 株苗、55

株苗、935株苗供農友種植。(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 

(八) 酪梨 

紅甘酪梨等授權專業苗圃生產、販售及 176株苗供農友種植。 (農業

試驗所嘉義分所) 

(九) 鳳梨 

蜜香鳳梨授權 3個專業生產農戶。(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 

(十) 番石榴 

番石榴「高雄 2號-珍翠」取得品種權，並辦理非專屬授權公告。(高

雄區農業改良場) 

(十一) 葡萄 

1. 葡萄完成釀酒白葡萄新品系 K0829 之品種性狀檢定及酒品品評，新

品系萌芽始期早，始花期亦早，每結果枝果穗數中等，果實生理完熟

期約為 96天，果實具麝香味，果汁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極高。(台中區

農業改良場) 

2. 建立葡萄花青素合成相關基因 MYB 之 PCR 檢測法，可於幼苗期預

測其果色及篩選 4倍體單株。(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十二) 柿 



蒐集柿子種原 45份，分別嫁於 7年生富有甜柿及 1年山豆柿砧木上，

進行後續估評工作。(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五、 花卉及觀葉植物 

(一) 蘭科 

1. 蝴蝶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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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103 年選育Phal. Hualien Maria‘花蓮瑪麗亞’等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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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基添加蔗糖及 PVP 配合抗病毒藥劑處理對蝴蝶蘭莖頂培養

去病毒試驗，顯示培養基蔗糖添加量降低，可提高病毒株(S31-5)

莖頂培養成活率達 85%。(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3) 蝴蝶蘭耐熱開花型切花品種檢測技術開發，可用於篩檢耐熱之蝴

蝶蘭切花品種。(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2. 文心蘭、苞舌蘭 

(1) 進行文心蘭切花與盆花育種，獲得新雜交組合 14 個。(台中區農

業改良場) 

(2) 選育優良文心蘭新品系 15個以上並取得文心蘭「臺南 1號」植物

品種權。大量繁殖文心蘭「臺南一號」、苞舌蘭「臺南一號」及「臺

南二號」超過 14000苗，供品種授權釋出之用。(台南區農業改良

場) 

(3) 苞舌蘭臺南 1號及 2號已通過命名及取得品種權。(台南區農業改

良場) 

3. 國蘭 

進行四季蘭和虎頭蘭種間雜交育種，獲得新雜交組合 25個。(台中

區農業改良場) 

4. 仙履蘭 

(1) 仙履蘭在不同溫控下，Maudiae type 4321 在 25/15℃開花率可達

30.43％，Paph. spicerianum x sib 於 25/20℃及 25/15℃下栽培，開

花率高於對照。經春化處理後，Complex type 4266 等 3個品種之

開花率分別可達 48.15％、52.17％、91.9％。(種苗改良繁殖場) 

(2) 完成仙履蘭雜交篩選 1優良品系。(種苗改良繁殖場) 



(3) 仙履蘭分生苗營養繁殖，以 BA 處理可誘導幼花蕾產生叢生狀芽

體。(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5. 石斛蘭 

(1) 取得石斛蘭「臺中 1 號新夢幻」、「臺中 2 號紅雀」及「臺中 3

號金島」植物品種權，「臺中 1號新夢幻」為小型覆輪春季盆花，

花色為紫靛色與白色，對比佳且具有香氣，適合小品盆花利用。

「臺中 2 號紅雀」為中型冬末開花品種，花紫靛色，唇黃色，明

度與飽和度佳，具香氣，適合用於春節組合盆花。「臺中 3 號金

島」為早春開花之小型盆花，花黃色，花瓣尖具紅紫微暈，亦具

香氣，適合組合送禮用盆花。進行 101 年初選春石斛蘭之複選作

業，建立複選優良早花營養系 20個，並獲得本年度具早熟紅花潛

力之新雜交組合 16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2) 完成流蘇石斛組織培養苗生產七萬株，供應臺灣知名中藥廠。(種

苗改良繁殖場) 

 

6. 根節蘭 

植物生長調節劑對白鶴蘭芽體誘導試驗，培養 2個月後，以 C1113

的培養基平均誘導芽體數為 2.29 個/株最佳。(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7. 萬代蘭 

  登錄 4 個萬代蝶蘭(Vandaenopsis)品種，分別為橘色女孩(Vdnps. 

Kdares Orange Girl) 、 橘 色 灰 姑 娘 (Vdnps. Kdares Orange 

Cinderella)、橘色維納斯(Vdnps. Kdares Orange Venus)及藍色女孩

(Vdnps. Kdares Blue Girl)。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8. 瓢唇蘭亞族 

        102年至 103年 8月開發瓢唇蘭亞族試驗檢定方法並完成公告。(種  

        苗改良繁殖場) 

9. 插天山羊耳蒜 

  插天山羊耳蒜為台灣特有種蘭花，種子線形，具有 91％氣室，有胚

率為 93.3％， 發芽率可達 80％，已建立無菌播種至瓶內小苗培育

之方法。(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二) 一般花卉及觀葉植物 

1. 菊花 

    進行夏菊之育種，本年度選拔優良夏菊單株 20個。(臺中區農業改良 

    場) 

2. 薑荷花 

          薑荷花雜交後代選出 12個品系適合做為切花，8個品系適合做為盆 

          花。(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3. 洋桔梗 

育成洋桔梗品種「臺南 5號」，適合日本市場銷售。臺南 6號適合情

人節市場。(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4. 紫羅蘭 

      已育成可由葉色分辨單重瓣的紫羅蘭品種，分別為濃紫色花的「臺南

1號」及深粉色花的「臺南 2號」，已申請品種權。(台南區農業改良

場) 

