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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區農業改良場雜糧新品種介紹 

游添榮、陳國憲、黃涵靈、吳昭慧、詹雅勛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良場 

摘    要 

臺灣地窄人稠，自有糧食偏低，每年須進口 4 百多萬公噸的飼料玉米和 2 百

多萬公噸的大豆及 1 百多萬公噸的小麥等糧食供國內使用。2007 年後，石油價

格價格變動大，加以全球氣候異常變化，使世界糧食生產異常，國際糧價變動大，

常使國內原物料成本上揚，國內物價上漲，對國人生活的壓力日增。硬質玉米、

大豆、小麥、胡麻、落花生及薏苡等雜糧作物，其生產到收穫都可用機械完成，

且生產過程中所需的水資源也僅為水稻的 1/5～1/3，是省工節水的糧食作物，政

府推行大糧倉計畫將雜糧列入推廣種植的重點作物。本場服務的雲嘉南地區是臺

灣重要的糧食生產地區，也是推動大糧倉的重點地區。在此介紹本場近年來研發

的雜糧新品種落花生臺南 18 號和大豆臺南 10 號和黑豆南 11 號及硬質玉米臺南

29 號等新品種的特性。 

關鍵詞：雜糧、落花生、大豆、硬質玉米 

前    言 

落花生是國內產值最高的雜糧作物，105 年國內栽培面積為 21,430 公頃，雲

林縣的栽培面積為 15,851 公頃是主要產區。國產落花生以內為主，自給率達 80

％以上。為因應未來開放自由貿易準備，本場近年來花生品種選育標準逐漸調整

為朝向本土風味，特殊多元化及延長儲窗壽命品種方向發展，以適度提升與國際

市場區隔，減緩日後低價進口衝擊，保障農民收益。 

大豆在國內分成黃豆和黑豆 2 種，黃豆主要作為豆漿，豆腐、豆花等加工產

品的原料，黑豆主要供作釀造醬油的原料。大豆為國內重要大宗作物，臺灣每年

需要約 200 多萬公噸，因供作加工食用的原料量多，價格高，是目前農委會重點

推廣的雜糧作物。本場積極配合活化農地及提升糧食自給率之大糧倉政策，極力

復耕國產大豆，栽培面積從 100 年 55 公頃至 105 年增加為 2,177 公頃，以雲嘉

南和屏東為主要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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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1 年，農委會為提高國產馬齒種和硬粒種玉米其用途的多元化，並增加

