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度一年來種苗科學事業之成就 

一、 糧食及雜糧作物 

(一) 水稻 

1. 育成綠肥用水稻品種臺南 17 號，於溫室高溫、高鹽度環境中生長良

好，栽植翻耕對降低溫室土壤 EC 值及抑制線蟲族群具有良好效果，

有效克服溫室之連作障礙。(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2. 在育成品種的生產推廣上，水稻高雄 139 號推廣 7,481 公頃，高雄 145

號推廣面積 1,086 公頃及高雄 147 號推廣 977 公頃，高雄秈 7 號推廣

面積 131 公頃，完成輔導稻米產銷專業區栽培面積 280 公頃。(高雄區

農業改良場) 

3. 完成加工用水稻新品種‘台中秈 197 號’ 品種命名，其具有株型不易倒

伏、抗病蟲害、豐產、加工品質佳等優良特性，為加工用水稻品種之

優良新選擇。（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4. 進行水稻‘台稉 9 號’原原種繁殖，面積為 0.12 公頃，繁殖 360 公斤種

子。（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5. 104 年進行‘台稉 16 號’原原種繁殖，面積 0.10 公頃，共計 196 公

斤。另為推廣轄區水稻產業的多元化利用，亦提供台稉 4 號優良種子

84 公斤，紫色葉片的‘花蓮 23 號’優良種子 10 公斤，地區特色米種

紅糯花蓮 22 號 40 公斤，以供農民栽培及繁殖。（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二) 小麥及甘藷 

1. 蒐集 50 個小麥品種，完成 5 個小麥新品系之高級試驗。（台中區農

業改良場） 

2. 氮濃度及種類對甘藷桃園 3 號健康種苗芽體誘導及生育影響試

驗，結果以 MS 培養基添加 1 g L-1 KNO3 誘導不定芽數最多。(桃



園區農業改良場) 

3. 另外為推廣甘藷‘花蓮 1 號’，共繁殖 11,740 株種苗，可供種植 0.6

公頃之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三) 落花生及胡麻 

1. 完成落花生良種繁殖，供應落花生 3,000 公頃之種原更新。(台南區

農業改良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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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春作繁殖落花生‘花

蓮 1 號’原原種種子 172 公斤，可供應原種田約 0.6 公頃之用；秋

作繁殖落花生‘花蓮 2 號’原原種種子 100 公斤，可供應原種田約

0.4 公頃之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3. 完成胡麻良種繁殖，供應胡麻 35 公頃之種原更新。(台南區農業改

良場) 

 

(四) 薏苡 

配合推廣進口替代作物，繁殖本場育成之薏苡‘臺中 3 號’及‘臺中育 4

號’種子各 200 公斤，提供農民栽培自行繁殖留種與更新種源，為國內

薏仁最主要品種；完成矮性薏苡 3 個優良品系之觀察選拔。（台中區

農業改良場） 

(五) 大豆 

1. 完成大豆良種繁殖，供應大豆 850 公頃之種原更新。(台南區農業改

良場) 

2. 輔導外銷毛豆契作高雄 8 號、高雄 9 號及高雄 11 號面積達 6,534 公



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3. 繁殖優良之大豆‘花蓮 1 號’種子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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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紅豆 

紅豆高雄 8 號推廣面積 1,028 公頃、高雄 9 號推廣面積 4,230 公頃及

高雄 10 號推廣面積達 604 公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七) 玉米及高粱 

1. 推廣硬質玉米新品系「臺南育 29 號」，面積達 740 公頃，新品系具

中早熟性，可提供水旱田輪作模式經營，並促進休耕農地活化。(台

南區農業改良場) 

2. 完成糯性高粱 4 個優良品系之觀察選拔。（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二、 蔬菜 

(一) 十字花科 

1. 甘藍 

(1) 甘藍苗之葉圓片細胞膜熱相對傷害值以及 35℃/30℃處理 48 h 之

葉片葉綠素、類胡蘿蔔素和 MDA 的相對含量可做為篩選耐高溫

甘藍之苗期指標；35℃/30℃處理 12 h 和 35℃/30℃淹水 48 h 之

APX 相對活性分別可做為選拔耐高溫和耐高溫淹水甘藍之苗期

指標；葉片葉綠素、類胡蘿蔔素和 H2O2 之相對含量則可作為選

拔耐高溫淹水甘藍之參考。(台灣大學園藝學系) 



(2) 選育適合外銷圓球型且耐貯運甘藍新品系 3 個。（台中區農業改

良場） 

 

