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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佳 糙米 品種－「臺南14號」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歷經八年努力，推出台灣目前糙米
食用品質最佳的新品種「臺南14號」。該品種為我國第一
個具低直鏈澱粉特性之水稻 型品種，米粒呈乳白色，米
飯軟黏，彈性佳，爽口。以糙米烹煮食用，烹煮前不須
浸水亦呈軟Q特性，大幅改善糙米食用品質，適宜台灣栽
培，極力推薦給有機米生產業者及消費者。
稻米為國人主食，政府極力推展有機農業，並在國人
對養生保健日漸重視的趨勢下，糙米食用具有高度需求
性，有機稻農亦急需糙米適用品種以作為市場區隔。水稻
新品種「臺南14號」主要特性為直鏈澱粉含量僅10％，較
一般水稻 型品種約低10％，口感優於
台 9號，產量與台 9號相近。生育期
第1期作114天，第2期作103天，較台
9號早熟5∼7天。已於2009年10月27日
申請植物品種權，有利開拓有機糙米新
興市場。

↑農委會記者會現場的實物展示

以營養的觀點而言，糙米保存了最完整的稻
米營養，糙米的蛋白質、脂質、纖維及維生素
B1等含量均比精白米高。但是糙米最外層由
一層粗纖維素、木質素及果膠所包覆，所以一
般糙米較難炊煮、口感差，因此不易被消費者接
受。新品種「臺南14號」最大的特點，為利用低直
鏈澱粉特性改善糙米食味口感。該品種糙米炊煮時勿需如
↑台南14號糙米軟Q，口感佳
一般糙米須先浸水數小時後再行烹煮，可直接加水煮熟後
→台南14號植株
燜透食用，不但烹煮方便，風味比一般品種更為優良，更
【文/羅正宗 圖/羅正宗．黃惠琳】
無粗硬口感，易被消費者所接受。

↑本場3月10日在農
委會辦理水稻台
南14號發表會，
多家媒體在現場
採訪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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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饗宴........

....
..
↑香水蓮花、胎座、生物素萃取凝膠及濃縮粉末

蓮花植物生物素萃取技術之開發
讓 平價 的蓮花農產品，搶進高貴的美容保養品市場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開發香水蓮花萃取出生物素
之新技術，此生物素含大量植物性多醣體，對皮
膚角質層細胞具有保濕效果，製成皮膚保健產
品，提供消費者多一項新的選擇。
近年來，美容保養品市場吹起自然風，本
場針對香水蓮花富含花粉、植物多醣等成
分，具有抗氧化能力及抑制酪胺酸酶生成
之美白功效，開發萃取生物素新技術，係
完全不需要化學藥劑，為一種高效能及最
2
安全萃取技術，可使凝膠體結構穩定，
呈現晶瑩剔透、無臭無味的黏稠性多醣膠質
溶液，目前已通過農委會智審會委託律師事務所
申請專利中，將透過技術轉移模式移轉給生技業
者生產，可大幅提昇香水蓮花的農產附加價值。

3

1 農委會記者會現場，
笅
媒體對蓮花生物素相當感興趣，
紛紛拍照提問
2 蓮花生物素保養品
笅
3 蓮花茶及蓮花飲
笏
4 蓮花蜜
笏

香水蓮花是世界最早的被子植物，學名：Nymphaea
rubra Roxb.，主要花季在夏季，而花朵單性生於長花莖的
前端，挺出水面上於清晨開放，下午閉合，所以別稱子午
蓮，花色有紅、黃、白、紫、藍、粉紅等顏色，不同花色
所呈現香氣具有差異性，因此又被稱為香水蓮花。抗氧化
能力也因花色而異，以粉紅色花朵的抗氧化能力最好。
在1992年埃及圖坦卡蒙法老墓中發現藍色睡蓮花，被
古埃及人認為以蓮花象徵太陽創造和眾生，廣泛應用為

