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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國內 1 期作稻熱病受害面積約占

栽培面積的 10％，每年造成約 5％的稻

穀損失，嚴重時損失可達 50-90％。因

此育成具有抗性的優良品種一直為國內

育種目標之一。然而國內早期對稻熱病

抗病機制研究較少，抗性品種育成後較

難維持。前人統計顯示，國內主要栽培

的 10 個品種中，於育成推廣時，有 7 個

品種對葉稻熱病及穗稻熱病具有抗性，

但在 97年測試時只有 3個品種對葉稻熱

病具有抗性，且只有臺中秈 10 號具有

穗稻熱病抗性，其中可能原因包括（1）

病原菌流行性生理小種之變異，稻熱病

病原菌除具有有性及無性世代，且有雙

向變異能力，因此生理小種變異相當快

速。依據簡錦忠博士研究顯示，栽培面

積超過 5,000 公頃的品種，稻熱病抗性

往往容易衰退；（2）抗性品種基因庫不

足，國內抗性育種多以先前育成之抗性

品種為親本，造成抗性基因庫較小；（3）

檢定強度受環境影響，國內稻熱病抗性

一、前言
近年來，氣候變遷導致水稻各種

病蟲害嚴重發生，造成產量及農友收益

的損失之情形層出不窮。為此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大力支持國立臺灣大學及農業

試驗所於 101 年起，與國際稻米研究所

（IRRI）合作進行「因應氣候變遷之國

際農業科技交流合作 - 抗、耐逆境水稻

品種之開發」計畫，希望能透過國際交

流，擴大水稻育種基因庫，增進我國稻

米產業之適應性及競爭力。本次研習共

有稻熱病及白葉枯病等 2 個抗性育種小

組，14 位育種及研究人員參與其中，

主要進行病原菌流行性生理小種分離純

化、分群及分析、病圃評估技術交流及

引進判別族群、流行性生理小種致病性

測試、抗性基因分子標誌檢定技術及抗

病育種策略相互討論等，筆者為稻熱病

抗性育種小組成員，本文以稻熱病抗性

育種研習內容為主。

稻熱病為水稻栽培區最主要的病害

文 /圖 林家玉

赴國際稻米研究所
參加因應氣候變遷之國際合作交流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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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性，顯示其垂直及水平抗性能力皆相

當良好。抗性基因檢定品種方面，國內

過去均以病圃表現作為抗病能力篩選之

依據，對於抗病品種所具有的抗性基因

瞭解較少，在組合多種抗性基因方面較

無從下手，因此本計畫除進行國內過去

優良之抗性品種之抗性基因檢定，亦引

進了 CO39 之近同源系及 LTH 之單基因

系，總共 50 個品系，分別帶有 23 個不

同的抗性基因，將於 103 年測試其天然

發病之抗性表現測試，希望能找出對臺

灣主要菌種具有抗性之基因，做為育種

之參考。（圖 1）

病圃評估技術方面（圖 2），國內

主要是參照國際稻熱病圃（IRBN）設

置，與 IRRI 檢定標準相近，唯病圃施肥

量上 IRRI氮肥施用量為 120公斤 /公頃，

檢定目前分別由農試所嘉義分所及本場

負責，主要皆以外表型進行檢定，易受

到環境的影響，使檢定強度及育種效率

較差。

二、研習主題
本次與 IRRI 之交流合作其主要目

的包括：（1）引進優良品種（系），擴

增國內稻熱病抗性基因庫；（2）引進抗

性基因檢定品種，並統一病圃評估技術；

及（3）建置抗病分子標誌選育平台。其

中本計畫於 102 年度引進 2 個秈稻及 1

個稉稻的抗性品種，並於 102 年 1 期作

利用 10種國內致病力較強的病原菌接種

及病圃天然發病進行稻熱病抗性測試，

結果顯示，3 個品種於病原菌接種測試

皆具有抗性，在病圃方面，3 個品種之

葉稻熱病皆為抗級，然而穗稻熱病僅有

秈稻品種之 Sanhuangzhan 

2（SHZ-2）顯示為抗級，

具有未來發展之潛力。

SHZ-2 於中國種植時間超

過 10 年，其稻熱病抗性

均能維持得相當良好，前

人研究顯示其具有 3 個以

上之抗性基因及 5 個數量

性狀之抗性基因，對中國

98％之稻熱病病原菌及菲

律賓 96％之病原菌具有

（Liu et. al , 2011）
圖 1. 稻熱病抗性基因對稻熱病抗性表現之反應：BC10 及 TXZ-13
為雜交親本，22-1 等為雜交後裔，其中 22-4 具有 qBR2.1 等 3 個抗
性基因，其稻熱病抗性表現優良，其次為具有 2 個抗性基因之 22-1
及 22-8，CO39 為感病品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表示，為