2. 花椰菜 

與種苗業者合作針對 25 個花椰菜育種親本品系進行自交不親和基因

型 SCAR-PCR 及 SNP-PCR 分析，試驗結果顯示利用所建立之 SNP 分

子標誌，可將 25 個試驗材料分為 12 種自交不親和性 S 基因型。(種苗

改良繁殖場) 

 

3. 蘿蔔、芥藍及芹菜 

(1) 提出蘿蔔‘台中 2 號’之品種權申請案。（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2) 選育薹用芥藍新品系 1 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3) 提出芹菜‘台中 1 號’之品種權申請案。（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二) 豆科 

1. 完成豌豆‘台中 16 號’ 之非專屬技術授權 1 件，並篩選耐白粉病豌豆

品系 2 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2. 豇豆選獲 3 個抗萎凋病豇豆根砧。(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三) 茄科 

1. 馬鈴薯 

101 年至 103 年期進行作馬鈴薯耐濕試驗，汰選出表現最佳的 2 個營

養系，分別為 628 與 462，營養系 628 為耐晚疫病中抗以上，產量高，

可作為鮮食品種應用。營養系 462 為中抗以上耐晚疫病品種，具優良



生長勢與產量高，初步觀察可能有具加工品種特性。(種苗改良繁殖

場) 

2. 番茄及茄子 

(1) 番茄嫁接苗，於溫網室馴化期間，如遭遇夜間低溫，將影響癒合

組織生長，造成嫁接失敗。試驗以'EG203'茄子根砧和'H7996'番茄

根砧套管嫁接'紅天下'牛番茄和'玉女'小番茄，以牛番茄/番茄砧親

和性最佳。番茄嫁接茄子根砧於 5°C 處理 6 hr 後萎凋，36~48 hr

後死亡，為探討低溫造成嫁接失敗原因，利用塑膠袋覆蓋嫁接苗

保持相對濕度，嫁接植株於高濕下可提高苗成活率。(中興大學園

藝學系) 

(2) 經滅菌後之碎化稻稈(<0.8cm)25%與商用泥碳土混合使用於蔬菜

育苗，配合花寶 2 號之施用(每週二次)，番茄幼苗之各性狀除葉

片數目(葉數)顯著優於對照組(泥炭土)外，其餘性狀及所有狀苗指

數與對照組無顯著差異(p<0.05)；但根長則顯著高於對照組。綜

合上述，碎化稻稈應可以開發利用於蔬菜育苗介質並達到 25%之

泥碳土替代率。(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3) 為生產優良雜交一代番茄種子，以供應農民栽植番茄之需，於 104

年秋季生產小果番茄‘台南亞蔬 19 號’親本種子，父本產量 1.04

公斤、母本產量 0.9 公斤，作為後續採種使用。另生產‘種苗亞蔬

22 號’雜交一代種子生產 7.65 公斤，可供應小果番茄栽培面積約

153 公頃。(種苗改良繁殖場) 

(4) 篩選抗黃化捲葉病毒番茄種原 18 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5) 選育抗耐細菌性萎凋病茄子根砧自交第 2 代品系 5 個。(種苗改良

繁殖場) 



(四) 葫蘆科 

1.苦瓜 

(1) 104 年度苦瓜品種選育完成 123 個品系(含自交系)性狀調查與純

化，已針對表現較佳的 25 個自交系進行試交組合，共計完成 35

個試交組合。(種苗改良繁殖場) 

(2) 設施苦瓜栽培技術之研究，進行根砧親合性評估、萎凋病生物

防治應用及設施蜜蜂授粉技術應用等結合評估。在設施蜂箱降

溫試驗結果得知，以降溫(處理 I 及 II)及短時間授粉下，設施內

蜂群損失減少，以本場篩選出之三個南瓜砧之苦瓜嫁接苗進行

授粉試驗，人工授粉者除在果肩寬及果肉厚顯著大於蜜蜂授粉

者外，其餘均無顯著差異。(種苗改良繁殖場) 

(3) 苦瓜生物防治以拮抗微生物 B-6、B-7、B-8 有較佳的拮抗抑制

效果，確認為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以溫室防治試驗接種

對照組發病率為 87%，處理組 B-7 在接種 35 天後發病率維持在

50%。(種苗改良繁殖場) 

(4) 育成苦瓜‘花蓮 2 號’、‘花蓮 3 號’及‘花蓮 5 號’品種，

於民國 104-105 年共授權 4 家業者生產。（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2.西瓜 

