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二、農藝特性

臺東縣水稻生產以  稻為主，主要栽

培品種為高雄139號、臺  2號及臺東30號

等，稻米品質良好，消費市場評價極高；

為提供更優良之良質米品種加入生產，提

升市場競爭力，本場乃積極從事  稻良質

米育種，期能育成更優質且適合本縣推廣

栽培的新品種，使稻米產業永續經營發

展。臺東33號係本場於民國94年第1期作

以臺東30號為母本，Basmsti 370為父本

進行雜交，依譜系法進行分離世代的培育

與選拔，由第5世代選出東  育971038號

品系，歷經產量比較試驗、區域試驗及各

項特性檢定，結果表現優異，於101年6月

1日通過審查命名為「臺東33號」。

臺東33號屬中晚熟品種，劍葉直立，

至成熟期仍保持直立且翠綠；自插秧至收

穫的生育日數，第1期作平均129天，第

2期作111天；株高第1期作為95.5公分，

第2期作95.9公分；第1、2期作穗長分別

為 18.8及 19.4公分；每株穗數第 1期作

15.8支，第2期作11.2支；每穗粒數第1期

作83.4粒，第2期作89.7粒；千粒重在第

1、2期作各為28.5及28.4公克(表1)。

為了評估新品種在不同環境下之產量

表現情形，臺東33號分別在桃園縣、彰化

縣、嘉義縣、屏東縣、花蓮縣及臺東縣等

六個地點進行區域試驗，比較各區域的產

量表現及穩定性分析；由表2得知，臺東

33號在第1期作、第2期作均表現豐產，稻

穀平均產量分別為 6,623公斤/公頃與

4,771公斤/公頃，比對照品種臺  9號分

別增產11.0％與2.9％。另由產量穩定性分

析結果顯示，第1期作在不同環境下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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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臺東33號的農藝性狀與產量之表現

     全生育     株高    穗長    穗數    每穗   千粒重     產量 

          日數(天)   (公分)   (公分)   (支)     粒數   (公克)   (公斤/公頃) 

  1       129      95.5     18.8    15.8     83.4    28.5      6,623 

    2       111      95.9     19.4    11.2     89.7    28.4      4,771 
 

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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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表現高產且穩定；第2期作於不同區

域的產量表現亦非常穩定，顯示臺東33號

對栽培環境之適應性較佳。

以良質米的外觀品質而言，心腹背白

的總和不能超過1；心腹背白較高的白

米，在碾製的過程中較易斷裂，同時會影

響碾米品質及外觀。臺東33號的米粒較

長，外觀優良，心腹背白總和小於1，心

白表現在第1、2期作均比臺  9號佳，腹

白與背白在期作間表現則與臺  9號相當

(表3)；碾米特性在第1期作略低於臺

9號，第2期作與臺  9號相近。透明度在

第1、2期作分別為3.3及2.8。

蛋白質含量為決定稻米營養價值與食

味品質的另一個關鍵因素，其含量的高低

會影響白米的色澤與口感；一般蛋白質含

三、米質表現

○

量高的品種，其米粒較硬而且呈現淺黃褐

色的光澤，在煮飯時需要較多的水分及較

長的烹調時間。臺東33號的蛋白質含量在

第1、2期作分別為5.85％及5.95％，均與

臺  9號相當。直鏈澱粉含量分為低含量

(10-20％)、中含量(20-25％)及高含量

(25％以上)等三種，一般含高直鏈澱粉之

白米在煮飯時需添加較多的水；臺東33號

的直鏈澱粉含量在1、2期作分別為19.2％

及20.9％，均較臺  9號高；建議煮飯時

水分可以稍微增加一點，約為米量的1.2-

1.3倍，如此，就可以嘗到臺東33號香甜

米飯的特性了。綜觀兩年四期作的米質表

現，臺東33號均優於或等同於臺  9號，

而且穀粒飽滿，米粒外觀良好，透明度

佳，心腹背白少；米飯食味總評在兩年四

期作平均為A-B級，優於臺  9號的B級，

為農藝性狀及米質表現良好的新品種。

表2. 臺東33號在區域試驗的產量表現(公斤/公頃)

