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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種現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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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水稻育種是一種藝術，也是一門改

良作物遺傳因子的科學，以育成適應不

同生長環境的優良品種為目標。而品種

改良的目的則在於研發具有高產、抗病

蟲害、抗非生物性逆境、良好的米質及

營養成分、對環境的優良適應性的品

種。

水稻對環境的適應性十分廣泛，生

產地區除了南北極之外，從海平面至海

拔3,000公尺皆有栽種。雖然如此，水稻

的生長發育及生產力的表現仍受到環境

明顯的影響，造成各地區產量及品質的

差異；其中以東南亞及第三世界國家的

糧食供應明顯出現不足的問題。因此，

為了解決全世界糧食缺乏及未來將要面

臨的問題，國際稻米研究所遂因應而

生。

國際稻米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IRRI)，成立於

1960年，總部位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南

方62公里處之Los Baños，是聯合國國際

農糧組織(FAO)最早且最大的國際稻米

研究單位。其成立最主要的目標乃在於

藉由稻作試驗及品種改良以減少貧窮、

飢餓，並改善農民及消費者之健康；透

過國際合作推展農業研究，確保稻米生

二、國際稻米研究所的工作方向

圖二、野生稻種原收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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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之穩定，提供相關訊息以及成為稻米

知識的入口平臺；同時協助與提供相關

之遺傳材料供稻作人員試驗研究用等。

目前工作項目分為7個主要計畫：1.看天

田(rainfed area)的環境支援；2.永續農

業；3.終結非洲飢餓；4.人類營養改進；

5.促進遺傳變異；6.知識分享；7.政策支

援。為了達到目標，國際稻米研究所已

蒐集超過4萬分種原，包括地方品種和野

生稻，以及累計高達18萬分雜交組合，

做為水稻試驗改良之基礎材料。由於國

際稻米研究所為一非營利之農業研究單

位，因此目前的經費大多由國際農業發

展基金、世界銀行、會員國國家及私人

基金會所提供，如近期比爾蓋茲與梅琳

達基金會亦投入相當可觀的資源，共同

為消滅飢餓而努力。

菲律賓國際稻米研究所的育種專家

指出，現階段水稻增產的速率比不上人

口增加的速度，因此，推估在西元

2025年將會發生全球缺糧的現象；而目

前在各個國家從事水稻育種者有越來越

少的趨勢，未來一定會出現人才斷層，

進而影響水稻育種及增產的計畫。他們

認為，水稻育種者需要增加新技術與種

原，必須因應環境變遷，育成農民需要

的品種，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間分享經驗

技術與交換種原。因此， IRRI在2007-

2015年舉辦為期9年的水稻育種課程，希

望未來在非洲地區每百萬人應該有83位

水稻育種者，亞洲地區每百萬人須有

785人育種家，已開發國家每百萬人則要

有1,100人水稻育種者，方能讓水稻的增

產速度趕上糧食的需求量，期望為未來

的第二次綠色革命奠定基礎。國際稻米

研究所的育種目標主要在解決世界飢餓

及糧食問題，其著眼點及研究方向與國

內稍有不同，將其育種現況逐項介紹，

供大家研究參考之用。

IRRI設定的水稻育種目標包含高產

三、國際稻米研究所育種現況介紹

(一)具高產潛能水稻品種之育種策略

圖三、水稻耐淹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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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能、生長期縮短、優良米粒與營養品

