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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陳國憲。2020。落花生臺南 19 號之育成。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76：1-15。
臺南 19 號係以雜交育種方法育成，母本為花育 23 號，父本為紅色種皮地方栽培種。

2008 年春作進行人工雜交，2008 年秋作～ 2011 年春作以混合法進行雜交後代分離繁殖及選

拔優良單株，2011 年秋作～ 2014 年春作進行品系試驗，2014 年秋作～ 2016 年春作進行區

域試驗，2016 年秋作～ 2017 春作進行栽培試驗，於 2020 年 6 月通過命名審查。臺南 19 號

為豐產、紅色種皮類型品種，株型直立，成熟收穫期，春作為播種後 110 ～ 120 天，秋作為

90 ～ 100 天。平均公頃乾莢果產量春作為 3,122 公斤，秋作為 2,944 公斤。株高 39.5 ～ 40.4
公分，剝實率春作為 68.2%，秋作為 67.8%，百莢重 229 ～ 231 公克，千粒重 581 ～ 610 公 
克。

現有技術： 現有紅色種皮花生為地方栽培種，產量低且易感銹病。

創新內容： 落花生臺南 19 號為國內第一個正式命名的紅色種皮品種。

對產業影響： 將來可增加蒸煮花生產品多樣化。 

關鍵字：落花生、品種改良

接受日期：2020 年 11 月 3 日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報告第 52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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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落花生為臺灣主要雜糧作物之一，栽培面積在 1957 年曾高達 10 萬餘公頃，1971 年以

後，種植面積遞減，遞減的原因之一為農村勞力缺乏，僱工不易且工資高漲，導致生產成本

偏高，農民種植意願低落；但自 1988 年落花生採收機開發完成後，落花生栽培幾乎完全機

械化，產業得以再延續，近幾年來國內農民生產的落花生總產量，大抵可滿足國內消費市

場的需求，自給率可高達約 85% 以上，目前栽培面積約維持在 20,000 ～ 22,000 公頃左右，

臺灣 2019 年的落花生單位面積乾莢果產量為 2,735 公斤 / 公頃 (1)，與美國等國家仍有一段距 
離，透過育種方法仍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11)。目前臺灣的主要落花生種

植品種有臺南選 9 號、臺南 14 號、臺南 16 號、臺南 17 號、臺南 18 號、臺中 2 號及地方種

紅仁等，主要分布於雲林縣、彰化縣及嘉義縣，其中以雲林縣為最主要產區，佔全國花生生

產面積 75% 以上 (1)。落花生具有多樣的消費型態，例如市面上常見的焙炒莢果、蒸煮、冷

凍莢果及鹽炒籽粒等，不同的品種適合用於不同加工型式，包括 1966 年推廣的臺南選 9 號
(9)，為適合用作焙炒的小粒品種。由於國人一向較偏好大籽粒的落花生，因此本場於 1986
年育成推廣臺南 11 號 (4)，並成為 1986 ～ 1998 年主要的栽培品種，而於 1998 年持續育成臺

南 14 號 (2)，由於具有大粒種、高產且產量穩等特性，為目前主要的栽培品種。因應市場多

元需求，2009 年推廣臺南 16 號、臺南 17 號 (5,6) 及臺南 18 號 (7)，臺南 16 號種皮富含花青素

用作帶殼焙炒加工，臺南 17 號則多用於蒸煮鮮食花生加工用途；臺南 18 號同臺南 14 號屬

大粒種油豆類型，近年來逐漸引起農友青睞，但受限於有償技術轉移模式，仍無法取代臺南

14 號，目前主要供作主婦聯盟等特定鮮豆市場使用。

本場落花生育種計畫的目標除持續著重於選育廣受農民、加工業者及消費者歡迎的食

味、高產、耐病蟲害與適合機械化栽培的品種，以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減少農藥施用量及

降低生產成本外，也將兼顧未來貿易逐漸開放及自由化趨勢，加強育成具本地獨特風味及多

元化利用之新品種以區隔進口花生原料，確保未來國產落花生產業之競爭。針對上述育種

目標，本場利用雜交育種方法育成的優良品系－南改系 187 號，南改系 187 號參加 2014 及

2016 年的區域試驗，試驗結果與目前主要的紅色種皮地方栽培種－紅仁比較，南改系 187
號具有莢果及籽粒產量穩定，且蒸煮風味優於地方栽培種 ( 紅仁 )，適合蒸煮類加工原料，

