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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主要業務及研發成果

本場辦理各項農業試驗研究及推廣工作，悉依中央既定政策及方針，且參酌轄內

農業產業需求而研擬之，並期加強提高農地生產力，降低生產成本，發展產品多樣化

及本土化，提高品質及減少損失等方向著手，謹將主要業務職掌分工及重要研究成果

列述如後。

▎▎ 第一章▎作物改良課

▎◆ 第一節▎編制演進

本場成立於民國17年，當時主要的業務課有農藝課及畜牧課，分別掌理本場農作

物及畜牧業之試驗研究與田間推廣等工作。至民國65年因業務需求，農藝課分成作物

改良課及作物環境課。

農藝課成立之初，因斯時作物之不同而成立不同性質之研究單位為食用作物股及

特用作物股，分別從事水稻、麥、雜糧等作物之試驗研究推廣工作，纖維與油料等作

物之試驗研究工作。其後則增設園藝作物股從事蔬菜類與當時萌芽產業之鳳梨試驗研

究工作。

民國49年農藝課所轄之股有稻作、雜糧、植物保護、園藝等四股，辦理相關作物

之試驗研究。民國65年農藝課擴編為作物改良課與作物環境課，同時將植物保護、農

業機械、土壤肥料等三股隸屬於作物環境課所轄。作物改良課則轄稻作、雜糧、園藝

等三股，負責有關作物育種改良、栽培法改良等工作。

為因應政策改變及施政導向，取消原設股之編制，改為任務編組之性質，設稻

作、雜糧、園藝、特作研究室，82年至86年應實際需要及任務編組再加細分為稻作、

雜糧、蔬菜、花卉、特作等五個研究室；87年至94年將蔬菜與花卉研究室整併為蔬

菜花卉研究室，95年進而將稻作與雜糧整合為糧食作物研究室；96年再改為稻作、

雜糧、蔬菜花卉、特作等四個研究室；之後因為轄區作物產業的消長及時空環境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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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自99年起，將蔬菜花卉研究室與特作研究室合併為園藝研究室，加工試驗研究工

作則歸屬於園藝研究室，目前作物改良課分為稻作、雜糧及園藝等三個研究室。

▎◆ 第二節▎業務職掌

作物改良課依現行的作物種類及栽培環境，業務職掌可細分為以下事項：

(一)	農作物育種、新品種示範及原生種繁殖。

(二)	農作物栽培管理技術、應用生物技術、採後處理與加工利用技術之研發、示範

及推廣。

(三)	優質安全農作物產品生產技術與體系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四)	農作物天然災害之防範與復育技術之研發及推廣。

(五)	植物與微生物遺傳資源蒐集、保存及應用。

(六)	植物組織培養技術之研發、應用及輔導。

(七)	分子標誌技術之研發、應用與植物品種及物種鑑定服務。

(八)	基因改造植物檢測技術之研發及服務。

(九)	其他有關農作物改良事項。

▎◆ 第三節▎施政成果

作物之分布因時期而有所差異，由於作物種類、栽培管理、經營理念與時俱進，

本場之試驗研究亦依此而有所異動，配合不同時期之作物，因應農民之需要，進行試

驗研究推廣等工作。依據不同作物在不同時期之主要研究成果，列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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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稻試驗研究

(一)	育種試驗

1.民國84年配合良質米生產之需要，育成品質良好且兼具抗稻熱病之水稻品種臺稉

13號，可提供易發生稻熱病地區栽培。

2.民國91年為提升稻米市場的競爭力及轄區稻作環境的需求，育成具有良好株型，

稻稈粗壯，劍葉直立，米質優良且具抗稻熱病之優良品種臺東30號，為優良水稻

推廣品種之一，106年全國推廣面積為3,781公頃。

3.民國94年育成米質優良，產量傑出，抗褐飛蝨、白背飛蝨及斑飛蝨的稉糯品種臺

東糯31號，為優良水稻推廣品種之一。

4.民國98年育成米飯食味優良，黏性極佳且耐儲藏性佳的水稻品種臺東32號，可作

為油飯、壽司及發粿等之材料。

5.民國101年育成米粒外觀優良，透明度佳，心、腹、背白少且食用品質佳的抗稻

熱病品種臺東33號，為優良水稻推廣品種之一，106年全國推廣面積為1,847公

頃。

6.民國105年育成具良好株型，米粒外觀優良、透明度佳，米飯具有爆米花香的水

稻品種臺東35號，為本場第一個稉稻香米品種。

                                   

 ◤  水稻臺東30號田間生長情形  ◤ 水稻臺東35號田間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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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栽培試驗 

1.有機栽培法生產良質米試驗：民國85年研究結果顯示，處理間的產量表現以慣行

法較折衷區及有機區為高，米質在處理間的差異不顯著。

2.不同除草方法應用於有機米生產試驗：民國86年以覆蓋稻草、湛水、精耕及人工

除草四種方法進行試驗，結果顯示，人工除草之產量較其他三者在產量表現方面

約高出2.1〜26%，雜草數量種類亦較少。

3.有機栽培以自然藥劑防治病蟲害試驗：民國86年以苦楝油、苦楝精、大蒜精、中

興100、蘇力菌等五種自然藥劑探討水稻有機栽培法，結果顯示，產量表現高雄

139號以大蒜精處理區最高，比不施藥處理增產9%，臺稉2號則施用苦楝精者最

好，較對照處理增產7.5%；至於稻熱病之防除效果以苦楝油較好，紋枯病爲中興

100，飛蝨及縱捲葉蟲均以蘇力菌之防除效果較優。

4.水稻有機栽培稻熱病防治試驗：民國87~88年以苦楝油800倍、丁香油400倍、大

蒜精200倍、薑油400倍、薄荷油400倍、中興一百1,000倍進行有機栽培稻熱病防

治試驗，結果顯示，高雄139號及臺稉13號的產量表現，皆以薑油的處理較低。

5.良質米適栽區品種間品質比較試驗：民國90~103年研究結果顯示，高雄139號、

臺農68號、臺南9號、臺中189號、臺農70號、越光、臺稉2號、臺稉5號、臺稉7

號等品種，均適合臺東縣之良質米產區作為良質米生產之用；目前轄區內水稻品

種以高雄139號、臺稉2號、臺東30號及臺東33號為主。

6.不同栽培密度及移植苗數對水稻臺東30號生育及產量之影響：民國91~92年研究

結果顯示，適度調整栽培密度可增加穗重、稔實率及千粒重，過於密植反而造成

千粒重及穗重的減少。除了單本植的穗數較少外，其他處理的千粒重及產量沒有

顯著差異。

7.臺東地區良質米品質增進之研究：民國93~94年研究結果顯示，施用有機質肥料

可增進土壤有機質含量、有效性磷、鉀及鈣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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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節水灌溉栽培模式對水稻與陸稻生育及產量之影響：民國95~96年研究結果顯

示，採節水灌溉處理之稻穀產量，在第一期減少的程度較明顯，品種間水稻以臺

東30號減少的程度較輕微，陸稻以東陸2號的產量表現較佳。

9.臺東地區水稻現行品種優質栽培之生理指標建立與應用研究：民國95~97年研究

結果顯示，臺東地區臺東30號一期作生長總葉數為13~15葉/株，抽穗始期約在插

秧後第86~95天；二期作生長總葉數為12~13葉/株，抽穗始期約在插秧後第65~74

天。臺稉9號一期作的生長總葉數為14~16葉/株，抽穗始期約在插秧後第78~88

天；二期作生長總葉數為12~13葉/株，抽穗始期約在插秧後第63~68天。

                                 

 

10. 臺灣地區良質米品種適地優質安全生產標準操作程序之研究與建置：民國96年

研究結果顯示，施用較高氮肥的處理，其產量有漸增的趨勢，其中以氮肥施用

量240公斤/公頃的產量最高，較對照區增加37%。而以有機質肥料來取代第一次

追肥的處理，亦以氮肥施用量240公斤/公頃的產量最高，較對照區增加47%。若

以同樣的肥料量來比較，則以有機質肥料來取代第一次追肥處理產量，較一般

慣行法高8~15%。97年以不同時間施用穗肥對水稻產量與品質的影響，第一期

作試驗結果顯示，在幼穗分化期前後10天或5天施用穗肥，臺東30號以幼穗分化

期前10天施肥的產量最高，第二期作亦以幼穗分化期前10天施肥產量最高。味

度值隨者穗肥施用時間的提早，而有較佳的數值。臺稉9號在第一期作則以在幼

穗分化期施肥的產量較高，第二期作則以幼穗分化期前10天施肥的產量最高。

 ◤  水稻幼穗分化期生理指標調查  ◤ 水稻抽穗始期生理指標調查



第肆篇‧主要業務與研發成果

page 51

11. 臺東地區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之研究與利用：民國98年研究結果顯示，1期作臺