農民收益，將國內農民種植的馬齒種或硬粒種的黃色玉米改稱為硬質玉米。國產

硬質玉米除了當飼料用外，也可加工供作玉米粉、玉米糖漿及食品原料等用途。

並輔導中華民國農會和各地區農會與農民契作收購硬質玉米，使國內硬質玉米的

栽培面積從 101 年的 6,612 公頃，到 105 年提高到 16,157 公頃。目前硬質玉米在

臺灣的主要產區為嘉義及臺南地區，約占 83%，為最主要的生產地區。 

落花生臺南 18 號之特性 

落花生臺南 18 號研發目的為朝本土風味方向發展所選育品種，具有現在主

要栽培品種臺南 14 號大粒、豐產優點，同時兼具深受消費者喜愛的臺南選 9 號

濃郁風味及高剝實率特性，加工後口感也較臺南 14 號更細緻鮮甜，風味更香醇。

臺南 18 號係以雜交育種方法育成，於 101 年通過命名審查，104 年取得品種權。  

臺南 18 號屬西班牙型，株型直立，成熟收穫期，春作為播種後 120～130 天，

秋作為 100～110 天。平均公頃乾莢果產量春作為 4,123 公斤，秋作為 2,527 公斤。

株高 32.9～37.3 公分，剝實率春作為 72.6%，秋作為 69.6%，百莢重 142～177

公克，千粒重 551～652 公克，籽粒油份含量 49.9～50.5%，蛋白質含量 27.8%～

28.2%。在田間自然發病情形下，罹患銹病及葉斑病的程度，較臺南 14 號輕微。

104 、106 年分別技轉予雲林縣虎尾鎮及臺南市山上區專業農民生產使用，目前

由承接農友釋出種原預估種植面積約達 200 餘公頃(106 年秋作)，仍持續成長中，

主要用作供應主婦聯盟之生豆市場原料生產。 

大豆臺南 10 號之特性 

大豆臺南 10 號係臺南區農業改良場於 103 年 5 月育成，雜交育種法育成。

大豆臺南 10 號具有高產、耐白粉病，臍色黃色、非基因轉殖、蛋白質含量高等

優良特性。其生育日數在春作 101～103 天，秋作 96～98 天。植株屬於有限生長

型。春作株高 59.3~62.2 公分，秋作株高 40.4~43.7 公分。花白色，葉為羽狀三小

葉，小葉披針形。種子圓形，種皮、子葉及種臍均為黃色，百粒重 24.8～27.1 公

克。籽實產量每公頃春作 2,700～3,800 公斤，秋作 2,100～2,400 公斤。乾基蛋白

質(41%)含量高，營養成分豐富。 

新品種大豆臺南 10 號為食用級大豆，蛋白質含量 40%以上，適合做為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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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漿、豆麥醬油、味噌等使用，尤其種臍為黃色，更為味噌業者的最愛，目前為

新北市農會及義美公司契作製作豆漿之品種。新品種產量增加 10~20%，可提高

農民種植意願，增加國內糧食自給率。 

黑豆臺南 11 號之特性 

黑豆臺南 11 號於 106 年育成，以雜交育種法育成。黑豆臺南 11 號具有高產、

抗白粉病，非基因轉殖、蛋白質含量高等優良特性。其生育日數在春作 106 天，

秋作 96 天。植株屬於有限生長型。春作株高約 53 公分，秋作株高約 58 公分。

花紫色，葉為羽狀三小葉，小葉銳卵形。種子扁圓形，種皮黑色、子葉綠色及種

臍為黑色，百粒重 22～28 公克。籽實產量每公頃春作約 3,000 公斤，秋作約 3,100

公斤。乾基蛋白質(39.2%)含量高，營養成分豐富。 

黑豆臺南 10 號為優質中粒青仁黑豆品種，抗氧化能力、異黃酮及花青素含

量高，且抗白粉病，適合作豆漿、豆腐、黑豆茶等產品，未來可往保健飲品開發。

對推廣單位而言，可提供農民種植新選擇，國內種植大豆不僅可提高糧食自給

率，同時大豆與根瘤菌共生，可以固定空氣中氮素，減少氮肥施用，對土壤地力

維持及後期作物生產有很大幫助，且能在地生產在地消費，不僅降低運輸里程，

愛護地球，而且有助於農業永續經營。對消費者而言，可提供非基改、高蛋白質、

高品質國產大豆。 

硬質玉米臺南 29 號之特性 

硬質玉米臺南 29 號為 3 系雜交品種，於 106 年育成。硬質玉米臺南 29 號具

有耐旱、耐低溫，籽實高產、抗倒伏倒折可適合機械收穫、不易感染銹病和葉斑

病，播種後可不必施藥防治病蟲害、可省工節水栽培。臺南 29 號為非基因轉殖、

其蛋白質含量高等特性。其生育日數在秋作 120～150 天。秋作株高 210～250 公

分。莖桿及葉鞘為綠色，百粒重 26～38 公克。秋作籽實產量每公頃 6,500～7,500

公斤。蛋白質含量為 8.8%，營養成分豐富。 

硬質玉米臺南 29 號的籽粒產量每公頃 6,500～7500 公斤，較現有栽培品種

臺農 1 號高約 10％。籽實的蛋白質含量為 8.8％，比一般進口硬質玉米高約 10

％，營養價值高且不易感染銹病、葉斑病，省工、耐低溫、可不用灌溉，播種後

不必施藥防治病蟲害，可節省水資源及生產成本。植株強健，抗倒伏倒折，適合

機械栽培收穫，可提高農民種植意願及收益。106 年在雲嘉南地區推廣 65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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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近年來，政府進行「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及「對地綠色環境給付」

計畫都是針對目前臺灣農業中，農村人力老化‧農村人力不足，平均每戶農地面

積太少，稻米生產過剩，農地利用及節省水資源以生產糧食等問題所推行的重要

工作。計畫中鼓勵農民種植的硬質玉米、大豆、小麥、薏苡等雜糧作物，其生產

到收穫都可用機械完成，且生產過程中所需的水資源也僅為水稻的 1/5～1/3，故

是省工和節水的糧食作物。 

目前臺灣生產落花生、大豆和硬質玉米等雜糧作物，每公頃可較水稻節省

6,000～10,000 噸的水資源。10,000 公頃即可較水稻節省約 6,000 萬～1 億噸的水

資源，是友善環境及省工節水的作物，也是推動稻田轉作的重要作物之一。但臺

灣雜糧的生產成本多高於目前進口雜糧，如無政府的支持是無法推動的。故政府

的政策支持是決定雜糧在臺灣能否生產的關鍵。國內雜糧的產業要配合政府政策

外，也須努力提升產品價值，提升農民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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