質以及抗多重病蟲害等項目。在增加產

能方面，以重新設定理想株型 (New 

Plant Type，NPT)的水稻植株以及雜交

水稻為兩大重點。他們認為灌溉稻要達

到進一步增產的效果，必須有幾個產量

因素的目標特性，如每 1平方公尺有

330支穗、每穗有150粒穎花數、稔實率

大於80%、千粒重大於25克、地上部全

生物量達每公頃22公噸以及收穫指數達

50%。有關增加水稻產能的育種方法包

括傳統譜系選種、回交及單籽粒後裔法

等方式，另外亦進行雙單元體(Double 

haploid，DH)及標誌輔助（回交）選拔

( M a r k e r - a s s i s t e d  b a c k c r o s s，

MAS/MAB)的方法。近年在各主要產稻

國家如火如荼進行的MAS方法，其選拔

效率確實較傳統的雜交譜系法高，甚至

可進行數百個雜交組合的標誌輔助選

拔，其中以抗白葉枯病及抗稻熱病基因

的輔助選拔亟有成效，這種方法同時可

避免人們對基因改造(GM)作物的疑慮。

稻米在眾多第三世界國家可能是唯

一的食物能量來源，然而這些國家由於

糧食來源不足，正面臨各種營養不良缺

乏症的極大威脅，尤其明顯的是缺鐵

(Fe)、缺鋅(Zn)及β胡蘿蔔素等症狀。全

球有近20億人患有貧血症其最大原因就

是缺鐵，而缺鐵會損害孩童身體發育、

智力發展及學習能力，成人缺鐵則增加

婦女分娩時死亡的危險性。在亞洲某些

地區的懷孕母親由於嚴重貧血，估計平

均每年因而失去生命者，以印度的

22,000人最多，孟加拉與印尼亦分別有

2,800及2,700人。

鋅在人體內有超過300個酵素扮演著

決定角色，譬如細胞分化、生育力、免

疫系統和感官知覺的生物功能。缺鋅易

造成兒童痢疾、肺炎及發育不全等症

狀，幼童缺鋅會引起認知功能損傷、行

為問題、記憶受損及空間學習等障礙。

(二)增進稻米營養品質的育種

圖五、水稻秧苗期耐熱試驗

圖六、參與性育種田間選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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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及篩檢第二基因的分子標誌等課