          優化檢測西瓜雜交純度之專一性分子標誌，提高系統穩定度、精準度

與檢測效率，使種苗業者可快速檢測生產 F1 種子的雜交成功率。(種

苗改良繁殖場) 

3.胡瓜 



(1) 選育 1 個優良小胡瓜 F1 品系 KSF043。(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2) 小胡瓜選出 TY04TC02 等 12 個雜交組合後裔，進行優良自交系

培育。(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4.洋香瓜 

(1) 純化並選拔優良香瓜自交系(F6 世代)共 6 個，具有易著果、不易

裂果、耐高溫之特色。(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2) 篩選出網紋洋香瓜較適合水耕栽培之‘Earl’s 夏系二號’，沈加矽養

液配方可使果形較圓、網紋美觀，改善果實含水量過高問題，香

氣、甜度與總接受度之評分較高。於結果期養液添加氯化鈉，可

在不減少產量下，使果肉含水量降低、總可溶性固形物提升 1.3 

ºBrix。(台灣大學園藝學系) 

3. 甜瓜 

      嘉玉東方甜瓜接穗苗齡為第二片本葉成熟時嫁接南瓜砧，以砧木為第

一片本葉 3 公分時以斷根靠接方法，可解決接穗假性成活問題，避免

下胚軸空心問題。選擇越瓜砧木第二片本葉 3 公分進行嫁接為最佳之

嫁接時期。'嘉玉'東方甜瓜最適合斷根靠接的接穗苗齡為第二片本葉成

熟期。(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4. 、南瓜 

         篩選獲得 6 個優良小果南瓜種源，南瓜高雄 1 號已提出國內品種權申

請。(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5. 絲瓜 

(1) 4 個與苦瓜嫁接親和力佳之抗(耐)萎凋病絲瓜 F1 品系根砧，絲瓜

高雄 5 號已提出國內品種權申請，絲瓜高雄 2 號推廣面積總計達

500 公頃、絲瓜高雄 4 號推廣面積總計達 400 公頃及稜角絲瓜高

雄 5 號推廣 2 公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2) 完成絲瓜種苗 3 號技轉授權，共技轉 2 間種苗業者。(種苗改良繁

殖場) 

(3) 抗萎凋病之葫蘆科蔬菜根砧品種選育，收集絲瓜根砧品系 20 個，

進行萎凋病接種試驗，以剪根浸泡萎凋菌液接種法，初步篩選出

具有優良抗性的絲瓜根砧 153 號等 5 個品系，作為萎凋病抗性根

砧的使用參考。(種苗改良繁殖場) 

(五) 其他 

1. 草莓 

(1) 草苺第一年品系比較試驗果實糖度介於 8.4-13.6 °Brix 之間，參試

品系以 TYS1301 最高為 11.3 °Brix，對照品種桃園 1 號及桃園 4

號分別為 13.6 及 11.4 °Brix，果實硬度介於 0.52-0.60 kg cm-2 之

間，參試品系以 TYS1304 最高為 0.60 kg cm-2，對照品種桃園 1

號及桃園 4 號分別為 0.60 及 0.58 kg cm-2。(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2) 為篩選草莓抗炭疽病育種親本，以使用不同品種(系)之葉片及走

莖為材料，進行炭疽病大湖菌系感染試驗，試驗結果顯示豐香

×Spain 的後代最為耐病，具有作為抗病育種親本之潛力。為解決

草莓種苗育苗面臨之問題，於 6 處育苗場進行專區輔導，追蹤種

苗 200 萬株，藉以提升苗期栽培管理、病害管理品質及用藥安全，

輔導後草莓炭疽病發生率可低於 1%，降低因發生病害而缺苗之



窘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3) 將桃園 1 號（豐香）草莓走莖苗之芽體，培養於添加不同生長調

節劑之 1/4 MS 培養基，經 3 至 4 星期後可獲得無菌分生苗，再經

1.5 個月二次芽體培養，不同培養基之平均芽體增殖率為 3.8 至 6

倍，其中單株增殖率最高為 15 倍。開發草莓組織培養苗馴化方

式，使得組織培養苗馴化及定植僅需 28 天，大幅減少冗長馴化

過程及栽培管理成本 50%以上，並降低罹患病蟲害的風險。（苗

栗區農業改良場） 

 

2. 萵苣 

研究出於植物工場水耕栽培結球萵苣‘常利 6 號’之最適光週期與光強

度，第 15 葉葉長與葉寬之比值達 1.2 以上，且最外層內葉之頂燒病嚴

重度最小。研究出於控制環境下降低水耕菠菜地上部草酸鹽、硝酸鹽

及鉀含量之條件，其抗壞血酸及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亦提高，且鈉含量

僅 4.77 mg∙100 g-1 FW。(台灣大學園藝學系) 