2020 年 6 月 1 日經本場作物新品種登記審查會議，通過命名為「臺南 19 號」，本文為臺南

19 號之育成經過。

材料與方法

一、育種材料及特性

臺南 19 號之雜交親本為花育 23 號 ( 母本 ) 與地方栽培種 ( 紅仁，父本 )。花育 23
號為花蓮 2 號雜交後代選育之優良品系，莢果外型為多莢型，每莢含 3 ～ 4 籽粒，大粒

種，新鮮籽粒種皮顏色為淡粉紅色。地方栽培種 ( 紅仁 )，係國內目前流通的地方栽培

種，莢果外型為多粒型，每莢含 3 ～ 4 籽粒，新鮮籽粒種皮顏色為紅色，小粒種。

二、單株選拔及品系第一年試驗

品系第一年試驗分為株行及二行試驗，試驗地點在臺南市新化區本場試驗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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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質地為壤土。株行試驗於 100 年春作在新化本場進行，播種日期為 100 年 2 月 18 
日，收穫日期為 100 年 6 月 23 日，採順序排列，作畦栽培，畦寬 1 公尺，單行植，行

長 1 公尺，每畦種植 2 行，行株距 35×10 公分，每穴種植 1 粒，每 10 行設置對照地方

栽培種 ( 紅仁 ) 1 行，試驗材料為自 08(1)-3 組合選出的 146 單株。試驗結果依照株型、

莢果產量及外觀等性狀，選拔優良品系晉級二行試驗。二行試驗於 100 年秋作在新化

本場進行，播種日期為 100 年 8 月 17 日，收穫日期為 100 年 11 月 28 日，亦採順序排 
列，作畦栽培，畦寬 1 公尺，每試驗小區，行長 2 公尺，每畦種植 2 行，行株距 35 × 
10 公分，每穴種植 1 粒，每隔 10 品系設置對照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圖 1. 臺南 19 號之系譜圖

Fig. 1. Pedigram of Tainan No.19

三、品系第二年試驗

品系第二年試驗的參試品系為品系第一年之二行試驗，表現良好晉級之品系。

品系第二年試驗於雲林縣元長鄉試區進行。臺南 19 號在品系第二年試驗的代號為

NS012013。101 年春秋作以 NS012013 等 23 品系與對照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參試，於

101 年 2 月 10 日播種，101 年 6 月 24 日採收；試驗方法採逢機完全區集設計，作畦栽 
培，畦寬 1 公尺，3 重複，每試驗小區，每畦種植 2 行，行長 3 公尺，行株距 35 公分

×10 公分，每穴種植 1 粒。

四、品系第三年試驗

品系第三年試驗自 102 年秋作及 103 年春作分別於雲林縣元長試區及嘉義縣六腳試

區進行。參試品系有 NS012005、NS012013 等 9 個品系及對照地方栽培種 ( 紅仁 )。試

驗方法採逢機完全區集設計，作畦栽培，畦寬 1 公尺，4 重複，每試驗小區，行長 5 公 
尺，每畦種植 2 行，種植 4 行，行株距為 35 公分 × 10 公分。田間栽培管理和肥料用量

均採慣行法實施。成熟收穫時，每試區逢機取樣 5 株，供考種調查重要農藝性狀，並將

小區中間二行收穫估算公頃莢果產量及籽粒產量。

五、區域試驗

區域試驗的主要目的為評估優良品系在不同環境下的產量潛力及其穩定性。臺南

19 號於 103 年秋作～ 105 年春作進行二年四期作區域試驗，試區設置地點在雲林縣土

庫鎮、元長鄉、嘉義縣六腳鄉及臺南市新化區等 4 個地區。參試的品系有臺南 19 號、

南改系 188 號及南改系 189 號及對照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等 4 品 ( 種 ) 系。區域試試驗

方法採逢機完全區集設計，作畦栽培，畦寬 1 公尺，4 重複，每試驗小區，行長 5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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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每畦種植 2 行，種植 4 行，行株距為 35 公分 × 10 公分。田間栽培管理和肥料用量