東30號越晚施用穗肥產量有較高的趨勢，米質以愈早施用穗肥的處理其食味值

較佳；臺稉9號亦有相同的情形，但食味值各處理差異不明顯。2期作在幼穗分

化期後10天施用穗肥，參試品種的株高、產量達最高。臺東30號白米的蛋白質

含量與食味值，以幼穗分化期後5天施用穗肥之處理表現較佳；臺稉9號則以幼

穗分化期施肥之處理，其食味值較高，蛋白質含量較低。99年1期作臺東30號在

調整追肥施用量比率或採取減施1/6氮肥量之處理，產量間差異不顯著，食味值

含量有較高、蛋白質含量較低的趨勢。臺稉9號採減肥處理，其產量間差異不明

顯，食味值含量差異不顯著。99年2期作臺東30號採減量施肥處理，其產量有較

高的趨勢，臺稉9號亦有類似的表現。

12. 水稻品種分子標誌鑑定及應用：民國99~100年研究結果顯示，建置SSR分子標

誌品種鑑別資料庫及檢測技術平台，可快速鑑別臺東轄區內20個主要水稻品種

及5個糯稻品種。 

13. 稻米白堊質分子標誌輔助育種試驗：民國100~102年研究結果顯示，利用越光為

母本，臺農67號為父本進行雜交，從其雜交後代F2:4族群進行白堊質分子標誌

輔助育種，利用於兩親本間具多型性的分子標誌篩選，完成328組SSR或InDel分

子標誌之篩選，選獲138個具有多型性之分子標誌分布於水稻12對染色體上，用

以建立F2族群連鎖圖譜。並從雜交後代F2:3共150個品系中，依據白堊質比例、

面積、食味品質以及早晚熟分子標誌等性狀，選拔低白堊質的品系共30個。

14. 水稻升糖指數分析：民國103年研究結果顯示，臺稉2號、臺稉8號、臺稉9號、

臺稉14號、臺稉16號、臺中192號、高雄139號、高雄145號、臺南11號、花蓮21

號、臺東30號、臺農71號及臺中秈10號等13個水稻品種，其白米澱粉酶水解速

率平均為76.6±5.9，糙米為82.9±4.8，總澱粉含量白米平均為83.8±3.1，糙米為

7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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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不同氮肥及用量對水稻臺東30號與臺東33號生產之影響：民國104年研究結果顯

示，氮肥施用量從90公斤/公頃增加到270公斤/公頃，水稻品種的株高及產量均

有增加之趨勢，惟糙米完整比例隨者肥料量的增加而減少；不同氮肥種類對水

稻的產量及糙米品質無顯著差異。 

16. 水稻白葉枯病分子抗性輔助育種之研究：民國105年研究結果顯示，白葉枯病抗

性基因組合為異質結合體之植株為帶有該抗性基因之後裔品系，白葉枯病抗性

基因組合為同質結合體之植株為臺東30號之自交種子，選拔生育期與臺東30號

及臺東33號相近之雜交後裔為貢獻親進行回交作業，並獲得BCıFı後裔共99株。

17. 利用整地及湛水方式改善水稻有機田雜草試驗：民國105年研究結果顯示，利用

二次整地及湛水方式進行雜草管理，可減少雜草乾重74.2%~94.6%；利用疏植

播秧，顯著降低紋枯病罹病率並提升稻穀產量。 

(三)	水稻品種(系)抗稻熱病特性檢定圃試驗

自民國51年以來持續辦理，原為全臺5處病圃之一，後經檢討裁減，目前

仍為全臺兩處病圃之一，與農試所嘉義農試分所肩負全國新品種(系)抗稻熱病

之檢定試驗。感染源初期採用崑山五香梗，至民國67年改為義大利水稻品種

Lomello；抗病對照品種依時期之不同而異，原為關東51號，繼之為臺農62號，

至民國81年因臺農63號已不具抗性，目前則更改為臺農70號。利用臺東縣關山

鎮位於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間特殊之地形與相對濕度高，露水散發不易之氣候

環境，每年稻熱病均較易發生之特點，設置水田式病圃，每年一期作接受各試

驗改良場所新育成之水稻品種(系)約200個，進行抗稻熱病檢定工作，以增施氮

肥、種植感病品種等方式誘導發病。依國際稻米研究所之檢定標準，測試各品

種(系)之抗病性，以罹病斑面積率之多少判定抗病性，區分極抗(HR)，抗(R)，

中抗(MR)，中感(MS)，感(S)，極感(HS)等六級，供品種命名及育種工作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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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水稻豐歉因素測定試驗

本項試驗在民國36年至44年間原名稱為「水稻豐歉考照試驗」，民國45年

更改名稱為「水稻豐歉因素測定試驗」迄今，試驗方法為逢機完全區集設計，

栽培品種為臺農67號，臺農70號及臺稉3號等品種，之後考慮應納入當地主要栽

培品種，目前本場豐歉試驗的品種為臺農67號、臺稉2號及臺東30號。調查項目

與蒐集之資料則如同以往辦理迄今，可為水稻相關試驗提供持續性之生育與氣

象等資料。

(五)	陸稻試驗

1.臺東地區原住民重要糧食作物耐旱種原篩選及栽培利用計畫：民國101年研究結

果顯示，14個品種(系)中，7個品系的稻穀有芒，稻芒及稃尖顏色分為稻草色與

橙紅色兩個群落；東陸1、2、3號均為無芒的品種，其中東陸3號的稃尖色為橙紅

色，其餘為稻草色。

2.陸稻栽培管理模式之建立：民國102~104年研究結果顯示，在水田栽培模式進行

試驗下，陸稻品種(系)的株高、穗長及產量等性狀，均以2期作的表現較佳。旱田

條播試驗得知，參試材料均有分蘗數少、稔實率差且產量較低的現象；在不同生

育期進行節水栽培發現，陸稻的株高及產量表現受到缺水逆境的影響，尤其以最

高分蘗期及幼穗形成期進行斷水處理，其減產的情形較為嚴重；期作間又以2期

作受影響的程度較明顯。

 ◤  陸稻品種(系)稻榖之性狀  ◤ 陸稻地方品系田間生長情形



/ 建場90週年紀念專刊 /

page 54

(六)	水稻良種繁殖三級制度

良種繁殖三級體系是以優良水稻推廣品種為限，採原原種、原種及採種田

三級繁殖制度，其主要目的為快速繁殖種子數量，保持優良品種之遺傳特性及

純度，使其不致因異品種、雜草、病蟲害等因素，而喪失原品種的優良特性。

本場每年均分別設置臺東30號及臺東33號原原種田，以提供合格原原種子予所

需要之縣市政府設置原種田及採種田或技轉廠商生產優良稻種之用。

(七)	輔導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

本產銷體系係結合稻米產業上、中、下游之產、製、銷資源，合力設置成

為共同營運平臺，徹底實施生態化、安全化與標準化田間作業、管理，落實生

產履歷追蹤紀錄制度，準確掌握消費市場需求，建立分級銷售制度。臺東地區

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的面積，從民國94年的1,247公頃，逐年增加，107年契

作面積已達7,720公頃。

(八)	稻米品質競賽

自93年起輔導稻農參加全國米質競賽，臺東縣各鄉鎮農友屢獲佳績，為優

質好米紅榜上的常勝軍，獲獎紀錄如下：

1.民國93~95年連獲三屆全國米王冠軍。

2.民國96、97、98、101年獲選為十大經典好米。

3.民國103、105年獲得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臺稉2號組冠軍。

4.民國106年榮獲全國臺灣好米組亞軍與臺灣有機米組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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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競賽 名次 鄉鎮姓名 相片

93
第一屆全國稻米品

質競賽
冠軍

池上鄉

邱垂昌

(來源：池上鄉農會)

94
第二屆全國稻米品

質競賽
冠軍

池上鄉

林龍星

(來源：池上鄉農會)

95
第三屆全國稻米品

質競賽
冠軍

池上鄉

林龍山

(來源：池上鄉農會)

96 十大經典好米 ----
臺東市

王國權

(來源：人間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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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競賽 名次 鄉鎮姓名 相片

97 十大經典好米 ----
池上鄉

林翠蘭

(來源：自由電子報)