5. 火鶴花 

切花用火鶴篩選 3個優良新品系 KA041、KA075 及 KA080。(高雄區 

農業改良場) 

6. 星辰花 

星辰花選育 5個單株園藝性狀優良，可進一步評估其園藝性狀。(台南 

區農業改良場) 

7. 萱草 

育成萱草品種花蓮 1、2、3、4 及 5號，持續於露地繁殖圃內進行量

產繁殖作為技術移轉時提供之種苗，5 個品種新芽增殖數介於

300-500 株之間。(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8. 換錦花 



換錦花(石蒜屬)種子發芽適溫為 20-25℃，經聚乙二醇滲調處理後 

可加快發育及提高發芽率，小鱗莖形成後經 15-20℃恆溫處理 2 個

月，可提高出葉率。(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9. 百合 

     切割金門野百合 2 mm 厚度的薄層鱗片培養於添加 0.1 mg/l NAA、  

     0.1 mg/l BA 的MS 基礎培養基，再生最多幼苗。單一大的鱗莖經薄  

     層培養約可獲得 1500個小鱗莖，可有效大量繁殖金門野百合特殊單 

     株。(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10. 常春藤 

因應長春藤盆栽夏季側芽萌發不良，影響商品價值，利用 BA及 GA 

組合處理誘導側芽萌發率可達 88.7%至 94.0%，且枝條外觀正常，具

觀賞價值，惟盛夏期間(7、8月)處理效果不明顯，此結果可提供轄區

農民栽培管理參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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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業改良場已於 103年度建立茶樹性狀檢定圃，並完成茶樹新品

系 TC1 及 TC6 的特性調查表，可作為申請品種權之必要文件，

並於同年度申請茶樹 TC6 的新品種權。（茶業改良場） 

(2) 茶樹遺傳圖譜之建構：大葉種茶樹及野生山茶之種原蒐集、保存

與利用： 

已開發兩個臺茶新品系 TC1、TC6 與其親本和主要栽培種共計

15 品種系之 CAPS 指紋圖譜。在 39組多型性分子標誌共獲得 92

個對偶基因，Polymorphism information content （PIC）介於 0.06

～0.64，平均 PIC 為 0.32。15個分析種原僅用 5個核心分子標

誌足以鑑別，並已製作鑑別流程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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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茶 

油茶優良單株，已繁殖優良後代計 16品系。建立油茶微體繁殖體系。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3. 洛神葵 

洛神葵「臺東 4 號-紅斑馬」已取得品種權，證書號：品種權字第

A01533 號，並已完成技術移轉。本品種果萼為閉萼，有豐產、成熟

期一致、顏色豔麗並具有美麗的紅色條紋等特性，是適合臺灣低海

拔栽培的優良洛神葵新品種，本品種具有多重用途，兼具觀賞及加

工應用價值，果萼肥厚且去籽後形態完整，乾果萼製成率高，製成

蜜餞品質良好，由於其外觀有似斑馬之紅色花紋，亦適合切花或盆

花觀賞栽培，增加洛神葵產業品種多樣選擇性，增進產業競爭力。(台

東區農業改良場) 

4. 綠美化觀賞苗木 

種苗場承辦環保署環境綠化育苗計畫，本年經培育 3,450 株苗移撥至

新竹、苗栗及南投縣政府進行撫育，預估可供空氣品質淨化區種植

面積可達 2.5 公頃；另新培育黃花風鈴木、樟樹及桃花心木等 18 樹

種計 15,300 株苗木。(種苗改良繁殖場) 

七、 其他 

1. 植物新品種檢定技術之執行 

受理植物新品種申請案共計 228 件，完成檢定新品種案件共計為 123

件。(種苗改良繁殖場) 

2. 建立種子品質檢查及採種供籌技術 

(1) 完成篩選 008、103 及 104 三種適宜推廣之飼料玉米新品種；另完

成利用常溫與熱風間接乾燥之節能試驗及不同乾燥方式對種子乾

燥時間、油耗量、脫粒率、水分變化、發芽率之試驗。(種苗改良

繁殖場) 

(2) 進行胡蘿蔔種子造粒處理田間試種，每平方公尺平均播種數量約為

142粒，發芽株數可達 120株。(種苗改良繁殖場) 

(3) 無子西瓜種子經超音波處理 20 分鐘可達最佳發芽率，經披衣處理

也不影響發芽。(種苗改良繁殖場) 



(4) 完成豌豆葉斑病菌與菜豆炭疽病菌檢測流程之研擬。(種苗改良繁

殖場) 

(5) 種子品質檢查完成 391件。(種苗改良繁殖場) 

3. 建構基因轉殖作物檢測、驗證體系 

(1) 由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種苗繁殖改良場、成功大學共同開發蝴蝶蘭

之品種分子標誌鑑定技術，以 10組 SSR 分子標誌，建立標準檢定

流程，並完成兩次之盲樣測試。蒐集油菜標準品非基因轉殖、T45、

GT73、MS8、Rf3、Ms1、Rf1、Rf2及 Topaz 19/2 等 9個品項，完

成基因轉殖木瓜、大豆、玉米盲樣能力試驗各 1 次。(桃園區農業

改良場) 

(2) 完成建構「基因轉殖作物混雜度調查資料管理系統」，由調查人員

利用衛星定位(GPS) 監測水稻第一期作 17個栽培區、第二期作 12

個栽培區；油菜 10 個栽培區；馬鈴薯 5 個栽培區；玉米 8 個栽培

區；大豆 16個栽培區；野生大豆 21個生長區等資料，且分析是否

受到基因轉殖作物污染。(種苗改良繁殖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