均採慣行法實施。成熟收穫時，每試區逢機取樣 5 株，供考種調查重要農藝性狀，並將

小區中間二行收穫估算公頃莢果產量及籽粒產量。

六、植株葉部病害耐性之調查

銹病及葉斑病為臺灣地區落花生主要病害之一，危害植株之葉部，嚴重時會造成種

子之飽實率不足而減少產量；臺南 19 號葉部病害調查在民國 103 年秋作～ 105 年春作

於雲林縣元長、土庫、六腳及臺南新化等四個試區進行，調查方式係在田間自然發病情

況下進行觀察紀錄，根據 Subrahmanyam et al.(10) 之銹病及葉斑病罹病等級調查標準的方

法，銹病及葉斑病罹病程度的調查方式係在田間自然發病情況下，並將罹病害等級分

1 ～ 2.0 ( 極耐病 )、3 ～ 4 ( 耐病 )、5 ～ 6 ( 中感病 )、7 ～ 9 ( 感病 ) 等 4 級。

七、種子休眠性

落花生種子具有休眠性與否，影響採收後續處理、貯存及未來播種作業相關事宜。

種子休眠性測定方法依林 (3) 等引用美國農業部之 Catalogue of Peanut 之測定方法，於

收穫後將莢果置於種子乾燥機內在 38℃乾燥，乾燥第 2 天種子與第 14 天後種子的發芽 
率，以 100 粒種子進行發芽率試驗，計算其不發芽百分率為種子休眠性，區分為 0 
(0%)、1 (1～ 10%)、2 (11～ 20%)、3 (21～ 30%)、4 (31～ 40%)、5 (41～ 50%)、6 (51～
60%)、7 (61 ～ 70%)、8 (71 ～ 80%)、9 (81 ～ 90%) 等 9 個等級。

八、肥料試驗

臺南 19 號的氮肥用量試驗進行一年二期作，105 年秋作、106 年春作在臺南新化試

區進行。氮肥用量分為 3 級，施肥方式採基肥及始花期追肥一次，氮肥種類為硫酸銨，

基肥及追肥用量分別為：0 公斤 / 公頃 + 0 公斤 / 公頃、50 公斤 / 公頃 + 50 公斤 / 公頃

及 100 公斤 / 公頃 + 100 公斤 / 公頃 3 級。過磷酸鈣及氯化鉀於播種前整地時一次施 
用，施用量過磷酸鈣為 300 公斤 / 公頃，氯化鉀為 120 公斤 / 公頃。試驗方法採逢機完

全區集設計，作畦栽培，畦寬 1 公尺，4 重複，每試驗小區，行長 5 公尺，每畦種植 2 
行，種植 4 行，行株距為 35 公分 × 10 公分。

結果與討論

一、單株選拔及品系第一年試驗

株行試驗、二行試驗參試品種 ( 系 ) 中，08(1)-3 組合後代的莢果產量高於地方栽培

種，分別有 61 及 54 個品系，其中臺南 19 號在株行及二行試驗的代號為 08(1)-3-058。
株行試驗及二行試驗之結果如表 1 所示，臺南 19 號在株行及二行試驗的莢果小區產量

分別為 109 公克 / 公尺與 144 公克 / 平方公尺。

二、品系第二年試驗

品系第二年試驗的結果如表 2 所示，101 年春作、101 年秋作及 102 春作臺南 19 號

的莢果產量分別為 3,345 公斤 / 公頃、2,406 公斤 / 公頃及 3,232 公斤 / 公頃，分別較對

照地方栽培種 (2,368 公斤 / 公頃、1,035 公斤 / 公頃及 2,016 公斤 / 公頃 ) 增產 41.3%、

132.5% 及 60.3%。101 年春作～ 102 春作，臺南 19 號的籽粒產量分別為 2,171 公斤 / 公 
頃、1,780 公斤 / 公頃及 2,295 公斤 / 公頃，分別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1,703 公斤 /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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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 公斤 / 公頃及 1,452 公斤 / 公頃 ) 增產 27.5%、85.6% 及 58.1%。剝實率則低於地方

栽培種。

表 1. 臺南 19 號在品系第一年試驗的莢果產量表現 
Table 1. Pod yield of Tainan No.19 in one-row and two-row yield trail

代號 品種 ( 系 )

株行試驗
( 100 年春作 )

二行試驗
( 100 年秋作 )