98 十大經典好米 ----
關山鎮

吳昌誠

101 十大經典好米 ----
池上鄉

吳宗昌

103
全國名米產地 

冠軍賽

臺稉2號組

冠軍

池上鄉

徐滿妹

蘇博文

羅添權	

105
全國名米產地 

冠軍賽

臺稉2號組

冠軍

關山鎮

吳昱軒

吳東益

羅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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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競賽 名次 鄉鎮姓名 相片

106
臺灣稻米達人冠軍

賽—臺灣好米組
亞軍

臺東市

吳聲昌

106
臺灣稻米達人冠軍

賽—臺灣有機米組
季軍

池上鄉

曾鵬璋

二、雜糧作物試驗

(一)	小米試驗研究

1.育種試驗：

(1)	民國97年育成短穗型，具高產、穩定的

品種小米臺東8號，適合中、低海拔地區

栽培。

(2)	民國101年育成短穗型，生育期短且高產之品種小米臺東9號，對玉米螟及葉

銹病等病蟲害耐受性高。	

2.栽培試驗：

(1)	小米品系播種量試驗：民國89年研究結果顯示，參試品系皆以10公斤/公頃

播種量處理之產量最高，為2,250~2400公斤/公頃，其次依序為8公斤/公頃

 ◤ 與對照品種臺東8號（左）相比，臺東9
號（右）穗長較長、亦較早熟豐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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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種量處理，為2,155~2,220公斤/公頃，12公斤/公頃播種量處理，產量為

1,922~1,945公斤/公頃。

(2)	小米品系肥料量試驗：民國89年研究結果顯示，品系TTY-500於臺東試區(

水田)及金崙試區(旱田)兩試區皆以肥料施用量N：P2O5：K2O=100：50：50

公斤/公頃處理之產量最高；品系TTY-501於臺東試區以肥料施用量N：P2O5

：K2O=50：50：50公斤/公頃處理之產量最高，金崙試區以肥料施用量N：-

P2O5：K2O=100：50：50公斤/公頃肥料施用處理之產量最高。

(3)	小米新品種有機栽培示範：民國103年於金峰鄉歷坵村研究結果顯示，春作小

米施肥區條播及未施肥區撒播方式，均以臺東9號產量最高，地方品系最低。

秋作小米施肥區條播及未施肥區撒播方式，均以臺東8號產量最高。104年於

太麻里鄉多良部落研究結果顯示，單位面積產量以臺東8號3,591公斤/公頃最

高，其次依序為臺東9號及多良地方品系，分別為2,729及2,538公斤/公頃。106

年以蘭嶼鄕東清村為重點部落，進行小米新品種臺東8號之推廣及栽培技術示

範，辦理一場「小米新品種有機栽培示範觀摩會」。

(4)	小米機械播種及太陽能人型驅鳥器之應用：

A.	太陽能人型驅鳥器：民國100~102年研究結果顯示，利用白天陽光將太陽能板

發電後存於電瓶中，透過自動控制電路板的偵測，在早晨會自動啟動手臂拉

動響片桿和牽引線上的反光彩帶進行驅鳥，在夜間則會自動停止動作。對於

 ◤  小米臺東8號在蘭嶼鄉條播法生長情形  ◤ 蘭嶼民眾於田間觀看小米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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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具有顯著的嚇阻作用，不但可節省人工趕鳥費用，降低小米生產成本，

亦可成為農友種植小米趕鳥的好幫手。106年5月4日、6月21日及11月23日分

別在金峰鄉、達仁鄉與海端鄉召開觀摩會進行示範。

B. 全罩式防鳥網防制鳥害試驗：民國104~105年以全罩式防鳥網於豐里試驗地進

行試驗，小米果穗損害率為0。106年5月4日、6月21日及11月23日分別在金峰

鄉、達仁鄉及海端鄉召開示範觀摩會進行示範。

C.	小米機械播種：民國104年於達仁鄉土坂村進行小米機械播種栽培示範，以

本場研發小粒徑種子播種機的小米條播種子用量，和人工撒播一致，但速度

快，為人工條播的5.5倍，僅比人工撒播慢10%。於105年1月26日及1月29日分

別在金峰鄉與達仁鄉召開觀摩會進行示範。

    

                                   

 ◤  太陽能人型驅鳥器有效降低鳥害  ◤ 全罩式防鳥網果穗損失率為0

 ◤  小米機械播種機田間操作情形  ◤ 農民親自體驗小米機械播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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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樹豆試驗研究

1.育種試驗：民國100年育成高產、抗病、顏色豔麗與高抗氧化能力的品種，包括

樹豆臺東1號、臺東2號及臺東3號。為全臺首度通過新品種命名之樹豆新品種，

對臺東地區樹豆產業的發展，開啟了新的里程碑。

2.栽培試驗：

(1)	樹豆不同品種(系)耐旱性試驗：民國102年於豐里試驗地溫室，進行不同品種

(系)耐旱性試驗，試驗結果，大武、海端地方品系及樹豆臺東1號三者間的株

高、株幅、成熟莢數、未熟莢數、單株粒重等皆無顯著差異，但百粒重以大武

品系的15.1公克較重。

  

 ◤ 樹豆臺東1號  ◤ 樹豆臺東2號   ◤ 樹豆臺東3號

 ◤  樹豆耐旱試驗測試土壤水分含量  ◤ 樹豆進行耐旱試驗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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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樹豆根萃取物的製備與抗菌及抗氧化能力評估：為探討樹豆根之機能性成分含

量，利用各萃取物的機能成分與功能特性，開發不同的保健產品，以擴大國內

樹豆的消費量，增加農民收入。民國102年研究結果顯示，樹豆根酒精萃取物

及樹豆根熱水萃取物在濃度為500μg/ml時，清除DPPH自由基分別為86及40%

；濃度為200μg/ml時，清除ABTS自由基分別為100及30%。抗菌部分則以樹

豆根酒精萃取物最顯著，對大腸桿菌及金黃色葡萄球菌之抑菌圈直徑分別為

14.2及13.3mm。

(3)	樹豆不同播種期試驗：民國104年於豐里試驗地，進行樹豆不同播種期試驗。

播種期及行株距分別為6月(2公尺x2公尺)、7月(1公尺x1公尺)及8月(0.5公尺

x0.5公尺)，結果顯示，以6月份行株距2公尺x2公尺種植的單株產量最高，為

186.3公克，而換算公頃產量則以8月份行株距為0.5公尺x0.5公尺之處理最高，

為760公斤/公頃。

(三)	臺灣藜試驗研究

1.育種試驗：

(1)	臺灣藜品種選育：民國98年在臺東縣、花蓮縣及屏東縣等地，蒐集地方品系，

至103年止，已篩選出13個優良地方品系，以矮生、早熟、高產等性狀為選育

目標，從中挑選6個品系，於104~106年進行產量比較試驗，107年於臺東市及

金鋒鄉兩地進行地方試作，並進行營養及機能性成分分析，供未來推廣及加工

利用。

 ◤ 臺灣藜優良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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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栽培試驗：臺灣藜屬新興雜糧作物，針對播種期、播種方式、栽培密度、肥料用

量及肥料用法等，進行不同栽培試驗。並配合大糧倉計畫進行耕作制度調整，建

立臺灣藜與水稻輪作體系。試驗成果摘述如下：

(1)	臺灣藜不同栽培密度試驗：民國103年於豐里試驗地研究結果顯示，穗長、鮮

穗重及單株粒重，以行株距50x45公分處理最佳，分別為91.2公分、182.83公

克及43.4公克。單位面積產量以行株距50x15公分處理最高，可收穫2,790公

斤，行株距50x45公分處理的產量為1,301公斤。

(2)	春作臺灣藜不同品種(系)耐旱性試驗：民國103年於豐里試驗地研究結果顯

示，不澆水處理下，單株粒重及籽粒重在金峰A品系、金峰B品系及屏東地方

品系間無顯著差異。

(3)	肥料量試驗：民國104年於豐里試驗地研究結果顯示，建立臺灣藜推薦肥料施

用量為N：P2O5：K2O=80-120：40-80：80~120公斤/公頃。

(4)	建立最適播種期：民國104~106年於豐里試驗地研究結果顯示，10月~隔年1月

份為臺灣藜播種適期，其中又以11月及12月份播種者產量最佳。

(5)	臺灣藜與水稻輪作體系建立：為促進一期作水稻轉作雜糧，民國106年開始於

豐里試驗地，以12月~隔年4月種植臺灣藜、隔年7月~11月種植水稻之模式進

行耕作，評估輪作效益並篩選合適之水稻及臺灣藜品種組合。

(6)	臺灣藜產業升級計畫：民國106年協助金峰鄉建置臺灣藜產業價值鏈，以及生

產紀錄或產銷履歷的推廣，導入小粒徑播種機及果穗採收機等機械化栽培技術

及產品研發，提升產業價值。

(四)	其他雜糧作物之試驗

1.臺東地區硬質玉米品種栽培試作之研究：民國81~89年在豐里試驗地研究結果顯

示，參試品種皆以栽培密度75x20公分的產量最高。其中春作以農興688表現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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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產量為7,006公斤/公頃，秋作以明豐3號最高，產量為6,093公斤/公頃。

