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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麻
機械化品種開發及品種權
文／圖 ■ 黃涵靈

前言
胡麻 (Sesamum indicum L.) 即一般
俗稱的芝麻，種子含油量可達50%以上，
為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103年臺灣自印
度、泰國、緬甸、斯里蘭卡等國進口約4.3
萬公噸胡麻，主要用於榨油、加工食用等，
而臺灣103年國產胡麻面積約2,100公頃，
總產量約2,200公噸，僅占進口量約5%，
自給率明顯偏低。為了提昇國產雜糧自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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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且不適合機械化，造成栽培過程勞力成
本高等問題，為推動胡麻品種選育以促進
產業發展，現已完成胡麻品種試驗檢定方
法之開發及審定，並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於民國105年1月14日正式公告胡麻為「適
用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之植物種類」。

國內現有胡麻栽培品種含油率
高、產量佳，但不適合機械化

率，並鼓勵休耕地轉作，政府自民國101年

臺灣早期胡麻品種多為農民自行留存

推動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利用計畫，將

的地方品系，如包蒿種等，但地方品系通常

胡麻列入進口替代作物，鼓勵農民栽植胡

純度不一，生育表現參差不齊，臺南區農

麻。但目前臺灣胡麻產業面臨栽培品種單

業改良場以地方品系進行選育及純化，並

胡麻臺南1號蒴果乾燥後開裂種子易落粒（左圖），農民需於蒴果開裂前採收置於田間乾燥（中間），待蒴果乾燥後以
人工脫粒（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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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中間兩圖為有限型品種（determinate variety），其頂端花序簇生且停止向上生長，右圖則為無限型品種，其莖頂端
陸續開花且蒴果陸續成熟。

於民國81年育成臺南1號，為黑色種皮，種

型品系dt45 (圖2)，該品系具蒴果成熟期一

子含油率約52～56%，秋作產量約1,070

致之優點，可在大部分蒴果乾燥而種子未

公斤/公頃，具強桿抗倒伏特性，為臺灣目

落粒前以機械採收，但該品系及其雜交後

前主要栽培品系，並已廣泛栽植於臺南市

代品系因產量表現不佳，尚未有應用於機

西港、善化、安定、佳里、將軍等地區，但

械採收之案例。1943年，D.G. Longham

該品種具蒴果開裂性 (圖1)，即蒴果成熟乾

以誘變方式發現胡麻不裂莢隱性基因 (in-

燥後會開裂且種子易落粒，難以待植株乾

dehiscence；id)，當品系具成對隱性基因

燥後機械化採收，需於蒴果乾燥前以人工

(id/id) 時，蒴果乾燥後完全不開裂 (圖3)，

採收，造成胡麻栽培過程勞力成本高，農

此外尚可能伴隨著具葉片捲曲、花朵不稔

民栽植意願降低、栽培面積提升有限。

性、低產量等缺點，各國育種家紛紛以該
品系和高產量品種進行雜交，育成多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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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育種家積極育成適合機械化
品種

系實際以機械採收時，卻因蒴殼太硬需以

胡麻品種具開裂性不易機械化之問題

較大機械力脫粒，造成種子破損率高容易

並非臺灣專有，世界各國亦面臨相同的情

酸敗，且產量低落；目前胡麻機械化品種

況，而各國育種家也以育成適合機械化品

育成最成功的案例，為美國育種家D. Ray

種為重要目標。1988年以色列科學家A.

Langham所育成耐裂莢品種 (non-dehis-

Ashri以

cent variety)，例如Sesaco35、Sesa-

-ray對胡麻進行誘變，育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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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以下
簡稱UPOV) 1991年版公
約修訂「植物品種及種苗
法」，為臺灣植物品種保
護之主要法源依據，但目
前該法適用植物種類尚未
全面開放，須經主管機關
公告得適用之，故本場於
3