莢果產量
(g/ m2)

莢果產量
(g/ m2)

08 (1)-3-058 臺南 19 號
109

【114.7】
144

【157.3】

CK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95
【100.0】

92
【100.0】

註：括弧內為指數 (%)

表 2. 臺南 19 號在品系第二年試驗的莢果與籽粒產量

Table 2. Pod yield and kernel yield of Tainan No.19 in preliminary yield trail

品種 ( 系 )

莢果產量 (kg/ha) 籽粒產量 (kg/ha) 剝實率 (%)

101 年 101 年 102 年 101 年 101 年 102 年 101 年 101 年 102 年

春作 秋作 春作 春作 秋作 春作 春作 秋作 春作

臺南 19 號 3,345a 2,406a 3,232a 2,171a 1,780a 2,295a 64.8b 69.0b 71.0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2,368b 1,035b 2,016b 1,703b 959b 1,452b 71.8a 73.0a 72.0a

註： 表中英文字母相同者代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 ( LSD 5%，參試品系有臺南 19 號、
NS012001 及對照種等 24 品系，其他品系未表列 )。

三、品系第三年試驗

102 年秋作臺南 19 號在元長及六腳試區品系第三年試驗產量結果如表 3。元長試區

中，臺南 19 號之乾莢果產量為 3,126 公斤 / 公頃，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2,675 公斤 / 公頃 )
增產 16.9%；臺南 19 號籽粒產量為 2,076 公斤 / 公頃，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1,880 公斤 /
公頃 ) 增產 10.4%；臺南 19 號剝實率 66.4%，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70.3%) 低。六腳試區

中臺南 19 號在乾莢果產量為 2,960 公斤 / 公頃，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2,318 公斤 / 公頃 )
增產 27.7%。臺南 19 號籽粒產量為 1,992 公斤 / 公頃，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1,662 公斤 /
公頃 ) 增產 19.6%；臺南 19 號剝實率 67.3%，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71.7%) 低。102 年秋

作元長及六腳試區各項農藝性狀表現如表 5，結果顯示元長試區中，臺南 19 號株高為

33 公分，略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35 公分 ) 矮；臺南 19 號分支數為 3.9，與對照地方栽培

種 (4.5) 相近；臺南 19 號千粒重為 535 公克，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345 公克 ) 重；臺南

19 號百莢重為 193 公克，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152 公克 ) 重。六腳試區中，臺南 1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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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高為 38.2 公分，略矮於對照地方栽培種 ( 41.1 公分 )；臺南 19 號分支數為 4.2，與對

照地方栽培種 (5.1)相近；臺南19號千粒重為621公克，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376公克 )重；

臺南 19 號百莢重為 202 公克，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154 公克 ) 重。103 年春作臺南 19 號

在元長及六腳試區品系第三年試驗產量結果如表 4。元長試區中臺南 19 號之乾莢果產量

為 3,312 公斤 / 公頃，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2,654 公斤 / 公頃 ) 增產 24.7%。臺南 19 號籽

粒產量為 2,275 公斤 / 公頃，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1,844 公斤 / 公頃 ) 增產 23.4%；臺南

19 號剝實率 68.7%，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71%) 低。六腳試區中臺南 19 號在乾莢果產量

為 3,146 公斤 / 公頃，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2,458 公斤 / 公頃 ) 增產 28%。臺南 19 號籽粒

產量為 2,196 公斤 / 公頃，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1,794 公斤 / 公頃 ) 增產 22.4%；臺南 19
號剝實率 69.7%，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73%) 低。103 年春作各項農藝性狀表現如表 6 顯

示元長試區中，臺南 19 號株高為 38.2 公分，略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41.3 公分 ) 矮；臺

南 19 號分支數為 3.9，與對照地方栽培種 (4.3) 相近；臺南 19 號千粒重為 654 公克，較

對照地方栽培種 ( 368 公克 ) 重；臺南 19 號百莢重為 225 公克，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165
公克 ) 重。六腳試區中，臺南 19 號株高為 40.2 公分，略矮於對照地方栽培種 ( 43.1 公 
分 )；臺南 19 號分支數為 4.2，與對照地方栽培種 (5.1) 相近；臺南 19 號千粒重為 673 公 
克，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376 公克 ) 重；臺南 19 號百莢重為 221 公克，較對照地方栽培