4

治療一般疾病以及身心療效，顯示食
用睡蓮花可以使皮膚柔嫩白晰，延年益
壽。而且香水蓮花含大量植物性多醣體，對皮膚角質
層細胞具有保濕效果。
本場推出香水蓮花系列活膚露及撫紋精華液等皮
膚保健產品，可飽和角質層水含量，軟化角質，促進
活性成分的吸收和利用，可以美肌護膚，使肌膚水噹
噹。
每100公克香水蓮花大約可萃取5公克的乾燥生物
1
素，萃取時間從3天到7天不等，製成之蓮花飲約可保
存3個月，保養品約可保存2年。
香水蓮花也可為優美田園景觀，只要有水池之處，就
能見其美景，台南地區以水上、六甲、白河等地為主要栽
種區，全年均有開花，以夏季6∼8月為綻放盛期，除了觀
賞外，大多栽種者僅將香水蓮花加工製成花草茶供飲品。
事實上香水蓮花可整朵入菜或燉湯，天然的花香味，不是
合成香料能取代的，可作為多種食材的好料理！
【文/楊藹華 圖/楊藹華．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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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果番茄台南24號

發表會吸引農友目光
番茄新品種登記命名審查，98
年6月完成品種權登記。植株為
非停心型，生育勢旺盛，葉覆
蓋性佳，每花序花朵數11∼21朵
↑番茄台南24號果實鮮黃亮麗且
花。果實橢圓形，成熟果黃色，
糖度高，預期將成為市場新寵
平均果重12.1公克，可溶性固形物
喜愛黃肉小果番茄的農民及消
為8.81°Brix。適合秋冬季種植，南
費者有福了，本場歷經多年的努
部地區設施內每公頃平均產量約為
力，育成黃肉小果番茄新品種
44.3公噸。本品種較台南12號糖度高
↑侯場長
主
持
番
「台南24號」，果實鮮黃亮麗且糖
茄台南2
1∼2°Brix，且質地柔軟、口感佳，
4號發表
會
度高。3月4日在嘉義縣太保市辦理品種發表會，
推出後將可滿足農民及消費者對番茄
吸引不少農民及種苗業者蒞場觀摩。
品種多樣化及高品質的需求，並且增加秋季小果番茄品種
黃色小果番茄品種「台南24號」，於民國97年5月通過
的選擇。
【文/劉依昌 圖/黃鵬戎】

無花果入菜 養生
1 本場研發
笅
之無花果
特色餐，養
生又美味
2 無花果品嚐會中，侯場
笅
長 (中) 展示無花果鮮果及
加工品
3 吳淑靜教授說明無花果
笅
的營養與保健效能

1

本場於3月17日在農業推廣課大廳，辦理「無花
果料理品嚐會」，向媒體記者介紹無花果的養生
保健功效，並說明無花果除鮮食外，還能入菜，
成功開發出料理特色餐，在當天提供品嚐，與會
者都讚不絕口。
品嚐會當天除了由本場雲林分場孫文章主任，就
台灣無花果栽培現況進行簡單介紹，並聘請嘉南藥
理大學保健營養系教授吳淑靜，針對無花果的營養與保健
效能進行專題演講。吳教授指出，無花果含極高膳食纖維
與鉀、鈣等礦物質、維生素、蛋白質、17種人體必需胺基
酸、花青素、植物多酚等，無膽固醇、脂肪，國外實驗證
實有抗氧化、促進新陳代謝及改善腸胃道消化功能。
由推廣課課長李月寶研發的無花果料理，包括蝦鬆、
烘蛋、焗烤、炒米粉、豆腐煲、東坡肉、糖醋魚、三明