不裂莢品系（indehiscent variety）蒴果乾燥後完全不開裂（左圖），
卻伴隨著具葉片捲曲（右圖）、花朵不稔性、低產量等缺點。

103年建請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糧署將胡麻納入適

co55等，具備乾燥蒴果種子不易落粒，可

用「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之植物種類，且

適於田間乾燥後以聯合收穫機脫粒，目前

配合胡麻品種權之申請，委由本場訂定胡

廣泛栽植於美國德州等地區 (圖4)。

麻品種試驗檢定方法，以建立標準檢定流
程，並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105年1

訂定胡麻品種試驗檢定方法，促
進胡麻品種選育

月14日正式公告胡麻為「適用植物品種及
種苗法之植物種類」。目前已完成胡麻品
種試驗檢定方法開發，主要參考UPOV所

為促進國內胡麻生
產，解決勞力不足問題，
增加自給率，本場目前也
正進行適合機械化之胡麻
品種選育，但一個品種育
成可能耗費10年以上，故
朝向國外引種和雜交育種
的方向進行，因此國外引
進品種及國內育成新品種
的胡麻品種權保護也顯得
重要；而我國政府參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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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裂莢品種（non-dehiscent variety）具備乾燥蒴果種子不易落粒，易以
採收機械脫粒等條件，可以植株乾燥後以聯合收穫機直接採收(右圖)。
(圖片摘自Sesaco公司網站，http://www.ses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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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胡麻品種性狀調查時期及調查方式
調查方式
調查時期

始花期（50%
植株開始開花）

測量

觀察

必要調查性狀

次要調查性狀

必要調查性狀

次要調查性狀

始花日數、始花節
位

--

--

葉序

開花期

葉身長(莖下部葉)、
葉身寬(莖下部葉)、
葉身長(莖上部葉、
莖中間葉)

葉身寬(莖上部葉、
莖中間葉)、葉柄長
度

結蒴果期

株型、蒴果長、蒴果
寬

--

蒴果稜數

蒴果茸毛密度

葉片轉黃開始脫
落時期

生育日數

--

--

主莖顏色、成熟蒴果顏
色

葉片脫落，全株
成熟期

莖分支數、主莖節
間長度、主莖高
度、單株蒴果數

--

莖分支位置、成熟蒴果
開裂性、

--

成熟蒴果曬乾，
種子水份9%以
下

種子千粒重、單株
子粒產量

種子粗蛋白含量、種
子油脂含量

種皮表面、種皮顏色

--

公告的試驗檢定方法 (Test Guidelines) 來

甸、布吉納法索、斯里蘭卡、蘇丹、韓國等

進行訂定，亦參考中國及日本所制定的胡

國家之品系共計106個，並依據各品種於田

麻性狀調查規範，以及國際植物遺傳資源

間性狀表現訂定品種性狀等級及級距，用

研究所 (International Plant Genetic Re-

以區分不同品種的差異。未來如引進或育

sources Institute，IPGRI) 出版Descriptors for sesame等；根據植株生育及外
表分為株型、莖、葉、花、蒴果、種子等六
個部分，冊分為27個必要調查性狀及2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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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莖茸毛密度、葉緣缺
莖橫切面、葉脈明顯程
刻(莖中間葉、莖下部
度、葉片茸毛密度、葉
葉)、裂葉程度(莖中間
色、葉柄顏色、、葉緣
葉、莖下部葉)、花冠
缺刻(莖上部葉)、裂葉程
外側紫色程度、花冠下
度(莖上部葉) 、蜜腺有
唇內壁紫色程度、每一
無
葉腋花數

成胡麻新品種，即可依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申請，並由檢定單位依胡麻品種試驗檢定
方法進行檢定調查，後經品種審議委員會

次要調查性狀 (表1)。同時亦收集國內外胡

審定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後，申請品

麻品系於田間栽植並進行調查性狀，包含

種及取得品種權，並受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源自日本、美國、中國、印度、柬埔寨、緬

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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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麻成熟蒴果開裂性之等級及圖說

配合胡麻機械化品種選育，檢定方
法列入「成熟蒴果開裂性」性狀

結語
現今由於農村人口老化，胡麻產業面

選育適合機械化採收的品種成為重要

臨嚴重缺工問題，如何引進或育成新的品

育種目標，品種須具備乾燥蒴果於田間，

種使胡麻栽培機械化以降低胡麻人工成

種子不易落粒，但易以採收機械脫粒等條

本及提升採收效率，將會是胡麻產業重要

件，而UPOV所訂定的胡麻品種試驗檢定

的課題，而將胡麻列為「適用植物品種及

方法，並無列入適合機械化採收的相關性

種苗法之植物種類」，並開發胡麻品種試

狀，故於我國檢定方法中特別列入「成熟

驗檢定方法，將可提供植物種苗商作為引

蒴果開裂性」之性狀，將之分成完全不開

種保護之依據或育種者智慧財產權益的保

裂 (整顆蒴果完全不開裂)、不開裂 (蒴果頂

障，以促進胡麻產業的發展。

端部分開口，下端不開裂)、開裂 (蒴果下端
開裂但不分開)以及完全開裂 (蒴果下端開
裂且分開) 等四個等級 (圖5)，且將該性狀
列入必要調查之項目，以作為後續育種者
及栽種者品種選擇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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