 

3. 青蔥 

          建立青蔥健康種苗粉衣預措處理技術，可降低 10-20% 缺株率及降低

種苗疫病及根蟎等病蟲害發生約 20-50%，減少後續農藥施用，每公頃

可增加收益 40,000 元以上。（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4. 檳榔心芋 

          檳榔心芋種苗於種植前以 83.1%嘉賜銅可濕性粉劑 1,000 倍噴灑，並

配合施用 ML15-4（苗栗活菌 1 號），種苗消毒區之補植率 0.64%，低



於對照組之 0.77%，且每公頃之收穫量及毛收益均高於對照組。（苗栗

區農業改良場） 

5. 枸杞 

          以 MLS-2×MLS-5、MLS-4×MLS-5 及 MLS-3×MLS-5 進行葉用枸杞雜

交試驗，利用正交及反交之 6 種雜交組合，其中正交之青果著果率顯

著高於反交組合。（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6. 其它 

(1) 研究出於植物工場水耕栽培綠葉紫蘇，提高產量、葉片葉綠素、

類胡蘿蔔素、迷迭香酸、木犀草素與總類黃酮含量以及抗氧化力

之條件。(台灣大學園藝學系) 

(2) 蒐集國內外韭菜種原 22 份，進行不抽苔開花品系篩評估作業。(桃

園區農業改良場) 

(3) 絲瓜及南瓜砧嫁接苗嫁接親和性試驗，絲瓜嫁接苗存活率均高於

南瓜嫁接苗，絲瓜優於南瓜根砧。在不同絲瓜根砧方面自根苗不

論在第 1 朵雌雄花開花日與節位、主蔓 35 節之雌花數，均優於

嫁接苗。在果實表現方面，3 種絲瓜砧及 3 種南瓜根砧，果實表

現均與 CK(農友雙依)及自根苗無顯著差異，說明果實品質不因本

次使用之根砧有差異。試驗結果得知，嫁接苗對於苦瓜採收期延

長與苦瓜萎凋病之改善，有極佳效果。(種苗改良繁殖場) 

(4) 持續繁殖赤道櫻草、番杏、糯米糰及土人蔘等野菜各 2 千株種苗，

於轄區原住民部落辦理示範推廣有機栽培形成部落特色農產

品。（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三、 果樹 

(一) 木瓜 

1. 開發木瓜苗期性別 DNA 簡易鑑定技術，利用專一性序列差異改善檢

測專一性及減少偽陰性，並結合簡易核酸萃取技術，全程較標準檢測

法節省 50%人工作業時間。(種苗改良繁殖場) 

2. 基因改造木瓜檢監測抽驗，共完成 30 個種苗業者及 16 區木瓜栽培田

抽樣檢測，均無檢出基改片段，得知我國木瓜生產未受基因改造木瓜

混雜，維護產業發展。(種苗改良繁殖場) 

 

(二) 香蕉 

1.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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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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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檢疫無帶病者，繁殖健康蕉苗，送交青果社苗圃

（台灣中、南、東部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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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培育健康蕉苗推廣種植數量有‘北蕉’1,554,618 株，種植

面積 777 公頃；矮化抗風之‘台蕉二號’54,469 株，種植面積 27 公頃，

黃葉病耐病品種‘寶島蕉’375,316 株，種植面積 188 公頃；‘台蕉 5

號’1,134,889 株，種植面積 567 公頃；‘台蕉 7 號’277,815 株，種植面

積 139 公頃，其他品系（芭蕉等）試驗用苗 40,747 株，種植及試驗面

積 20 公頃，合計 3,437,854 株，種植面積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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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非洲莫三比克及菲律賓華蕉類產區受到香蕉黃葉病菌熱帶型四號生

理小種之危害，在農政單位核定下，亦於 104-105 年期間，首次將非

國內主力栽培品種之耐病品種‘寶島蕉’蕉苗約60萬株陸續行銷至上揭

兩國家。栽植後迄今雖未大量採收，但對預防黃葉病之成效，已有良

好口碑。(台灣香蕉研究所) 

4. 持續進行香蕉新品系選育，部分單株具有成為新品種之潛力。(中興大

學園藝學系) 

 