            第 1 期作                       第 2 期作           

         臺東 33 號     臺  9 號         臺東 33 號     臺  9 號 

 桃園     5,773a1 5,561a 3,469a 3,197b  

 彰化     7,108a 6,614a 4,957a 4,515b  

 嘉義     8,605a 7,547b 5,291a 5,221a  

 屏東     7,278a 6,369b 5,192a 5,317a  

 臺東     7,503a 6,204b 6,001a 5,990a  

 花蓮     3,472a 3,510a 3,715a 3,576a  

 平均     6,623 5,968 4,771 4,636  
1 
兩品種之稻穀產量在同期作同試驗地區所附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差異不顯著。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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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病蟲害及特殊性狀檢定

臺東 號在水田式葉稻熱病病圃的檢

定結果，在嘉義市為抗級，臺東縣關山鎮

為中抗級至抗級，均優於對照品種臺

9號(感級至極感級，中感級至感級)。穗

稻熱病的抵抗性檢定在嘉義市為中抗級，

關山鎮為中抗級至抗級，表現亦較臺

9號佳。臺東33號以XM-42與XF-89b兩種

白葉枯病菌株的接種反應顯示，平均為中

感級至感級，與臺  9號為同等級的抗性

反應。對紋枯病的抵抗性檢定與臺  9號

相當，均為中感級至高感級。結果顯示，

臺東33號對於稻熱病具有良好的抵抗性，

但對於白葉枯病與紋枯病較不具抵抗性。

秧苗期及成株期對褐飛蝨之抵抗性檢

定結果顯示，臺東33號較臺  9號稍優，

反應為中抗級至感級；對斑飛蝨與白背飛

蝨之抵抗性則與臺  9號相近；因此，在

栽培管理過程中仍須注意蟲害的防治。

特殊性狀檢定包括倒伏性、耐寒性、

穗上發芽率及脫粒性，結果顯示：倒伏性

指數在第1、2期作均為2，屬於中抗級反

應；耐寒性指數第1期作為1，屬於抗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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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表示臺東 號在秧苗期具有耐寒特

性；第2期作耐寒性以檢定成熟期稔實率

做為分級依據，檢定結果為5級，屬於中

感級；穗上發芽指數第1期作為5級，與臺

9號相同，第2期作1級，具有低穗上發

芽的特性；脫粒性指數在第1、2期作均為

5級；由以上結果顯示，臺東33號具有不

易倒伏的特性，脫粒性適中，適合機械收

穫。

1.在全臺各地的產量穩定性表現優異，且

適合各地區第1、2期作栽培。

2.第2期作稔實率稍低，栽培時應注意在

生育前期適量施肥，以增加有效分蘗，

確保產量；生育中期應力行晒田以抑制

無效分蘗，促進稻根活力，防止倒伏；

注意穗肥之施用，期增加一穗穎花數及

稔實率，發揮豐產之潛能。建議氮肥施

用量以每公頃120-160公斤為宜，視栽

培地區、地力肥瘠、栽培之前作物等酌

予增減。

3.對白葉枯病、紋枯病、飛蝨類之抵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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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栽培管理要點

表3. 臺東33號的米質表現

期作 
碾糙率 

% 
完整米率 

％ 
透明度 心白 腹白 背白 

蛋白質 
含量％ 

直  鏈 
澱粉％ 

食味 
總評 

1 80.16 64.34 3.3 0 0.40 0.29 5.85 19.2 A-B 

2 81.56 69.14 2.8 0.07 0.30 0 5.95 20.9 A-B 
 



較弱，應依照水稻病蟲害預測警報及田

間實際發生情形，適時採行經濟防治。

4.第2期作的耐寒性稍差，栽培時期應按

照各地區最適當之時期栽植，避免晚

植，以免生育後期遭受寒害。

5.收穫前避免過早斷水，應經常保持土壤

濕潤，以免影響米質，最適當之斷水時

期為收穫前五至七天左右。

6.其他栽培管理可依照一般  稻栽培法實

施之。

六、結語

臺東33號除了承襲臺東30號之抗稻熱

病、良好株型、耐儲藏及產量穩定等優點

外，米粒外觀晶瑩剔透，食用品質更超越

臺  9號(良質米對照品種)。未來將透過

三級繁殖制度及技術移轉之方式推廣本品

種，預期會受到多數農民之認同與廣大消

費者的喜愛，並可提供農民選擇新品種種

植之參考，進而增加農民之收益，提升稻

米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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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臺東33號於田間生育情形 圖2.臺東33號(東稉育971038號)與對照品種
    臺稉9號之稻穗比較

圖3.臺東33號(東稉育971038號)與對照品種
    臺稉9號之稻穀比較

圖4.臺東33號(東稉育971038號)與對照品種
    臺稉9號之白米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