2.落花生新品系區域試驗：民國81~89年在豐里試驗地研究結果顯示，公頃莢果產

量以南改系161號品系最高，為6,195公斤/公頃；籽粒產量亦以南改系161號品系

最高，為4,408公斤/公頃。

3.高產玉米品種(系)區域試驗：民國84~85年在東河鄉及關山鎮試驗田研究結果顯

示，84年秋作及85年試驗均以PGH83-16品系的產量最高，產量分別為6,730公斤/

公頃及7,046公斤/公頃，對照組臺農1號及PGH83-02品系居次。病蟲害以銹病、

煤紋病、葉斑病及螟蟲為主。

4.毛豆適應性試驗：民國84~86年在豐里試驗地研究結果顯示，春作合格莢產量以

TS82-01V-03品系最高，為9,926公斤/公頃；高雄2號其次。秋作產量亦以TS82-

01V-03品系最高，為12,942公斤/公頃。

5.綠肥大豆品種(系)適應性試驗：民國84~92年在豐里試驗地研究結果顯示，綠

肥用大豆在秋作鮮莖葉產量，以GC2120品系最高，為25,260公斤/公頃；乾莖

葉產量則以GC87033-1-B-1品系最高，為4,860公斤/公頃。春作鮮莖葉產量以

GC87033-1-B-1品系最高，為15,860公斤/公頃；乾莖葉產量亦以GC87033-1-B-1

品系最高，為3,350公斤/公頃。

6.稻田耕作制度集團輪作經營示範：民國85~87年在豐里試驗地研究結果顯示，示

範區A.夏作食用番茄－裡作綠肥油菜－一期水稻，全年度公頃純收益為113,885

元，較對照區雙期作水稻公頃純收益75,560元，增加50.7%。示範區B.二期水

稻－裡作綠肥油菜－春作食用番茄，全年度公頃純收益為89,485元，較對照區雙

期作水稻增加18.4%。

7.食用紅甘蔗地方種觀察及選育：民國86~87年在豐里試驗地研究結果顯示，在同

一個栽培環境下，公頃產量以TTY10品系最高，產量為224.7公噸，節間長度亦以

TTY10品系最優，為12.8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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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覆蓋用大豆品種(系)適應性試驗：民國88~92年在豐里試驗地研究結果顯示，秋

作覆蓋用大豆的鮮莖葉產量，以恆春烏豆最高，為16,600公斤；乾莖葉產量亦以

恆春烏豆最高，為4,010公斤。春作鮮莖葉產量，以臺東烏豆最高，為15,330公

斤；乾莖葉產量亦以臺東烏豆最高，為4,000公斤。

9.烏豆品種(系)適應性試驗：民國95年在太麻里鄉金崙、海端鄉加拿及本場豐里試

驗地研究結果顯示，臺東試區在春作及秋作的鮮莖葉重，皆以TS-115B品系產量

最高，分別為12,600公斤/公頃及29,600公斤/公頃；太麻里試區以臺東烏豆及臺

南5號的產量最高，分別為14,750公斤/公頃及17,708公斤/公頃；海端試區以TS-

106B品系及臺南5號的產量最高，分別為18,667公斤/公頃及11,042公斤/公頃。

10. 向日葵品種適應性試驗：民國95年豐里試驗地研究結果顯示，以”明陽”品種的

種子產量最高，達823公斤/公頃，其次為”太陽”品種，種子產量為816公斤/公

頃。

11. 甘藷：民國98年開始建立甘藷種原圃，地點為豐里試驗地。蒐集的品種有082-

L07、DiLow-1、西蒙1號、臺農10號、臺農66號、農林21號、雍菜種、臺農17

號、臺農73號、桃園1號、金時種、臺農64號、臺農57號、美國黃皮、彰化種、

澎湖紅心尾、臺農68號、臺農71號、臺農72號、紅冬等20個品種，保留原品種

特性，作為將來栽培或育種之利用。

12. 樹薯：民國98年開始建立樹藷種原圃，地點為豐里試驗地。蒐集臺南育1號、臺

南育2號、臺南育3號、臺南育4號、臺南育5號、臺南育6號、臺南育7號、烏枝

仔、埔里選1號、甜木薯、Bitter、Chirgwi、Greentwig、Blacktwig、Hicran、L

andan、Matnenot、Mado、Roti、Ueipoeen等20個樹薯品種，保存樹薯原有品種

特性。

(五)	香草精油萃取技術：民國98年在豐里試驗地。採用本場自行設計之萃取設備，

並利用「水蒸餾法」來萃取香草精油，品質精純。不同種類香草，在不同採收

時期及不同處理時間下，可獲得最佳萃取精油量，並將其開發為不同產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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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純露)。利用本技術所萃取之精油，其加工成本相較於一般方法約可節省3

～4成。

(六)	新興雜糧作物之選育：為因應氣候變遷，於107年開始進行耐旱作物的選育、生

產與栽培試驗，引進中南美洲、印度及非洲等栽培面積較大的作物-鷹嘴豆、珍

珠粟及穀莧，於豐里試驗地試種、馴化，進一步探討最佳栽培技術，期望成為

臺東地區原住民新興雜糧作物，並結合農業科學研究、有機栽培技術及產業推

廣，藉以活絡部落經濟，維護農業生態永續發展及提升產業競爭力。

  

(七)	產業輔導

1.活化休耕田：配合農委會辦理「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以增加農民收

益，提高國內糧食自給率，民國103年在長濱鄉、鹿野鄉及池上鄉分別辦理進口

替代作物硬質玉米機械播種及機械採收栽培示範觀摩會5場次、有機大豆機械播

種栽培示範觀摩會1場次；另於臺東市豐里試驗地、太麻里鄉及金峰鄉辦理地區

特產樹豆、小米新品種栽培示範及臺灣藜有機栽培示範觀摩會等5場次，合計10

場次、參加農民計1,000餘人，有助於休耕田活化政策之推動。104年春作分別在

 ◤ 珍珠粟田間抽穗情形  ◤ 珍珠粟籽實  ◤ 鷹嘴豆田間結莢情形 

 ◤ 鷹嘴豆籽實  ◤ 穀莧田間開花情形  ◤ 穀莧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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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鎮、東河鄉辦理進口替代作物硬質玉米機械播種、並於7、8月辦理機械採收

栽培示範觀摩會，2月份於鹿野鄉辦理有機大豆機械播種示範觀摩會，共計5場

次，吸引農民共計493人次參加。

2.地區特產有機栽培示範：推動地區特產栽培示範，民國105年於臺東市豐里試驗

地、太麻里鄉及金峰鄉辦理地區特產樹豆、小米新品種栽培示範及臺灣藜有機栽培

示範觀摩會等5場次，農民501人次參加，有助於休耕田活化政策之推動。 

 ◤ 硬質玉米機械播種情形  ◤ 硬質玉米機械採收情形

 ◤ 香蘭部落辦理臺灣藜花海應用  ◤ 歷坵部落辦理小米新品種栽培示範

 ◤ 豐里試驗地辦理樹豆栽培示範觀摩會  ◤  大鳥部落辦理樹豆栽培示範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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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助部落產品包裝設計：為促進蘭嶼地區原住民族部落產業發展，輔導與協助原

住民族建立具在地特色的產業價值鏈。民國106年以蘭嶼鄉東清村為重點部落，進

行小米新品種臺東8號推廣、栽培技術示範，並進行產業調查、現場訪談與資源盤

點，了解當地耕種模式及產業現況，整合既有資源，協助地方品系黑色小米復育，

並開發初級產品真空包裝設計等，期能供未來加值發展應用。

三、園藝作物試驗

(一)	蔬菜試驗研究

1.育種試驗：

(1)	民國101年育成金針菜臺東7號新品種，花色為橙黃色且具有香氣，具早花及

二次開花之特性，極適合用於製作無硫金針加工品。本品種業已非專屬授權12

名業者，有助於提昇國產無硫安全金針產業發展。

(2)	民國107年育成翼豆臺東1號新品種，具有高產、生長勢強、嫩莢品質優良且

春作及秋作均可栽培生產等優良特性。

 ◤ 協助蘭嶼東清部落黑小米(左)及小米-臺東8號(右)真空包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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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栽培試驗：