(三) 梨 

以優良梨品系 61735 嫁接橫山梨之一年生枝條進行試產量調查，其果

皮青色偏褐，果重約 450 克，糖度 13-14.5°Brix，但適採期近 3 週為

較其優良特性。（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四) 果桑及番石榴 

1. 持續進行果桑新品系選育，部分單株具有成為新品種之潛力。(中興大

學園藝學系) 

2. 持續進行番石榴新品系選育，部分單株具有成為新品種之潛力。(中興

大學園藝學系) 

(五) 棗 

棗高雄 12 號已提出國內品種權申請，棗高雄 12 號繁殖技術已辦理非

專屬授權，供業界利用。(高雄區農業改良場)。(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六) 葡萄 

1. 持續進行葡萄新品系選育，部分單株具有成為新品種之潛力。(中興大



學園藝學系) 

2. 完成葡萄‘台中 5 號’品種非專屬技術授權 1 件，新品種適合釀造白葡

萄酒，其果實可溶性固形物 18°Brix 以上，具荔枝果香味，且生長快

速，扦插苗種植後第二年即可量產。（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七) 芒果 

芒果高雄 4 號已技轉 4 家業者，推廣面積約 20 公頃，高雄 3 號夏雪

芒果至今推廣約 200 公頃，育成之品種均受到農民肯定。(高雄區農

業改良場) 

(八) 柑橘類及蓮霧 

1. 嫁接繁殖培育長實金柑、圓（實）金柑、斑葉金柑、長壽金柑及金彈

等 5 個金柑品種共 80 株苗木，嫁接繁殖培育佛利蒙柑等各式柑橘類

計 16 種類 115 株苗木，扦插繁殖培育粉紅種、大粒種、越南白、紅

色長形果及綠鑽石等 5 個蓮霧品種共 130 株苗木，供作栽培試驗及推

廣農民種植用。 

2. 蓮霧高雄 1 號已提出國內品種權申請。(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九) 桑 

使用秋水仙素處理不同品種桑之芽體，平均成活率以苗栗 2 號 96.67%

最高，而 CY103 成活率 26.67%最低，處理的株齡越高，其芽體成活

率亦高，惟處理濃度與成活率之表現因品種不同而有所差異。使用流

式細胞儀測定秋水仙素處理後之葉片，結果顯示處理後可增加葉片染

色體倍數，但品種間之表現不同。（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十) 紅棗 



研究不同砧穗組合對紅棗嫁接成活率影響，以及接穗嫁接成活後新梢

生長量，結果顯示多年生砧木之嫁接成活率與生長量偏低，1 年生接

穗組合之嫁接成功率高達 83.2%。餘甘子 099TT01 品系嫁接苗木以美

植袋培育 3 年生之苗木生長為佳，換盆後之生長發育亦最優良。（苗

栗區農業改良場） 

四、 花卉作物 

(一) 蘭科 

1. 蝴蝶蘭 

(1) 本場進行多梗多花、帶香味、花色特殊之中小型蝴蝶蘭雜交育種，共

計育成 30 個雜交組合之實生苗，並向英國皇家園藝學會(RHS)登錄命

名 5 個雜交群(grex)。選出優良之蝴蝶蘭單株進行花梗培養、培養量

產分生苗，共計已量化 10 個品系。選育蝴蝶蘭品種 Tainan White，具

花朵數多、雙梗率高，適合商業生產。開發蝴蝶蘭膜熱穩定性檢測技

術，可運用於篩檢耐熱之蝴蝶蘭品種。(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2) 於 RHS 登錄  1 個新的人工雜交屬蘭花品種 (Phal. equestris X 

Rhynchostylis gigantea)。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3) 蝴蝶蘭與異屬間雜交優選後代族群榮獲 105 年國際蘭展頒發"優秀育

種獎"(AD)、優良單株獲得銅牌獎(BM)與新品種個體獎。（農業試驗所

花卉研究中心） 

(4) 選育蝴蝶蘭‘花蓮 1 號-粉蘋果’品種專屬授權，品質優良顏色鮮豔討

喜，且開花之低溫需求低，不經催花能於農曆年前自然來花，具有符

合蝴蝶蘭外銷商業品種之潛力。（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2. 文心蘭 

(1) 文心文心蘭新品系榮獲 105 年國際蘭展新品種個體獎，台農 6 號及台

農 7 號品種權申請中。（農業試驗所花卉研究中心） 



(2) 持續花卉育種工作，新增雜交組合計有文心蘭 10 個，育成文心蘭新

品種 1 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3. 仙履蘭 

(1) 以永佳 1003 等 5 品系花器建立仙履蘭無性微體繁殖體系，共完成兩

種培養基、760 隻試管之試驗。雜交 complex type 仙履蘭實生苗已全

部完成馴化出瓶，累計共有 2,538 瓶。(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2) 仙履蘭 Red apple 品系以 pH 值、植物生長調節劑及刺傷等 3 種不同條