種 ( 158 公克 ) 重。

表 3. 臺南 19 號在品系第三年試驗之莢果、籽粒產量及剝實率表現情形 ( 2013 年秋作 )
Table 3. Pod yield, kernel yield and shelling percentage of Tainan No.19 in advanced yield trail

品種 ( 系 )
元長試區 六腳試區

莢果產量
(kg/ha)

籽粒產量
(kg/ha)

剝實率
(%)

莢果產量
(kg/ha)

籽粒產量
(kg/ha)

剝實率
(%)

臺南 19 號 3,126a 2,076b 66.4b 2,960a 1,992a 67.3b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2,675b 1,880b 70.3a 2,318b 1,662b 71.7a

註： 表中英文字母相同者代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 ( LSD 5%，參試品系有臺南 19 號、
NS012005 及對照種等 10 品系，其他品系未表列 )。

表 4. 臺南 19 號在品系在第三年試驗之莢果、籽粒產量及剝實率表現情形 ( 2014 年春作 )
Table 4. Pod yield, kernel yield and shelling percentage of Tainan No.19 in advanced yield trail

品種 ( 系 )
元長試區 六腳試區

莢果產量
(kg/ha)

籽粒產量
(kg/ha)

剝實率
(%)

莢果產量
(kg/ha)

籽粒產量
(kg/ha)

剝實率
(%)

臺南 19 號 3,312a 2,275a 68.7b 3,146a 2,193a 69.7b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2,654b 1,884b 71.0a 2,458b 1,794b 73.0a

註： 表中英文字母相同者代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 ( LSD 5%，參試品系有臺南 19 號、
NS012005 及對照種等 10 品系，其他品系未表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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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臺南 19 號在第三年試驗之農藝特性 ( 2013 秋 )
Table 5. The plat high, thousand kernel weight, hundredpod weight of Tainan No.19 in advanced 

yield trail

品種 ( 系 )
元長試區 六腳試區

主莖長度
(cm)

分枝數
(No.)

千粒重
(g)

百莢重
(g)

主莖長度
(cm)

分枝數
(No.)

千粒重
(g)

百莢重
(g)

臺南 19 號 33a 3.9a 535a 193a 38.2a 4.2a 621a 202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35a 4.5a 345b 152b 41.1a 5.1a 376b 154b

註： 表中英文字母相同者代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 ( LSD 5%，參試品系有臺南 19 號、
NS012005 及對照種等 10 品系，其他品系未表列 )。

表 6. 臺南 19 號在品系第三年試驗之農藝特性 ( 2014 春 )
Table 6. The plat high, thousand kernel weight, hundredpod weight of Tainan No.19 in advanced 

yield trail

品種 ( 系 )
元長試區 六腳試區

主莖長度
(cm)

分枝數
(No.)

千粒重
(g)

百莢重
(g)

主莖長度
(cm)

分枝數
(No.)

千粒重
(g)

百莢重
(g)

臺南 19 號 38.2a 3.9a 654a 225a 40.2a 4.2a 673a 221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41.3a 4.3a 368b 165b 43.1b 5.1a 376b 158b

註： 表中英文字母相同者代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 ( LSD 5%，參試品系有臺南 19 號、
NS012005 及對照種等 10 品系，其他品系未表列 )。

綜合上述，臺南 19 號在第三年試驗平均莢果產量及平均籽粒產量如表 7 所示，以

莢果產量而言，臺南 19 號春作平均的莢果產量為 3,329 公斤 / 公頃，較對照地方栽培

表 7. 臺南 19 號在品系第三年試驗之平均莢果產量、籽粒產量及剝實率平均 ( 102 年秋、

103 春作 )
Table 7. Average pod yield, kernel yield and shelling percentage of Tainan No.19 in advanced 

yield trail

品種 ( 系 )
春作 秋作

莢果產量
(kg/ha)

籽粒產量
(kg/ha)

剝實率
(%)

莢果產量
(kg/ha)

籽粒產量
(kg/ha)

剝實率
(%)

臺南 19 號
3,229

【126】
2,288

【121】
69.2

3,043
【122】

2,034
【115】

66.9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2,556

【100】
1,840

【100】
72.0

2,497
【100】

1,771
【100】

70.8

註：括弧內為指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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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 2,556 公斤 / 公頃 ) 增產 26%。以籽粒產量而言，臺南 19 號秋作平均的籽粒產量為

