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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稻是世界上重要糧食作物之一，
主要栽培於亞洲地區，也是臺灣最重要的
糧食作物。由於臺灣水稻栽培多採湛水
栽培，因此需要消耗鉅量灌溉用水。臺灣
雖屬亞熱帶海島型氣候，年平均降雨量約
2,500公厘左右。但因為降雨時間分佈不
均，形成了明顯的雨季 (5～10月) 及旱季
(11～4月) 的分別。再加上全球氣候變化異
常、臺灣地形陡峭、工商業發達以及水庫
嚴重淤積等問題，使得水資源的利用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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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上嚴重地壓縮到農業灌溉用水。因此也
造成臺灣近年來水資源不足而發生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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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大型遮雨棚

模休耕的情形，對國內糧食安全供應影響
甚鉅。有鑑於此，水稻耐旱育種工作乃成

search Institute, IRRI) 已有多年研發經驗與成

為臺灣各試驗改良場所的重要育種目標之

果，可做為臺灣水稻耐旱育種技術之參考

一。

與合作。我國於101年度開始由臺灣大學及
有關水 稻耐 旱 育 種 方面，位 於 菲 律

賓的國際稻米研究所 (International Rice R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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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所屬試驗改良場所執行「因應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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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之國際農業科技交流合作-抗、耐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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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I耐旱研究歷史與策略

水稻品種之開發」合作計畫。期望利用國
際稻米研究所提供之耐旱種原並藉由與其
技術合作，進而將耐旱特性導入台灣現有
水稻推廣品種中，期望能有效因應全球氣
候變遷對台灣糧食安全所造成的衝擊。筆
者於101年10月7日至11日及102年4月14日至
4月19日前往菲律賓國際稻米研究所進行研
習。茲將國際稻米研究所在水稻耐旱育種
簡略介紹。

IRRI進行水稻耐旱研究已有四十幾年的
歷史，隨著研究結果的進展，各時期的研
究策略亦隨之改變。在1970年代，耐旱研究
主要利用田間及溫室進行耐旱基因型的選
拔為主。1990年代則以選拔水稻耐旱特性
為主要策略，例如水稻根系分佈、葉片或
穗的水分潛勢表現以及水稻滲透調節性能
等。在分子層次方面，也以這些耐旱特性
的數量性狀基因座 (quantitative trait locus,
QTLs) 定位為研究主流。在2000年之後，則
直接比較乾旱及慣行供水環境下，水稻的
產量表現作為耐旱選拔的主要性狀。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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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層次方面，也以選殖乾旱逆境下與產量
表現相關之QTL為主要策略。目前IRRI已選育
出Sahbhagi dhan、5411與Sookha dhan等耐旱
2C

且高產之優良品種，能在慣行栽培中表現
出高產潛勢，嚴重缺水環境下每公頃產量
亦能維持在1噸。

2B

2D

圖2-水稻耐旱根系取樣過程

水稻耐旱根系研究介紹
目前IRRI水稻耐旱生理與耐旱育種方面

1
2A

土壤取樣器

的研究，主要為水稻耐旱特性與水稻根系

2B
3

將取樣器打入土中並利用滑
輪拉出取得樣品

之間的關係。其利用移動式大型遮雨棚 (圖

3
2C

清洗出土壤中的根系

3
2D

利用掃描器分析根系長度及粗
細

3
2E

利用軟體分析出根系直徑六種
等級之長度

3
2F

比較缺水及慣行供水下，不同
品種(系)根系形態差異

2E

1) 進行耐旱環境控制，並與正常供水的環
境下，比較耐旱及非耐旱水稻根系型態的
變化情形，並利用此結果來印證水稻耐旱
特性的解釋參考。先前研究報告指出，具
有耐旱的水稻品種 (系)，在嚴重乾旱逆境
下，具有較低的葉溫及高氣孔導度特性。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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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特性可能是它具有耐旱特性的原因

根系穿過篩孔的方式 (圖3)。常有學者利用

之一。另外，也有文獻顯示，植冠溫度與根

此方法評估作物根系生長角度與數量，由

系的密度具有顯著的負相關。當根系密度

此判斷該作物為深根或淺根系類型。而IRRI

高時，植冠溫度較低，當根系密度低時其植

也利用此方式來評估水稻根系。就水稻而

冠溫度較高。因此，也間接證實了水稻耐

言，已有許多學者證實，深根類型的根系是

旱特性與根系密度有著密切的關係。

耐旱的重要特性之一。

一、水稻耐旱根系試驗田區
Dr. Amelia隨後為我們介紹水稻耐旱根

耐旱試驗田區設備與設施介紹

系試驗，其試驗最主要將耐旱或非耐旱品

IRRI耐旱試驗田區設置有一般乾旱試驗

種系分別種植於乾旱及非乾旱環境下，再

常用的雨量計、風向儀 (圖4A)、土壤水分張

利用土壤取樣器 (圖2A、直徑4公分，長60

力計 (圖4B) 及土壤水分深度監測管 (圖4C)