件組合處理，以刺傷處理者有最高芽體增殖率（3.5 倍），Magic 品系

也以刺傷處理者最高（4.5 倍）。（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4. 石斛蘭 

(1) 比較使用水苔或碎石混合泥炭土作為金皇石斛栽培介質，乾物質的

累積及其藥用成分-多醣含量以栽培於碎石混合泥炭土介質較佳，乾

物率達 23.9%高於水苔介質之 10.5%，多醣含量平均為 4.6%高於水

苔介質之 2.3%。(種苗改良繁殖場) 

(2) 持續花卉育種工作，新增雜交組合計有石斛蘭 17 個，育成石斛蘭優

良盆花營養系 30 個；3 品種春石斛蘭出瓶苗於冬季進行 28℃加溫栽

培，其株高均較室溫之對照組提高 50%以上。（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5. 蕙蘭及四季蘭 

(1) 蕙蘭 12 個量化優良單株進行栽培評估中。（農業試驗所花卉研究中

心） 

(2) 持續花卉育種工作，新增雜交組合計有蕙蘭 24 個。（台中區農業改

良場） 

(3) 四季蘭帶介質盆花分株苗生產試驗，結果以 6-7 個成熟芽帶 3-5 個



新芽，經過 6-8 個月之栽培，可達較佳之產品規格。（台中區農業改

良場） 

 

6. 萬代蘭 

(1) 萬代蘭種苗組織培養繁殖技術已辦理非專屬授權，供業界利用。(高

雄區農業改良場) 

(2) 萬代蘭親本花粉發芽力測試，1 個品種花粉經以 10%蔗糖培養 2 週

後，30%花粉管萌發。（農業試驗所花卉研究中心） 

(二) 一般花卉及觀葉植物 

1. 菊花 

持續花卉育種工作，新增雜交組合計有菊花 20 個，育成菊花新品種

1 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2. 日日春 

(1) 日日春直立型相對於懸垂型為顯性，由一對主效基因控制，該基因

座與單/重瓣基因座獨立不連鎖，已選出具潛力的六種重瓣懸垂日日

春。(台灣大學園藝學系) 

(2) 重瓣日日春品系比較試驗，選出TYVP10301等3個品系整體外觀品質

表現較佳。(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3. 櫻花 

低需冷性櫻花品種選育，取得'桃園 1 號-報春'及'桃園 2 號-紅梅'品種

權，其中'桃園 1 號-報春'並已技轉廠商，3 個開花性狀優良櫻花品系，

申請品種權資料整理中。(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4. 長壽花 

長壽花選得 TYK1411002 等 5 個優良盆花品系，進行 TYK08025 等

10 個優良切花品系之田間栽培試驗。(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5. 火鶴花 

(1) 切花用火鶴篩選 5 個優良新品系並完成組培苗量產，火鶴花高雄 3

號品種已提出國內品種權申請。(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2) 火鶴花”台農 9 號小仙子”已取得品種權，適合作 3-4 吋迷你型火鶴

花盆花品種；切花品種’台農 7 號新貴粉’完成品種授權，並將於台

南地區生產切花。（農業試驗所花卉研究中心） 

6. 聖誕紅 

聖誕紅選得 TYP131106 等 6 個優良品系，完成'桃園核研 1 號'品種之

有償讓與。(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7. 石竹 

             石竹育種方面，已選出耐夏季高溫多濕環境的品種，粉紅色系，適合作

為花壇植物，可周年開花、觀賞期約 2 個月。（農業試驗所花卉研究中

心） 

8. 洋桔梗 

(1) 以日本市場喜好的淺色花為目標，已選育數個優良洋桔梗不易簇生化

切花品種之雜交種。(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2) 以臺灣種苗改良繁殖場配方披衣處理洋桔梗種子，粒徑>1.7 mm則發

芽率顯著下降。(台灣大學園藝學系) 



9. 彩葉鳳梨 

             彩葉鳳梨雜交實生苗發芽及生長適溫為日夜溫 25/20 至 30/25℃，夏季

期間於人工氣候室 25/20℃中，以 20%遮陰搭配 200%強生氏營養液有

最大生長量。彩葉鳳梨雜交實生苗自第一張本葉展開施用含 24 mM

氮、硝酸態氮佔 50%-75%及 4-6 mM K 之強生氏營養液，生長量較大。

(台灣大學園藝學系) 