題。代謝產物方面：了解 Jasmine及

Basmati獨特的香氣化合物、研究有關米

質特性的代謝產物、了解香味第二路徑

中的代謝產物以及研究可用來建立測定

白米新鮮度的方法。

香味BADH2基因是目前已知道的香

味關鍵，分析多個香米品種基因序列也

發現更多有關的對偶基因，但是不同的

消費族群對香味有不同的喜好，而成分

分析實驗也證實不同香米品種其成分組

成有明顯差異，所以BADH2基因並非唯

一關鍵，還需要更多的實驗來驗證。

水稻品種是育種家們在田間辛苦揮

汗的累積成果，但在推出新品種之前的

階段試驗並無外界參與，因此稻農可能

不熟悉新品種或是消費者並不滿意新品

種的米飯口感，亦即新品種可能缺少生

產者與消費者的參與而失去推廣的機

會。因此，試驗單位若有較具潛力的固

定品系，在命名之前可邀請有經驗農友

至田間進行評估新品系的潛力，做為未

來新品種潛在的推廣成效之參考。另一

方面，應思考新品種可能的消費對象，

譬如東南亞多為母系社會，母親及小孩

就是稻米最大的消費群，新品系若未達

母與子的口感接受程度，恐怕也不會有

(四 )參 與 性 品 種 選 拔 (Participatory 

Varietal Selection，PVS)之應用

另外維他命A對視力及細胞分化是相當重

要的，缺少維他命A易造成夜盲症（甚至

全盲）、生長遲緩以及生殖力損傷等。

據FAO統計，目前約1億3千萬個學齡前

兒童缺乏維他命A，其中會有25至50萬人

變成全盲，而且最後約有2/3左右趨於死

亡。除此之外，發展中國家大約有2千萬

個孕婦缺維他命A，其中50％在印度。因

此，科學家們對付營養不良有幾個策

略，包括篩選具高營養價值的水稻育

種、提昇米胚乳中營養元素的生物利用

效率以及基因改造等。

目前 IRRI經由傳統育種方法改善

鐵、鋅元素含量已稍具成效，有幾個具

潛力品系的稻米鐵、鋅元素含量已高於

一般推廣品種的1倍以上。另一方面，利

用轉基因生物科技，將大豆乳鐵蛋白轉

到水稻之中，提高胚乳鐵元素的利用效

能。2000年發表的「黃金米」將不同物

種基因轉入水稻之中，使米粒累積產生

β胡蘿蔔素也就是維他命A的前驅物，更

進一步提昇稻米對人類的貢獻度。

IRRI米質實驗室研究香米有兩個方

向：針對香味性狀的遺傳：分別進行

香味基因及香氣量的其它等位基因鑑

定、篩檢BADH2其它等位基因的分子標

誌、控制香味的第二基因鑑定、找尋帶

有兩者(Basmati及Jasmine)香味基因的種

(三)香米研究的新概念

農業新知與技術



為三步驟，首先是前景選拔，重組標誌

分析以及背景選拔，在雜交組合兩者親

緣十分接近的情形下，有時重組標誌分

析是可以省略的。數量基因座在育種上

選擇應注重個別基因座效應、基因與環

境交感、基因上位性以及考慮細部定位

工作等，而堆砌多個有益數量基因座也

需要利用分子標誌輔助選拔，是傳統育

種上難以達成的工作。

白葉枯病和稻熱病是嚴重危害水稻

生長的病害，在考慮育成持久性抗病品

種時，有許多因素要考慮，首先要了解

抗性的遺傳基礎，並找出抗性基因、選

擇可用的抗性基因以及部署抗性多個基

因等方面。

植物抗性基因作用機制有兩種理論，

直 接 的 gene-for-gene或 是 間 接 的 Guard 

Model；不同生理小種的白葉枯病病原已經

有相當完整的分子鑑定，與不同抗性基因

反應的結果也有良好紀錄。抗性基因大致

分 為 幾 個 類 型 1.transmembrane protein/

LRR;2.transmembrane protein/LRR and 

serine-threonine kinase;3.cytoplasmic serine-

threonine kinase;4.nucleotide binding 

site/LRR。目前已有 12個抗性基因導入

IRRI品種，其中Xa7抗性基因能提供廣效

抗性，適合導入感性品種中，並且IRRI培

育出堆砌多達5個抗性基因品系，對所有生

(六)生物逆境選種

很好的消費市場。因此，若在新品種命

名之前，邀請稻農參加「選種投票」，

即所謂喜好分析(Preference Analysis)，

在田間稻株掛牌及進行Yes或No的投票，

具有稻農參與性、趣味性以及實驗性的

功能。另外，邀請潛在、隨機的消費者

進行「感官評估」，同樣也可以達到消

費端的參與性與實驗性。因此，PVS方

法為有利於水稻新品種推廣與消費市場

接受度的另ㄧ種選拔效果。

基因定位分析有兩種策略，包括連

鎖定位 (linkage mapping)和相關定位

(association mapping)，分別利用特定

的雜交分離組群和自然族群，以統計分

析方法及分子標記定位功能基因或數量

遺傳基因(QTL)。在定位複雜如多基因

相互影響或基因與環境交感性狀，則需

要透過QTL分析，用以找出隱藏的有用

基因，像是從綠色和小果的野生種番

茄，找出深紅色果實和大果的基因座。

而重組自交系是一群遺傳背景幾乎相同

的材料，也可說是姐妹系，彼此間只有

少數基因座重組，其餘與輪迴親背景相

同，可作為定位基因良好材料，相關基

因透過初步定位後經過細部定位與候選

基因分析，有機會找出真正控制性狀的

基因，作為分子標誌輔助回交育種利

用。分子標誌輔助回交育種在操作上分

(五)數量性狀分析和分子標記輔助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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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小種呈現抗性，各抗性基因有對應的分

子標誌可利用。

全球暖化所導致的長期氣候變遷和

短期的氣候變化，已對全球許多國家的

稻米生產造成不同的影響。因溫室效應

所產生的氣候變化可分為長期與短期兩

方面。長期的氣候變化是指溫度與雨量

的變動，短期的氣候變化則以聖嬰現象

區域的氣候變化為主。而由於全球暖化

使得高溫傷害變成一個主要的產量限制

因子，主要是因為水稻對高溫(>35℃)非

常敏感，開花期是最敏感時期，開花前

9天是第二敏感時期；高溫傷害容易造成

水稻發生不稔、穀粒變小、增加心腹白

含量等影響稻穀產量的現象。

雖然水稻耐熱育種的試驗並沒有引

起很多人注意，而且控制水稻耐熱機制

是由許多基因所控制，但經由其它作物

試驗的證據顯示，育成一個耐熱水稻品

(七)耐熱育種

種是有其必要性的。耐熱品種的育種方

法包括兩方面：1.耐熱性：育成一個耐

35℃以上溫度且高產的品種。2.避熱

性：改變開花期，縮短生育期，提早抽

穗。其中提早抽穗是一個很重要的性

狀，因為每延遲一天抽穗，會造成每公

頃減產35-91公斤。除了積極的育種工作

外，也可以選擇改變種植方式來適應氣

候的變化，諸如：改變種植期、在不同

期作選擇不同的品種、改變輪作系統等

方法。

未來耐熱育種的方向以建立QTL-

mapping以及利用分子標誌來改良育種工

作，在現行的高產品種結合耐熱基因並

探討基因型與環境的交感作用，藉由國

際種原的交換合作及育成適合氣候變遷

的品種為主要的工作。

近年來的研究發現，印度傳統栽培

品種Flood Resistant 13A(FR13A)，其耐

(八)耐淹育種

圖七、Ifugao省的水稻傳統梯田 圖八、IRRI的稻熱病檢定病圃

農業新知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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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壽司米
「水稻新品種臺東32號暨原民野菜品嘗會」