又

美味

2

治、養生排骨、涼拌沙拉與西式濃
湯等美味佳餚，運用多種烹煮方
式，生、熟皆宜，可應用於日常
膳食。
無花果又名映日果、奶漿果，
為桑科落葉灌木或小喬木。原產
亞洲西部小亞細亞、歐洲地中海沿
3
岸，如阿拉伯、埃及、印度、錫蘭、馬來
西亞和美洲。臺灣早在1915年引進種植，目前經濟栽培面
積不大，主要分布於雲林縣內。本場研究將無花果利用設
施栽培，隔離防止鳥害及病蟲害，降低農藥污染，並以有
機養液代替化學肥料，生產優質之高品質產品，配合低溫
物流，將最新鮮無花果供應消費大眾。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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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開花時
請果農加強小黃薊馬 之防治

台南轄區之芒果已進入
盛花期，特別會有小黃薊馬
危害，造成花穗受損及影響幼
果外觀。請農友應把握防治適
期，提早做好防治工作，以確保
芒果之果實品質。

加強

↑芒果幼果期極易受
小黃薊馬危害

芒果於花穗抽出前至謝花後應特別注意小黃薊馬的防
治工作。因小黃薊馬屬小型昆蟲，喜躲藏在芒果花穗、
幼果果蒂處及新葉葉脈附近刺吸危害，初期不易察
覺，待被害狀出現時往往為時已晚。農友應於芒果盛
花期後小果形成時加強防治，避免果實受害影響外
觀。
小黃薊馬之防治應於開花期及幼果期噴施藥劑，族群
於高密度之時間點應每7天施藥一次。除此之外，登記於
防治芒果害蟲之殺蟲劑，亦可有效防治小黃薊馬，由於芒
果開花期長，果農應選擇幾種作用機制不同之藥劑，輪流
使用，避免產生抗藥性。植物保護手冊登記藥劑可上本場
網站查詢，請農友參考選用。
【文/圖 林明瑩】

柑橘開花期
蚜蟲 潛葉蛾 薊馬

之防治

柑橘類水果種類甚
←停留在柑橘花上
多，包含文旦、白柚、
危害的蚜蟲
椪柑、柳丁、茂谷
↓柑橘開花期極易
等，現在是開花期，
受到薊馬的危害
容易受蚜蟲、潛葉蛾
及薊馬的危害，請農
友加強防治，以確保
果實品質。
蚜蟲主要停留在柑橘
樹新梢上刺吸取食，密
↑潛葉蛾危害狀
度高時會影響新芽之生長，且容易誘
發媒病。潛葉蛾主要發生於柑橘新梢生長期，幼蟲孵化
由於薊馬繁殖速度相當
後就近潛入嫩葉組織內，潛食葉肉，蜿蜒曲折，凡被害葉
快，本場建議於發生初期及
片會捲起、停止生育，影響枝條的成長。薊馬主要發生於
早防治，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防治
新芽生長期、開花期及幼果期，以小黃薊馬及花薊馬居
小黃薊馬時可使用48.34％丁基加保扶乳劑1,000倍。柑橘
多，體型細小，僅約 1公厘，習性隱藏，農友常忽略它的
潛葉蛾防治藥劑種類相當多，如25％芬諾克可濕性粉劑
存在。新芽生長期，葉片受害後會呈縱向皺縮，無法正常
2,000倍、50％陶斯松可濕性粉劑1,500倍、25％佈飛賽滅
生長。在開花期，薊馬會群集花器取食，造成花器受害而
寧乳劑1,000倍等。蚜蟲的防治可使用 20％免扶克乳劑800
影響授粉。在幼果期，薊馬會以刺吸式口器刺破柑橘幼果
倍、44％大滅松乳劑1,000倍、25％福賜米松溶液1,000倍
表皮細胞吸取汁液，造成果皮粗糙或呈銹斑而無光澤，危
等，農友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用藥，若有任何防治上的問
害狀呈不規則形，隨果實長大而明顯呈現。因此，為了有
題可逕與本場植物保護研究室的人員聯絡。
效防治蚜蟲、薊馬及潛葉蛾，必須把握新芽及開花至小果
【文/圖 林明瑩】
期之最佳防治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