10. 薑荷花 

選出 2 個薑荷花優良盆花品系，將進行品種權申請。(高雄區農業改良

場) 
 

11. 紫羅蘭 

             完成紫羅蘭臺南 1 號、2 號之非專屬授權；成功將苗期外表可區別單

重瓣性狀導入早花紫羅蘭品種中。(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12. 夏堇 

             黃花夏蓳為種子親與毛葉蝴蝶草雜交有受精後障礙。夏蓳‘Kauai Rose’

相較於‘Clown Rose’為種子親時，與毛葉蝴蝶草雜交所得後代之節間、

花序較短。洋桔梗自交授粉後 15 天內果實快速膨大，鮮重呈直線增加

至授粉後 30 天，授粉後 40 天時種子含水量下降至 5%，授粉後 50 天

時種子呈黃色，60 天時則轉為褐色，並已選出具潛力的兩種雜交夏蓳。

(台灣大學園藝學系) 

 



13. 細葉捲丹 

             建立稀有植物細葉卷丹(Lilium callosum)繁殖系統，結果顯示將厚度 1.5 

mm 和 2.0 mm 的鱗片薄層培植體培養在添加 0.1 mg l-1 NAA 和 0.1 mg 

l-1 BA 的 MS 培養基中有較好的芽體形成率，或以 0.5 cm 長的葉片培

植體培養在添加 0.5 mg l-1 TDZ 和 1.0 mg l-1 NAA 的 NN 培養基中有

較好的芽體形成，可做為種原保存和後續研究之基礎。(中興大學園藝

學系) 

 

14. 其他觀賞植物 

(1) 萱草品種花蓮 1、2、3、4 及 5 號持續進行量產繁殖數介於 350-450

株之間，萱草 3 個入選營養系進行組織培養量產共 300 株。（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 

(2) 完成「綬草組織培養苗大量繁殖技術」非專屬授權 2 家，生產綬

草種苗，將可創造保健及觀賞之商機。（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3) 完成山蘇花孢子繁殖技術之技術轉移授權 1 件。(台南區農業改良

場) 

五、 木本植物 

1. 綠美化觀賞苗木 

           利用新社地區每年產出處理過的廢棄菇類太空包，生產自製堆肥，配

合環保署「環境綠化育苗計畫」所生產綠美化苗木，105 年所培育之 6

吋盆綠化苗木約 8,000 株，撫育之 1 呎盆綠化苗木約 7,000 株。預計 2

年後，提撥至全臺空氣品質淨化區、公園、行道樹栽植等，預計可吸



存之碳匯量(二氧化碳吸存成長量)約為 750 公斤。(種苗改良繁殖場) 

 

六、 其他 
1. 植物品種性狀檢定技術與國際合作 

(1) 完成開發藍眼菊及狐狸尾蘭品種試驗檢定方法及品種性狀表並送至

農糧署進行審查。(種苗改良繁殖場) 

(2) 我國與歐方於 105 年 3 月 9 日簽署「臺灣與歐盟植物品種權保

護行政協議」，為加速檢定技術交流與洽商合作，本場同年 3

月 12 日假臺南蘭花科技園區舉辦「2016 臺歐盟植物品種保護研

討會」，邀請歐方植物品種保護局(CPVO)、荷蘭農部和荷蘭歐

盟蝴蝶蘭檢定單位 Naktuinbouw 等官員及專家來臺進行雙邊品

種權保護交流；並與 CPVO 檢定專家針對蝴蝶蘭檢定技術進行

臺歐盟技術調和，以期未來能互換檢定報告書，減省品種權申

請費用與時間，增進品種權人利益。(種苗改良繁殖場) 

(3) 本場與農委會農糧署及中華種苗學會在 105年 4月 14日於中國大陸

參加「2016 兩岸植物品種權工作組會議」，陸方同意延長蝴蝶蘭植

株材料送檢時間由原定 6 月及 11 月，延長為 6-7 月及 11-12 月，材

料送檢時段由 2 個月延長至 4 個月，以加速我方品種於陸方申請品

種權之審查。(種苗改良繁殖場) 

 

2. 建立種子品質檢查、檢測及採種供籌技術 

(1) 完成矮牽牛、石竹、羅勒三種草花種子造粒處理，並以小型鍋式造

粒法處理之草花種子，如：中國石竹、甜羅勒、雞冠花、奧勒岡及

百里香等發芽率均達到 80%以上。(種苗改良繁殖場) 