活化農地並適時適地適種作物，該署於

103 年起新增胡麻等 6 項作物，擴大種

植進口替代作物種類，提供農友復耕作

物更多選擇；並同步提高小麥補貼，以

穩定農友收益並提高國產糧食供應。

該署說明，為加強推廣進口替代作

物，農民朋友除可種植原已推廣之硬質

玉米、大豆、牧草或青割玉米、小麥、

釀酒高粱及短期經濟林等進口替代作物

外，103 年起更新增胡麻、薏苡、蕎麥、

仙草、油茶及茶等 6 項作物，輔導農民

以契作方式生產。其中胡麻、薏苡、蕎

麥、仙草等作物，每期作每公頃補貼 4.5
萬元，及提 高小麥每期作每公頃補貼金

至 4.5 萬元，以穩定農民收益；另油茶

及茶輔導年期為 4 年，新植契作前 3 年

每期作每公頃補貼 4.5 萬元，讓種植該

兩項長期作物農 友，在種植初期沒有產

品採收期間，仍有現金收入，維護農友

生計，歡迎舊茶區及臨近坡地田區農友

選種。

活化休耕農地政府用心規劃多元作

物，及在適地適作原則下，提供農友更

多元的選擇，請農友支持！

文 / 農委會農糧署

103年活化農地新增6項進口替代作物
提供多元選擇及提高農友收益！

轉 (契 )作補貼標準                 單位：元 /公頃 /期作

轉(契)作作物項目
補 貼 金 額

一般農友 大佃農

契作進口替代

(一)硬質玉米、非基改大豆 45,000 55,000
(二)牧草及青割玉米 35,000 45,000
(三)短期經濟林(6年) 45,000 55,000
(四)原料甘蔗 30,000 40,000
(五)小麥、蕎麥、胡麻、薏苡、仙草 45,000 55,000
(六) 釀酒高粱、飼料甘藷 24,000 34,000

(七)油茶及茶註1 第1-6期45,000 第1-6期55,000
第7-8期22,500 第7-8期32,500

契作外銷潛力
(一) 毛豆 35,000 45,000
(二) 胡蘿蔔、結球萵苣 24,000 34,000

地區特產 地區特產作物註2 20,000 +(地方政府1成以上
配合款)

30,000+ (地方政府1成以上
配合款)

有機作物註3 15,000 (另加) 15,000(另加)
水稻註4、5 ― 20,000

註：
1.	契作油茶及茶以新植為限。
2.	地區特產作物為直轄市、縣市政府洽轄內改良場所，依適地適種及產銷無虞之原則選定送核定之作物，經核定
之地區特產作物，由本署補貼每公頃 2萬元，地方政府配合 1成 (2 千元 ) 以上，倘發生產銷失衡時，地方政
府並應就選定推廣作物負擔 30%產銷失衡處理費用。
3.	有機作物：依「獎勵種植有機作物作業規範」辦理，需按有機驗證期程申請驗證、取得有機轉型期驗證、有機
驗證等，憑證申請補貼，每筆土地以符合轉型期條件之申請日起 3年為限。
4.	大佃農承租地種植水稻補貼每期作每公頃 2萬元，不得繳交公糧，惟發生天然災害時得依規定繳交災害穀。
5.	103 年公糧收購以公告之 28 種優良水稻推廣品種為限，種植水稻需向育苗業者索取秧苗供應明細單，再生稻
及落粒栽培不得繳交公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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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種已進行至BC2F1並進行其前景選拔，

將於 103 年進行表現型測試。

三、結語
本次研習經由農委會支持，國立臺

灣大學、農業試驗所及國際稻米研究所

三方努力而完成，促進臺灣水稻研究與

國際接軌，增進國際交流及經驗分享。

國內在傳統育種及稉稻研究上有豐富的

經驗，IRRI 則在分子輔助育種上較為領

先，透過雙邊交流可以增進國內育種能

量，並提升我國稻米產業對於氣候變遷

之適應性及競爭力。

國內旱田病圃為 240 公斤 / 公

頃，水田病圃為 320 公斤 / 公

頃，檢定強度上較 IRRI為高；

發病程度判定上，主要皆以肉

眼依據調查標準進行調查，但

近年來 IRRI 更加入了 imageJ

之影像軟體作為特性檢定之

參 考；imageJ 是 由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開發的公用

圖像處理軟體，可進行圖片的

顯示、編輯及分析圖片區域的

面積及特定顏色所占面積比

例統計，IRRI 以此程式進行

葉片稻熱病罹病面積的計算，獲得較為

科學性的數據，然而此方法為破壞性取

樣且耗時較長，建議以研究上使用較為

可行。

建置抗稻熱病分子標誌選育平台方

面，本計畫以臺稉 9 號及高雄 145 號為

輪迴親，SHZ-2 為貢獻親作為平台建立

之測試案例，並以 SHZ-2 帶有之抗病基

因Pi56(t) 及OXLP 為目標基因，進行回
交、前景選拔、背景選拔及表現型測試

之流程，希望測試抗病基因分子標誌之

資料庫正確性及可行性，且使各試驗研

究單位能熟悉分子育種之程序。本次研

習針對選定之抗性基因分子標誌分析技

術與 IRRI討論後已有所突破，目前回交

圖 2. IRRI網室內稻熱病抗性檢定。A：稻熱病菌株分離純化。B：
稻熱病接種菌液製備。C：稻熱病抗性接種測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