(1)	金針栽培技術改進：民國84年探討不同行株距栽培對臺東6號生育及開花

影響，結果顯示，以行株距80x40公分之鮮蕾產量每公頃達18,240公斤最

高。85~91年探討不同金針品種進行遮光軟化處理週年生產萱黃可行性，提

升金針栽培效益。結果發現，園藝性狀整體表現及品質以HAK-18品系最為優

良，平均小區產量近2公斤為最高，本地栽培種H.	fulva	L.次之，此品種於平地

栽培不易開花加以生育強健，具發展萱黃之潛力。週年栽培試驗結果顯示，各

月份均能生產萱黃，但考量植株生育習性及生產效益，以3~4月及10月最佳，

每生產一次，植株恢復期需至少10個月。

                                                                                                                                                      

(2)	夏季區域性葉菜類品種選拔：民國84~85年比較白菜、莧菜、蕹菜及葉用芥菜

夏季栽培情形，結果顯示，蕹菜及莧菜於5~8月播種者植株生育情形較佳；葉

 ◤  金針菜臺東7號  ◤  翼豆臺東1號

 ◤ 金針斷光軟化栽培，可週年生產萱黃  ◤ 利用保鮮膜包裝及低溫貯運可提高採後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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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芥菜5~7月播種者生育緩慢且產量不佳；白菜不同月份間生育情形及產量差

異不顯著。

(3)	過溝菜蕨遮陰栽培試驗：民國84~87年探討60%及70%遮陰對植株生長及產量

之影響，以露天栽培為對照組。結果顯示，5~7月以70%遮陰處理表現最佳，8

月以後則以60%最佳。整體而言，遮陰處理較對照露天栽培產量可提升約40%。

(4)	臺灣山蘇花不同栽培介質試驗：民國86~87年於80%簡易遮陰網室探討(i)泥炭

土、真珠石、蛇木屑；(ii)蛇木屑、碳化稻殼、有機肥；(iii)碎石、碳化稻殼、

樹皮；(iv)田土、河砂、有機肥等，以相同比例混和之組合介質對臺灣山蘇生

長之影響，結果發現，等比例混和之泥炭土、真珠石及蛇木屑栽培生長最佳且

產量高。

(5)	臺東地區短期葉菜簡易設施栽培試驗：民國86年探討直覆不織布、直覆白網、

綠網、白網、塑膠布、水平棚架網室及露天栽培等不同處理，對鳳山白菜、葉

用芥菜、蕹菜及莧菜栽培之影響。結果顯示，水平棚架網室之採收品質、單株

重、單位面積產量、病蟲害防治情形均較佳，且田間操作方便。

(6)	南瓜栽培利用：民國90年探討大吉、豐輝、千歲、一品、東英與吉祥等南瓜

品種，於生產果實期間兼採嫩梢之可行性。結果顯示，除豐輝與千歲兩品種因

生長勢強健，其餘品種兼採嫩梢試區，因摘心導致光合成產物減少，影響著果

數及果重。93年比較吉祥(中國南瓜)與一品(印度南瓜)春作與秋作之產量及園

藝性狀差異得知，春作栽培之產量及著果

數均優於秋作，惟食用品質及口感不若秋

作。探討其原因主要為春作栽培氣溫由冷

涼逐漸溫暖，果熟期正值高溫期間，導致

產量雖豐但果實澱粉粒不易蓄積，果肉甜

度及緻密度不佳。	  
 ◤  南瓜嫩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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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興蔬菜栽培利用：民國92~94年自本場轄區、雲林、宜蘭、花蓮及桃園等

地共蒐集12個魚腥草地方品系(HC-1~HC-12)。比較各品系間之產量，結果顯

示，HC-3及HC-9產量最高，HC-7及HC-10次之。遮陰栽培試驗顯示，50~60%

遮陰輔以高濕及重肥處理之週年產量及採收品質均優於露天栽培；不同年度宿

根栽培試驗結果顯示，連續採收無養分耗盡影響植株生長之問題。

(8)	芋頭冬瓜栽培試驗：民國96年探討不同春作與秋作栽培結果顯示，春作產量雖

高，但採收品質不佳，不良果率達49%；而秋作產量雖不若春作高，但良果率

高且果實圓正。

(9)	有機網室不整地輪作栽培試驗：民國97年於本場有機網室試區不整地立柱輪作

栽培番茄(11月秋冬作)、菜豆(4月春作)及花胡瓜(8月夏作)，以慣行栽培為對

照。調查結果顯示，有機區各期作單位面積產量雖不若對照慣行區，但風味及

口感均優且產量穩定，為一可行之栽培模式。

 ◤  魚腥草遮陰、高濕及重肥栽培  ◤  供蔬用魚腥草極富發展潛力

 ◤ 成熟芋頭冬瓜果形圓正  ◤  夏作芋頭冬瓜品質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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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青蔥有機栽培試驗：民國98~99年研究結果顯示，臺東地區冬春季節(12月~5

月)氣候較乾燥，適合青蔥有機栽培。網室設施整地時，每分地施用固態有機

肥100包當基肥，並以中耕機打入土中。

在種植後1星期施用含氮量高的有機肥或

有機液肥，之後每星期視植株生育狀況，

持續以高氮之有機肥或有機液肥補充養

分。病蟲害防治可以蘇力菌1,000倍防治甜

菜夜蛾，另以窄域油1,000倍防治薊馬，危

害嚴重時，則以500倍防治。

(11)	 探討夏季生產蔬菜，以紓解因颱風造成之菜源短缺：民國98~101年研究結果

顯示，紅鳳菜、龍葵、葉用甘藷、苦苣、洛葵、梨瓜嫩芽等均具備夏季生產

潛力，可因應夏季颱風造成之蔬菜缺口；過溝菜蕨因較不耐旱，產量不高。

(12)	 網室有機南瓜栽培試驗：民國98~102年研究結果顯示，在臺東地區秋季

(10~2月)涼爽且乾燥氣候條件下，適合實施南瓜有機栽培。水平網室高4公

尺，外覆16目白色防蟲網，整地時每分地施用固態有機肥32包當基肥，僅施

用於南瓜定植處，呈帶狀施用，南瓜定植前可搭設隧道式棚架立體栽培，提

高瓜果品質及產量。在種植後1星期施用含氮量高的有機肥或有機液肥，每

星期一次。病蟲害防治以窄域油或葵花露300~500倍防治白粉病，蚜蟲以辣

椒油或苦楝精300~500倍防治，斜紋夜盜蟲則以蘇力菌500~2,000倍防治。

 ◤ 慣行菜豆輪作栽培生長情形良好  ◤  有機花胡瓜輪作生長情形良好

 ◤ 有 機 栽 培 生 產 之 青 蔥 ， 蔥 白 純 白 柔 
 軟，品質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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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角菜與假人參夏季栽培試驗：民國102年研究結果顯示，假人參於夏季栽培

時應略作遮陰(30%)；而角菜以50%的遮陰進行栽培，有助於越夏生產。另一

方面，提高栽培密度對兩種作物產量均有顯著提高，可補償為提升作物品質

進行遮陰所造成的減產。

(14)	 翼豆試驗研究：民國103年探討翼豆嫩莢適收指標研究結果顯示，翼豆嫩莢

適收日期為開花結莢後第13日前，豆莢長度約20公分，寬度約2公分，單莢

平均重量約11公克。103~104年進行翼豆種子保存技術結果顯示，翼豆種子

於採收乾燥後，可篩選健康飽滿有光澤之種子，置入鋁箔袋並擠出袋中空

氣，密封保存於家用冰箱的冷藏或冷凍庫中，可維持良好品質及保有良好的

發芽率(80%以上)。104年進行翼豆嫩莢量產栽培技術研究結果顯示，A字架

與隧道式棚架，單位面積平均產量並無顯著差異，惟隧道式棚架較利採摘工

作；有覆蓋銀黑塑膠布處理，可顯著提高嫩莢單位面積產量26.5％。

 ◤ 水平網室內配合搭設隧道式棚架栽培 
 南瓜

 ◤  隧道式棚架種植西洋南瓜質優量豐

 ◤ 翼豆結莢後第13日尚未有明顯筋絲 
 產生

 ◤ 翼豆結莢後第15日時已開始產生筋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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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木虌果試驗研究：民國104~105年建立「原生種木虌果優良種苗繁殖技術」