(2) 完成洋蔥種子不同造粒配方之發芽率及出土率試驗。以‘定遠 6 號’

品種發芽率以紙上法及出土率中 C 配方造粒處理之發芽率最佳，‘黃

金 5 號’品種發芽率以紙上法及砂床法中 B 配方造粒處理最佳，在出

土率中以 C 配方較佳。(種苗改良繁殖場) 

(3) 完成有機粉衣資材篩選與簡易玉米種子粉衣作業流程乙式。(種苗改

良繁殖場) 

(4) 建立瓜類細菌性果斑病菌檢測方法與種帶瓜類細菌性果斑病菌增量

培養方法各乙式。(種苗改良繁殖場) 

 
 

3. 建構生物技術之基因轉殖作物檢測、驗證體系 

(1) 綠豆抗豆象 VC6089A 與不抗豆象 VC1973A 為兩個近同源品系，轉

錄體定序出二者種子間有 251 個基因為 VC6089A 向上調節、148 個

為 VC6089A 向下調節；21 個蛋白質為 VC6089A 表現較多，24 個

為 VC6089A 表現較少。根據轉錄體與蛋白質體分析結果，抗性專一

蛋白質 resistant-specific protein (g39185)、gag/pol polyprotein (g34458) 

與 aspartic proteinase (g5551) 被辨識分別位於第 5、1 與 7 條染色

體；而臨近主要抗豆象基因座分子標記的 g39185 可能是抗豆象基

因。(臺灣大學園藝學系) 

(2) 利用 AraNet v2 預測高溫淹水逆境處理甘藍之共表現網路模組 7

組，其中與離層酸訊息傳遞及滲透壓逆境耐受性有關的兩模組，表

現向下調控，提供甘藍 ‘夏峰一號 ’不耐高溫淹水逆境的證據；

BOWHW43287 (ACO1)、BOHW8926 (ABI5)、BOHW5218 (ABF3)、

BOHW29550 (HSP18.2)、BOHW63797 (ILR1)、BOHW14222 (bzip 

TF) 、 BOHW47680 (HSFA7a) 、 BOHW9067 (HSP17.6II) 以 及 



BOHW7793 (HSP70)可作為篩選耐高溫淹水甘藍的標記基因。(臺灣

大學園藝學系) 

(3) 開發甘藍種子高純度 DNA 萃取方法，以種子經浸水 12hr 之 DNA

萃取效果最好，可運用於甘藍之種子純度檢測。(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4) 比較 3 種不同廠牌 DNA 萃取套組及傳統方法對於甘藍種子 DNA 萃

取之效率及穩定性，經測試後以綜合性方式評估，TAN Bead 萃取套

組有穩定的萃取效率，可運用於種子純度檢測及品種鑑定。(台中區

農業改良場) 

(5) 篩選 103 組甘藍 SSR 分子標誌，共 40 組獲選為甘藍多型性 SSR 分

子標誌，已證實 3 組之 SSR 分子標誌可應用於甘藍種子純度檢測及

品種鑑定。(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4. 強化健康種苗供應及生理檢測體系 

(1) 辦理組織培養健康種苗供應，總共生產白芨 25,000 苗、金釵石斛

15,000 苗、彩色海芋 5,000 苗，以及草莓、葡萄、薑黃、丹參等組培

苗約 6,000 苗。馬鈴薯健康種薯基本種薯 269 公斤，原原種薯 2,150

公斤，豇豆無特定病原繁殖用種子 15 公斤及栽培用種子 300 公斤。(種

苗改良繁殖場) 

(2) 完成蘭花品種生理檢測服務之測定條件設定及作業程序修正，並已完

成蝴蝶蘭 34 品種、文心蘭 2 品種及仙履蘭 1 品系之檢測；建立蝴蝶

蘭以薄層細胞培養配合化學藥劑之去病毒技術；穀胱甘肽可提升文心

蘭切花品種檸檬綠葉綠素含量，增大葉面積，使假球莖肥大，提升開

花品質。光波長對花色表現之研究上，文心蘭「台農 4 號-白雪」使

用去除近紅外光之披覆材質對花色沒有顯著影響，使用可抗 UV 之披

覆材質則可有效使白雪唇瓣轉白；而切花瓶插壽命與花梗失重有關，

失重速度越快，瓶插壽命越短。（農業試驗所花卉研究中心） 



(3) 大葉桑寄生癒傷組織懸浮培養進行弱光組及黑暗組試驗，馴化初期以

弱光處理組之生長速率較快，3 個月後可達快速生長期，但黑暗處理

組有較高的增殖率。（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