為推廣高級壽司米─水稻新品種臺東

32號及原住民特色風味餐，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以下簡稱臺東

場）於99年3月19日晚上，在關山鎮農會

休閒旅遊中心，舉辦「高級壽司米─水稻

新品種臺東32號暨原民野菜品嘗會」，臺

東縣政府農業處長鄭新興、秘書周良珍、

縣議會代表、關山鎮農會理事長吳諸昌、

總幹事陳秋英、池上鄉農會總幹事徐月

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東分

局秘書徐弘明、池上多力米公司負責人梁

正賢、關山梓園米廠代表與縱谷地區良質

米產銷班代表等均到場參加。與會貴賓除

品嘗高級壽司米與原民野菜並欣賞關山工

商原舞團精彩的演出，餐點好吃活動又精

彩，紛紛舉起大姆指稱「 」！部分與會

者並表達栽種有機原住民野菜的高度意

願。

黃  昌場長表示，本次活動特別選在

讚

縱谷水稻種植區域的中心點─關山鎮，便

利池上與鹿野地區的貴賓往返，安排在晚

上則是希望貴賓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後，以

輕鬆的心情來品嘗美食。黃場長隨後親自

講述「

」，強調臺東32號具有豐產、

優質、耐儲存與黏性佳的特性，製作壽司

粒粒分明、晶瑩剔透、保濕性佳又容易入

味，也能替代糯米來製作成粽子、油飯或

飯糰，可口又容易消化。在原民蔬菜部

分，黃場長指出，原民野菜，例如糯米

團、蘭嶼木耳菜及紫背草等，幾無病蟲危

害，相當適合有機栽培，其平均的草酸含

量低於衛生署所列舉高草酸含量蔬菜，健

康又可口。本次品嘗會以原住民野菜搭配

臺東32號米食，就是希望能藉由品嘗會推

廣原民蔬菜，鼓勵農友栽種，期在臺東形

成中、小型具原民特色的產業。

活動接續由關山工商原舞團做熱場表

演，關山工商原舞團成立已逾15年，因為

舞藝精湛，兼具道地的原民風情，代表學

校參加競賽屢獲佳績，去(98)年甚至受邀

法國參加「世界文化藝術節」的開、閉幕

表演。看到關山工商原舞團同學熱情演

出，展現原住民傳統舞蹈的力與美，來賓

報以熱烈掌聲。關山工商的同學也因為感

受與會貴賓的熱情與鼓勵，特別加碼再演

出一首族群歡樂舞，讓品嘗會活動達到最

高潮。

高級壽司米─水稻32號與原民蔬菜

之栽培利用

好看又好吃，來賓佳評如潮

臺東場黃場長講述「高級壽司米─臺東32號
與原民蔬菜之栽培利用」

文/圖  
王栩韻
黃  昌

淹 性 主 要 是 由 第 九 對 染 色 體 上 的

Submergence 1(Sub1)基因座所調控，而

Sub1基因座包含有兩或三個 ethylene-

response-factor(ERF) domain， 分 別 以

Sub1A、Sub1B與Sub1C命名。Sub1在播

種期淹水的狀態下能使植株不受損傷，

具有高度的耐淹性。在南亞和東南亞的

田間試驗顯示，Sub1能增加和穩定水稻

的產量。另外，從FR13AQTLs所連鎖的

圖譜中亦有新發現指出，淹水狀態下可

將延遲開花期及成熟期的傷害減至最

低。未來工作方向可將具有Sub1之栽培

品種FR13A，透過回交育種，將Sub1基

因漸滲(introgress)至當地的栽培品種，

並 透 過 分 子 標 誌 輔 助 選 拔 (marker-

assisted selection，MAS)育成兼具耐淹水

及高產性狀的品種，不僅使農民收成穩

定，更可確保全球糧食不虞匱乏。

在農藝作物中，水稻的研究較為完整

且詳細，水稻育種成功的例子很多，包

括：1.半矮性基因的研究(sd1)，IRRI利

用臺灣品種低腳烏尖的半矮性基因育成第

一次綠色革命的半矮性品種IR8，使全球

的稻米產量從256百萬公噸增加到600百萬

公噸；2.利用雄不稔特性育成雜交品種，

全球大約90%的雜交水稻均由此而來；

3.育成早熟品種，以增加作物的栽培次

數，使一年能夠種植2-3期作的水稻；4.育

四、結語

成抗病品種，以減少使用化學藥劑，增加

產量的穩定性；5.育成抗非生物性逆境的

品種，以增加產量的穩定性。

由於傳統育種（外表型選拔）是以

雜交育種為主，每次雜交即將兩親本所

有的好、壞的基因型及性狀合併至子

代，再經由世代選拔逐步去蕪存菁，選

出包含所欲改良性狀的子代。品種改良

主要決定於父本與母本，而分子育種

（基因型選拔）則是直接進行基因型選

拔，取代傳統育種之外表型選種，以高

準確度的方式，正確的偵測基因型，予

以選拔或淘汰，可顯著提高育種效率，

縮短育種年限，加速新品種的育成。在

IRRI亦採用傳統育種、分子標誌輔助選

拔以及基因轉殖方法進行水稻品種改

良，但在資源分配上仍以傳統育種為大

宗，其次為利用分子標誌輔助育種，與

極小部分的基因轉殖操作。因此，以傳

統育種為主體，輔以分子輔助育種的技

術，再藉助於IRRI育種新觀念與材料，

將有助於國內水稻育種工作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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