公分) 在每品種系行間取樣3次，分析土壤
下30公分及土壤下30～60公分的根系形態
表現。其過程為利用鐵鎚將土壤取樣器打
入土下30公分，之後再利用鐵鍊拉出，再
相同位置打入土中60公分，再利用鐵鍊拉
出 (圖2B)。分別將各層土壤取出，裝進標識
好的塑膠袋中，利用人工將每個樣品清洗
乾淨，篩出土中的水稻根系。進入實驗室
後再做更詳細的清洗。最後利用掃描器與
軟體分析 (圖2C)，分析每樣品中六個等級
的水稻根系直徑 (< 0.05mm, 0.05～0.1mm,
0.1～0.2mm, 0.2～0.5mm, 0.5mm～1.0mm,
及 >1mm)。最後再將各等級根系染色後切
片 (圖2D)，比較耐旱及非耐旱品種系在乾
旱及非乾旱環境下根系的構造與長度的差
異性。

二、籃框法(Basket Method)試驗
3

Basket Method是一種將作物種植於填
滿土壤的塑膠或鋼性半球形篩網中，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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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Basket Method來評估不同水稻品種系的根系生長
角度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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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 較 令 人

當數值超過設定值時，可發送訊息至個人

印象深刻的設

電腦或直接發送至個人手機，使研究人員

備有移動式大

得以即時獲得最新資訊。

型遮雨棚 (圖1)
及土壤溫濕度
無線傳感器 (圖
4D)。移動式大
型遮雨棚長約
4 0 公 尺、寬 約
8公尺，可以感
應降 雨 而自動
4B

移 動 遮 雨 棚，
以 遮 蔽 試 驗田
區，避 免 降 雨
而 影 響 試 驗。
土 壤 溫 濕 度無

4C

線 傳 感 器 則具
備太陽能充電
功能，通 常 在
試驗田區設置
數 個，以 偵 測
土壤溫度及
水分的空間分
佈，其 數 據能
夠即時透過無

4D

圖4-耐旱試驗田區設備介紹
3
4A

風向儀

3
4B

土壤水分張力計

3
4C

土壤水分深度監測管

4D
3

土壤溫濕度無線傳感器

線網路傳送至
伺 服 器，傳 輸
距離最遠可達
6英哩；另外，傳
感 器 還可 設 定 溫
度或濕度警示值，

耐旱育種田間設置與選拔性狀
在耐旱育種方面，IRRI的耐旱育種田間
操作季節主要是在乾季 (12月～隔年5月) 進
行，其選拔的環境設置與操作可分為旱田
(upland, 圖5) 及濕田 (lowland, 圖6) 二種。在
旱田耐旱育種方面，首先進行育種田區整
地，再以條播方式將種子平均分散在犁溝
中，最後覆土及噴水使種子發芽。發芽後
利用撒水器約2～3天灌溉一次。直到種植
後35天再開始進行耐旱處理，處理方式為
當埋於地下30公分之土壤水分張力計數值
達到-50 kPa或對照品種50%以上葉片嚴重捲
曲時，即行復水。復水方式為利用灑水器
噴灑1小時後，即進入下一次乾旱處理。
在濕田耐 旱 育 種 方面，首先在濕潤
的苗床上育苗，待21天後進行移植工作。
耐旱育種田區行水田整地，整地需力行平
整，並確保稻田移植後保有濕潤的土壤及
田區土壤水分均勻分布。待水稻秧苗移植
後約一週再進行灌水，每次灌水維持育種
田區土壤呈濕潤狀態，但是不能湛水。直
到移植50天後，再開始進行乾旱處理，處
理方式為當埋於地下的土壤水分深度監
測管內水位降至100公分以下或對照品種
50%以上葉片嚴重捲曲時，即行復水處理。
其復水方式為上午灌溉，下午進行排水工
作，之後再進入下一次的乾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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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的技術及人員交流。未
來將持續與IRRI合作，將耐旱
種原與臺灣栽培品種雜交，
搭配外表型調查與環境監測
系統進行選拔，以及分子標
誌輔助回交與背景選拔技術
以監控輪迴親回復率，快速
將耐旱基因導入臺灣現行水
稻推廣品種，以提高育種效

5

5

率，加速耐旱品種的育成，

旱田(upland)耐旱育種田

因應未來全球氣候變遷對臺灣所帶來的衝
旱田及濕田的耐旱育種性狀選拔，皆

擊。

採用乾旱環境與正常環境下參試材料間
的產量表現比較作為耐旱選拔的主要依
據。另外在耐旱育種過程中，除了紀錄插
秧期、乾旱處理時間、收穫期及生育期間
雨量分佈情形外，亦調查參試材料之抽穗
期、株高、生物量及收穫指數等資料，以作
為耐旱特性選拔之參考。

結語
IRRI的耐旱育種有其標準操作流程，
其依據不同的栽培方式實施差異化的操作
流程，再配合適當的監測儀器及自動化設
施，使得耐旱育種選拔容易取得成果；此
外，再輔以數量性狀基因座定位分析及分
子標誌輔助選種技術，更能快速且明確的
進行選拔工作，因此相關研究成果豐碩，
值得我國稻作研究人員學習。近年我國派
員至IRRI研習並取得耐旱種原，已有效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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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田(lowland)耐旱育種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