，可將種子發芽所需時間由1個月縮短至2~3週，發芽率從20%提升到50%左

右，本技術業已非專屬授權6名業者，可有效供應未來市場種苗需求量。105

年研究原生種木虌果青果適收期結果顯示，木虌果在授粉後，果實迅速膨

大，約莫兩週即可採收青果，此時重量約為成熟果實的60%。105年建立荖

葉園轉作木虌果栽培技術，提供農友有關原有荖葉園設施修改建議及木虌果

栽培方法，降低轉作初期投入之資金。106年起投入原生種木虌果高假種皮

鮮重比優良品系選育，初步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品系果實平均長度為13.47公

分，平均寬度為9.22公分，平均果重425公克，假種皮占果實之鮮重比平均為

23.95%，其中鮮重比最高者達28.36%，最低者僅18.29%。

(16)	 縐葉萵苣夏季栽培生理障礙改進試驗：民國104年在知本深層海水精緻農業

棟進行試驗，結果顯示，藉由營造適當之蒸氣壓差日夜週期變化，同時控制

根域溫度於20℃，可有效改善高溫季節栽培的頂燒問題。

 ◤ 原生種木虌果青果  ◤  原生種木虌果成熟果

 ◤ 夏 季 第 二 次 栽 培 結 果 顯 示 兩 品 種 於 適 當 栽 培 條 件 下 ， 均 可 生 產 柔 嫩 多 汁 的 生 
 菜，其中以紅翠表現尤佳。



/ 建場90週年紀念專刊 /

page 74

(17)	 番杏栽培試驗：民國105~106年在知本深

層海水精緻農業棟進行試驗，結果顯示，

番杏夏季之生產主要受到不同遮陰程度影

響，總產量或可食部位產量隨提高遮陰顯

著下降，但食重比及作為食用口感之客觀

指標-比葉面積則顯著上升，同時葉片草酸

含量亦隨之下降。	

(二)	花卉試驗研究

1.育種試驗：

(1)	蝴蝶蘭品種選育：民國86~96年間進行雜交及後代篩選。

(2)	民國101年取得石竹新品種「臺東1號香粉雲」之品種權，為臺灣第一個獲得

植物品種權之石竹屬花卉。本品種為雙色花，花瓣大，極具觀賞性，開花時具

有香氣，天氣晴朗時，香氣表現更為明顯。

(3)	民國105年取得石竹新品種「臺東2號香怡夏」之品種權，本品種為粉紫單色

花，花瓣大，觀賞性佳，開花時具有香氣，天氣晴朗時，香氣表現更為明顯。

    

 ◤  番杏肉質葉片鮮嫩，可作為葉菜料理

 ◤ 石竹品種「臺東1號香粉雲」  ◤ 石竹品種「臺東2號香怡夏」



第肆篇‧主要業務與研發成果

page 75

2.栽培試驗：

(1)	草本花卉栽培試驗：民國82~86年蒐集市售常見之竹芋，篩選出箭尾、紅羽、

熊貓、浪星、白、優雅、雙色、馬山、黃斑等9種竹芋適合臺東地區種植，移

植初期施用18-6-12控釋肥5公克可使初期生長良好。84~85年針對竹芋及彩葉

芋栽培技術之研究結果顯示，彩葉芋切塊數、藥劑處理種類與品種影響塊莖繁

殖倍率甚大，利用80%Mancozeb之效果最佳，而去除中心芽可使植株較矮、

葉片數較多，適宜盆花觀賞。86~91年進行原生鐵炮百合種子繁殖技術及復育

試驗，結果顯示，10月為最適播種日期，每年可生產蘭嶼鐵炮百合10萬株、

綠島鐵炮百合3萬株、臺灣百合5萬株小苗。89~93年間共收集186個多肉植物

種原，比對圖鑑確定品種的有40種，建立仙人掌觀察圃作為教學使用。

(2)	觀賞及食用蕨類栽培試驗：民國83年研究結果顯示，過溝菜蕨夏季栽培利用

50~70%遮光網栽培，較露天栽培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及採收品質，約可增產4

成。83~85年進行麗莎蕨栽培繁殖試驗，結果顯示，以80%遮光網進行栽培最

適合，肥料稀釋倍數1,000~3,000倍則無顯著差異。85~88年進行山蘇花肥培研

究，結果顯示，臺灣山蘇花生長期間，施用氮200ppm、磷50ppm、鉀300ppm

之化學肥料產量最高，且有機質之供應有利生長。

(3)	非禾本科地被植物篩選及應用技術開發：民國84~88年進行臺東本土地被植

物之蒐集與選拔，結果顯示，蠅翼草、三葉木藍、苞花蔓、馬蹄金皆可應

用。102年開發蠅翼草草毯生產技術，可生產2公分薄層介質與完整根系之

草毯，具有可立即應用、生產速度快、生產程序簡便及生產成本低廉之優

點。103年開發金腰箭舅應用技術，新型草毯及草條生產技術具有省工與覆蓋

迅速之優點。104年開發越橘葉蔓榕草毯、草條生產技術，可生產2公分薄層

介質與完整根系之草毯，具有可立即應用、生產速度快、生產程序簡便及生產

成本低廉之優點。

(4)	報歲蘭栽培及種苗繁殖技術：民國85年研究結果顯示，蛇木屑混合樹皮之

混合介質使報歲蘭生長最佳，施肥量以氮200ppm、磷50ppm、鉀100ppm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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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96年研究結果顯示，報歲蘭以授粉後230天之果莢發芽率最佳，而以

2MS、NAA1ppm、BA3ppm液體為培養基的芽點數64個效果最佳。根莖可於

含NAA	1	ppm及BA4	ppm之固體培養基誘導成完整植株。

(5)	蝴蝶蘭育種：民國86年~96年進行120個雜交組合，組合間萌芽狀況有極大差

異，萌芽率介於0~80%之間，以商業栽培品種雜交組合為主，原種導入較少。

(6)	臺灣原生蝴蝶蘭在型態和遺傳上特性的分類歸屬：民國92年研究結果顯示，最

主要的鑑別方法在於唇瓣中裂片之型態，及介於唇瓣側裂片與中裂片之間的肉

突形狀。

(7)	蝴蝶蘭樹植栽培及管理技術之研發：民國100~102年研究結果顯示，塑膠管表

面不同塗抹處理，對蝴蝶蘭根系的長度及附著率均有顯著差異。使用新型固定

材質之處理之根數與葉數，優於透明軟盆直接固定之對照組及網目約0.2公分

之密網盆。

(8)	九重葛盆花栽培技術改進：民國101年研究結果顯示，火炬九重葛4吋盆花生

產模式，可以經扦插繁殖、4吋盆定植、修剪側枝及品質分級程序而建立，其

栽培期為15~19週，已初具商業價值。葉面噴施6-BA對其側芽量沒有顯著增加

效果。

(9)	春石斛產期調節及栽培試驗：民國102~106年在知本深層海水精緻農業棟進行

試驗，結果顯示，102年利用深層海水冷源，成功調節花期至2月春節前。106

年已初步建立延後花期至5月之調節技術與模式。105年調查肥培濃度對二年

生春石斛當代假球莖生長之影響，結果顯示，黃花品種之對照組與4,000倍處

理，其株高最矮，但具有最多之假球莖節間數與花芽數，以及最高之開花節位

比例。

(10)	 春石斛抑梗後涼溫催花試驗：民國103~104年在知本深層海水精緻農業棟進

行試驗，結果顯示，於103年12月24日以日夜溫28/25℃進行高溫抑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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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4年3月10日轉為日夜溫25/15℃進行催花，可於4月24日觀察到腋芽萌

發，7月7日到花。

(11)	 香莢蘭試驗研究：民國105年研究結果顯示，波本香莢蘭(Vanilla	planifolia)可

於臺東地區正常生長、開花及著莢，並可採有機栽培方式生產。期望未來與

臺東之觀光農業結合，創造新產業並提高農民收入。

(三)	特用作物試驗研究

1.育種試驗：

(1)	民國99年選育適合乾燥加工、觀賞及蜜餞加工等特性之3個洛神葵新品種，分

別命名為洛神葵臺東1號、洛神葵臺東2號及洛神葵臺東3號。

(2)	民國102年育成洛神葵臺東4號-紅斑馬，為全臺第1個擁有品種權之洛神葵品種。

 ◤ 洛神葵臺東1號果萼  ◤ 洛神葵臺東2號果萼  ◤ 洛神葵臺東3號果萼

 ◤ 洛神葵臺東4號-紅斑馬果萼  ◤ 洛神葵臺東5號-吉利果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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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國103年取得洛神葵「臺東5號-吉利」品種權，為全臺第1個雜交一代之洛神

葵品種。

2.栽培試驗：

(1)	本場於民國77年開始蒐集保健植物種原，並保存於保健植物園區，探討栽培技

術及開發利用，迄今蒐集保存之種原已有200餘種，各項藥用及保健植物之品

種改良及栽培之試驗結果如下：

A. 柴胡栽培試驗：民國83年研究結果顯示，栽植密度以行株距30×10公分之公

頃乾根重最高，每公頃可達1,590公斤，為40×30公分之125％。

B. 五葉參栽培試驗：民國83年研究結果顯示，匍匐生長比立棚架之攀附生長產

量高33％，但含水分較多，乾物率反比立棚架栽培減少2.3％。

C. 青脆枝種苗培育試驗：民國84年研究結果顯示，以2.0×0.5－0.7公尺之寬行

密植，距地面15－20公分之幹莖基部以利鋸鋸斷，並以切片機切成碎片再經

45~50℃之低溫乾燥，裝袋送交工廠萃取成分製成抗癌藥劑。

D.	魚腥草品系選拔試驗：民國86年研究結果顯示，精油含量以HC-84-7之5.7%及

HC-84-9之5.64%為最高。

E. 香椿繁殖試驗：民國91年研究結果顯示，以粗河砂為介質，取1.0~2.0公分枝

條，3~5月份扦插成活率較高。

F. 土丁桂栽培試驗：民國93年研究結果顯示，土丁桂枝條以NAA或BA	 100ppm

濃度處理後，扦插於泥炭土處理生長最佳。

G. 檸檬草栽培試驗：民國93年研究結果顯示，以3~4月及9~10月分株繁殖為佳，

株距40~50公分，每穴斜植1~3枝種苗為宜。



第肆篇‧主要業務與研發成果

page 79

H. 大風草安全栽培模式建立：民國97年研究結果顯示，每1.5平方公尺之植株年

產量以全日照最高，達7.75公斤。

(2)	洛神葵葉片萃取物抗氧化能力探討：民國97~98年研究結果顯示，洛神葵葉片

萃取物(濃度5mg/ml)其抗氧化能力及多酚含量皆與果萼相近，DPPH清除率可

達82.96%，總抗氧化能力可達74.19%，相當於0.06mg	trolox當量數，多酚類

含量約為10.16±1.08mg/g。

(3)	胭脂樹試驗研究：為使胭脂樹成為帶動休

閒農業發展的新興特用作物，營造臺東在

地特色，民國104年研究結果顯示，藉由整

枝修剪技術將植株矮化，以利栽培管理及

採收。

(4)	洛神葵栽培試驗：

A. 不同播種期及種植密度對洛神葵生長與產量之影響：民國106年研究結果顯

示，7月播種並配合適度密植(行株距以1	x	0.5	公尺或更高密度)栽培，單位面

積產量與春作慣行栽培相當，並可減少栽培成本及天然災害損害。

 ◤ 胭脂樹田間生長情形

 ◤ 不同播種期及種植密度對洛神
葵生長與產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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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洛神葵之產期調節：民國106年~107年研究

結果顯示，利用暗期中斷技術可將洛神葵

結果期由11月延後至翌年2月。

 

3.產業輔導及推廣

特用作物產業輔導以洛神葵及保健作物為主，推廣友善及有機栽培技術，生

產安全農產品，兼顧生態環境保育，維護生物多樣性，以永續農業為發展目標，

建立臺東地區農產品特色，本場定期舉辦特用作物觀摩會、講習會及研討會，邀

請農友及專家學者參與討論。     

(四)	蕨類試驗研究

1.育種試驗：

(1)	民國107年育成腎蕨臺東1號新品種，本品種耐候性佳，株型緊密，適合都市室

內觀賞應用，可以單獨擺設、組合盆栽、栽植綠牆或懸垂吊盆，商業前景廣闊。

 ◤ 洛神葵產期調節試驗結果

 ◤ 農友實地觀摩洛神葵田間栽培 
 情形

 ◤ 舉辦洛神葵講習會，農友熱烈 
 參與

 ◤ 民國81年舉辦藥用與保健植物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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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栽培試驗：

(1)	觀賞用蕨類：民國84~98年進行蕨類種原蒐集並評估其觀賞潛力，針對大型觀

賞用蕨類如筆筒樹、觀音座蓮及山蘇花開發遮光栽培技術，結果顯示，筆筒樹

遮光40~60%下生長最佳，蘭嶼觀音座蓮則適合60%以上遮光度。適合盆花應

用之革葉鐵角蕨及翅柄三叉蕨則以遮光70%為佳。102~106年篩選適合綠牆(植

生牆)及都市綠美化之種類，並進行組織培養研究。106年開發出長葉腎蕨綠球

體組織培養技術，大幅縮短繁殖時間，與傳統繁殖技術播孢相較，長葉腎蕨栽

培成苗時間可由1年縮短至6個月，觀賞價值比傳統分株繁殖方式更高。應用此

技術培養之苗株，可單獨擺設、組合盆栽或栽植綠牆，綠球體本身亦可作為瓶

中植物觀賞，極具商業價值。

(2)	臺東地區蕨類資源調查：民國98年研究結果顯示，臺東地區已確定約有65種(

含變種與亞種)分隸22科，39屬之蕨類植物。

(3)	蕨類及苔類種苗繁殖技術：民國101年研究結果顯示，利用本場研發之蕨類孢

子繁殖技術，每一播孢箱可育出數百株種苗，其成功率達80%以上，可大量繁

殖且便於操作及管理，比傳統育苗法具節省設備成本及快速繁殖優點。

 ◤ 腎蕨臺東1號株型緊密，外觀翠綠  ◤ 腎蕨臺東1號可透過綠球體技術量產種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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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藥用蕨類作物機能性成分開發利用：民國101年~102年研究結果顯示，水龍骨

科之檞蕨及崖薑蕨，每克乾重的總多酚類含量相當於4.46及10.00毫克的沒食

子酸。檞蕨及崖薑蕨，每克乾重的柚皮苷分別為27.84及0.43毫克。抗氧化能

力則以海州骨碎補表現最佳，其每克乾重之抗氧化活性相當於139.50毫克之

Trolox。藥用蕨類作物發展受到法規面限制，僅少數蕨類被列為中藥材或可供

食品原料之品項，且大多數蕨類生長發育緩慢，經長年栽培後，始具有高機能

性成分，經濟栽培成本高，故目前蕨類作物主要仍以觀賞市場為主。

(5)	建立骨碎補量產體系：民國103年研發之建立骨碎補生產體系技術，包含種苗

繁殖模式及藥材生產模式，適當的栽培管理方法推廣業者依循，進行人工栽

培，生產骨碎補合乎標準之藥材，提供藥廠使用。

(五)	農產品加工

1.保健植物產品開發：

(1)	 民國84~87年針對常見及民間普遍使用之保健植物，如黃花蜜菜、黃水茄、七

層塔、欖仁樹及含羞草等五種試驗材料，進行噴霧乾燥即溶性茶包開發，品評

結果，以黃花蜜菜添加蜂蜜風味最佳，欖仁葉添加甜菊糖次之。

(2)	民國88年利用大風草及欒樨開發即溶性沐浴包，以欒樨製粉率較高且製品評估

結果較優；製品方法選擇，綜合色澤香味及使用者舒適感，則以低溫乾燥法較

符合經濟成本。

 ◤ 蕨類種苗繁殖技術  ◤ 骨碎補種苗繁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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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國90~92年對臺東生產之3種品系臺灣原生土肉桂葉片，進行多樣化產品開

發研究，以氣相層析儀分析出主要揮發性成分14種，並建立葉片最適採收期，

冷凍乾燥法粉末製品風味最佳，日曬、低溫乾燥法則較符合經濟成本，粉末製

品可應用於茶包、烹飪、甜點、糕餅及醃漬品，適用性廣。

(4)	民國95~96年利用魚腥草獨特的氣味及抗氧化成分，開發具愉悅氣味之魚腥草

美容護膚面膜與系列產品，如化妝水，精華露及美白霜。

(5)	民國98年開發香椿養生品之固態保健茶包，技轉健逢生物生技公司。

(6)	民國100年開發「仙鶴古早茶」即溶包，翻轉傳統養生飲品「青草茶」之袋茶

型式，利用白鶴靈芝為主原料，並加入一支香、黃花蜜菜及箭葉鳳尾蕨等保健

植物進行調製，再經由萃取、濃縮、乾燥之流程，產品溶解度佳，冷熱皆宜，

極具商品化潛力，於101年技轉池上鄉農會。

 ◤ 臺灣原生土肉桂生育情形  ◤ 臺灣原生土肉桂各品系之葉 
 片形態

 ◤ 土肉桂葉片不同乾燥法粉末
狀製品

 ◤ 技轉之魚腥草美容護膚面膜及系列產品  ◤ 技轉之「仙鶴古早茶」即溶包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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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梅果加工方法：民國87年針對梅果系列農產加工品之自製方法進行開發，分別有

梅酒浸漬法、梅醋浸漬法及甜脆梅果製法等。

(1)	梅酒浸泡法－以稻香浸泡的梅酒，其價格便宜且口感風味佳，值得推薦。酒精

度數越高越易抽出梅精，而能縮短梅酒熟成期間，酒精度越高雖越能提取出梅

果成分，惟基於成本及機能性考量，則建議酒精度數為25度或35度為宜，且

以35度較佳。

(2)	梅醋浸漬法－梅果以醋浸泡時，可添加糖類或基於健康因素考量不予添加皆可

製作，浸漬基底醋則建議以純糙米醋為首選，其次為糯米醋、果實醋及米醋，

一般而言，浸漬3至4個月後梅醋即告完成，可取出飲用，但經過1年熟成後之

梅醋，風味更佳，建議浸漬1年後才開封飲用，然而浸漬時間長短可以個人需

求而定。

(3)	甜脆梅果製法－開發4種脆梅製法，分別為多次糖漬法、分段糖漬法、去籽法

及冷藏法，其中冷藏法為本場首創，簡便且快速，將6分熟青梅經搓鹽及洗鹽

後，將青梅裝入已消毒殺菌之容器，添加20%糖液封蓋後冷藏1天，去除糖液

再添加60℃的30~40%糖液，容器密封並冷藏1週後，若不開封持續冷藏，一年

後青梅顏色仍保持原有黃綠色且脆度不變，屬簡便且容易上手之青脆梅製法。

3.洛神葵系列美容保養產品之開發：由於洛神

葵對DPPH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超過90%，且具

有抑制病原菌能力，因此於民國97年利用洛

神葵開發皮膚保健產品，如活膚露、保濕乳

液、撫紋精華液、角質凝露、晶緻眼霜、柔

白晶緻面膜等產品。

 ◤  開發洛神葵保養系列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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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灣藜機能性成分開發利用：民國100年進行

臺灣藜芽菜試驗，於栽培5天時，每克鮮重之

總多酚類含量為0.34毫克，較市售苜蓿芽汁

0.29毫克佳。在抗氧化能力及DPPH自由基清

除能力方面，每克鮮重之臺灣藜芽菜，分別相

當於9.78毫克的trolox及3.42毫克之BHT，均與

苜蓿芽相近。

5.水稻新品種加工技術及產品開發：藉由特色米香之研發吸引大眾對米製品的興

趣，促使臺東地區之優質好米，兼具多元加工利用的創新價值。

(1)	稻米加工技術研發：民國100年至101年間以本場

水稻品種「臺東30號」進行膨化加工，白米膨發

後米香粒大，適口性優異，且體積為對照品種「

臺稉9號」之1.4倍，適合米香製作，並研發多元

養生米香產品，口味配方有野蔬、洛神、咖哩、

養生及咖啡等。

(2)	稻米擠壓膨化技術之研發：民國102年分別以4個水稻品種，包括臺東30號、

臺東32號、高雄139號及臺稉2號為原料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擠壓條件可

製作不同產品，可做為沖泡產品之原物料或即食性休閒食品。

6.小米加工適性評估及產品開發：為促進優良品種推廣及利用率，增加食品用途，

進行小米加工適性評估及產品開發。

(1)	小米多元化加工利用技術：民國102年至104年以本場新品種-小米臺東8號研發

全穀休閒食品小米糰子，利用完整小米製作外皮，副原料採用傳統味道的花

生及芝麻，進一步搭配在地養生食材之洛神葵及綠茶粉。研究發現小米臺東8

號具有優異的加工特性，且屬於低嘌呤(purine)飲食來源，可提供痛風患者食

用，極適合應用於休閒食品製作。

 ◤ 臺灣藜芽菜色澤深紅亮眼

 ◤ 研發技轉之多元米香製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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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米擠壓膨化技術及全穀休閒食品之研發：民國103年至104年以本場新品種

小米臺東8號及臺東9號進行技術開發，試驗結果顯示新品種皆適合應用於擠壓

膨化技術，並可結合原生蔬菜應用於餅乾製作，增進多元應用性。結合稻米擠

壓膨化研發成果，將米穀類擠壓膨化休閒食品製作技術於105年技轉池上鄉農

會。

7.金針菜臺東7號無硫乾製品加工技術：民國101年至106年進行無硫乾製品加工技

術開發、營養成分分析、量產製程穩定度試驗、標準化製程設置及多元利用產品

開發之研究，此項技術由於製程無亞硫酸鹽類添加，其製品色澤橙黃亮眼，且保

有金針獨特淡甜香氣，可直接應用於多元化衍生產品。

8.木虌果加工技術

(1)	木虌果飲品產品開發：民國103年起，以臺灣原生木虌果為原料，進行加工技

 ◤ 脆米球-擠壓膨化休閒食品  ◤ 小米擠壓膨化技術應用-小米餅乾

 ◤ 黃色金針花耀眼亮麗  ◤ 陽光乾金針色澤優於含硫安全金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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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及產品開發，建立木虌果汁做法及流程，可供民眾自製或進一步由加工廠進

行果汁製造。

(2)	木虌果機能性新產品開發方面：民國105~106年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合作，利

用天然物材料膠原蛋白，開發生技產品型態之木虌果假種皮茄紅素滴丸製作技

術，並以木虌果提取物為基礎材料，搭配胡蘿蔔素(carotene)、葉黃素(lutein)

及蝦青素(astaxanthin)發展眼睛營養需要之複方滴丸。

9.番荔枝及鳳梨釋迦加工利用：民國91年以前，財政部尚未開放民間製酒，本場

針對番荔枝及鳳梨釋迦進行製酒試驗，並評估製品之各項成分。近10年來，鳳梨

釋迦躍昇為臺東地區重要經濟果樹，鮮果外銷量每年約1萬公噸，但存有鮮果儲

運期較短、產季時間集中並受限於檢疫及貿易條件，導致外銷對象較為單一等問

題，期藉由新型態食用方式之開發，擴增內外銷多元通路。

(1)	番荔枝及鳳梨釋迦製酒試驗：民國91年至92年利用番荔枝夏期果及鳳梨釋迦

冬期果之果實格外品、畸形果、裂果及過熟果進行釀酒試驗，以果實(不含果

皮、種籽)、水及酵母菌為原料發酵蒸餾，製成乙醇比例38%番荔枝蒸餾酒及

40%鳳梨釋迦蒸餾酒，然而蒸餾酒成分中甲醇含量偏高，後製時須多加注意，

俟製酒開放民間產製後，本場調整研究方向，後續未針對酒類進行相關試驗。

(2)	鳳梨釋迦冷凍保鮮及加工利用技術開發：民國105年開發非熱加工技術，發

展鳳梨釋迦乾製品，已開發3種不同鳳梨釋迦截切厚度之加工產品，截切厚度

 ◤ 臺灣原生木虌果汁  ◤ 臺灣原生木虌果滴丸製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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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3公分較佳，建立鳳梨釋迦加工原料截切厚度，成品可利用防氧袋進行包

裝。106年探討鳳梨釋迦冷凍果品適性分析，綜合酥脆程度、硬度及黏稠性之

表現，在後熟過程中正常成熟度之果實，較適合做為鳳梨釋迦冷凍果品之原

料，另以不同冷凍方式處理正常熟度的鳳梨釋迦果實，建立鳳梨釋迦全果冷凍

最適條件。

10. 臺東地區梅產業策略聯盟之輔導：民國90年

12月連續辦理3場次產銷聯盟輔導及講習觀摩

會，吸引180人次農友前來聽講。為因應加入

WTO之影響，特說明因應對策並輔導梅加工

技術，提高附加價值，增加產業競爭力。並

舉辦梅花祭，吸引240人參與賞梅、梅加工產

品展示品嘗、梅餐製作示範等系列活動。  ◤ 民國90年在東河鄉辦理梅生產技術講 
 習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