2,288 公斤 / 公頃，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1,840 公斤 / 公頃 ) 增產 21%；此外，臺南 19 號

在春作平均剝實率為 69.2%，低於對照地方栽培種 (72%)。臺南 19 秋作平均的莢果產

量為 3,043 公斤 / 公頃，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2,497 公斤 / 公頃 ) 增產 22%。以籽粒產量

而言，臺南 19 號秋作平均的籽粒產量為 2,034 公斤 / 公頃，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1,771
公斤 / 公頃 ) 增產 15%；此外，臺南 19 號在春作平均剝實率為 66.9%，低於對照地方栽

培種 (70.8%)。
五、區域試驗

臺南 19 號和對照地方栽培種，二年四期作的莢果產量、籽粒產量、剝實率、千粒 
重、百莢重等農藝性狀，如表 8、9、10、11 所示。

表 8. 臺南 19 號二年四期作之區域試驗的莢果產量表現情形 ( 103 年秋～ 105 年春作 )
Table 8. Pod yield of Tainan No.19 in regional yield trail (2014 ~ 2016)

品種 ( 系 )
莢果產量 (kg/ha)

元長 土庫 六腳 新化

103 年秋作

臺南 19 號 3,212a 3,082a 3,016a 2,817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2,689b 2,745b 2,832b 2,334a

104 年春作

臺南 19 號 3,243a 3,312a 3,143a 2,875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3,357a 2,873b 2,576b 2,463b

104 年秋作

臺南 19 號 3,164a 3,036a 2,972a 2,854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2,685b 2,467b 2,474b 2,776a

105 年春作

臺南 19 號 3,316a 3,379a 2,963a 2,748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2,857b 2,742b 2,458b 2,674a

註： 表中英文字母相同者代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 ( LSD 5%，參試品系有南改系 187 號、對
照種等 4 品 ( 種 ) 系，其他品系未表列 )。

根據轄區 4 地區區域試驗二年四期作試驗結果，臺南 19 號春作的莢果產量約在

2,748 〜 3,379 公斤 / 公頃，秋作的莢果產量約在 2,817 〜 3,212 公斤 / 公頃，較對照地

方栽培種增產的試區，2 年春作各有 3 處達顯著差異水準；2 年秋作也各有 3 處達顯著

差異水準 ( 表 8 )。籽粒產量方面，臺南 19 號春作的籽粒產量約在 1,744 〜 2,298 公斤

/ 公頃，秋作的籽粒產量約在 1,885 〜 2,164 公斤 / 公頃，較對照地方栽培種增產的試 
區，2 年春作各 1 處達顯著差異水準；103 年秋作有 1 處，104 年秋作有 3 處達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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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水準 ( 表 9 )。千粒重方面，臺南 19 號的千粒重春作為 583 〜 632 公克，秋作為 542
〜 612 公克，皆高於對照地方栽培種 ( 春作為 332 〜 407 公克、秋作為 328 〜 360 公 
克 )，春作及秋作參試地區皆達顯著差異水準 ( 表 10 )。百莢重方面，臺南 19 號春作

216 〜 243 公克，秋作為 218 ～ 237 公克，皆高於對照地方栽培種 ( 春作為 132 〜 165
公克、秋作為 139 〜 158 公克 )，春作及秋作參試地區皆達顯著差異水準 ( 表 11 )。

綜合 103 年秋作～ 105 年春作，二年四期作區域試驗春作、秋作平均的莢果及籽粒

產量等性狀表現 ( 表 12 )，臺南 19 號春作的莢果產量及籽粒產量分別為 3,122 公斤 / 公
頃及 2,108 公斤 / 公頃，均高於對照地方栽培種，其中平均莢果產量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2,750 公斤 / 公頃 ) 增加 14%，籽粒產量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1,958 公斤 / 公頃 ) 增加 
8%；千粒重與百莢重分別為 610 公克與 231 公克，均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365 公克、

148 公克 ) 高。臺南 19 號秋作的莢果產量及籽粒產量分別為 3,007 公斤 / 公頃及 2,042
公斤 / 公頃，均高於對照地方栽培種，其中平均莢果產量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2,625 公

斤 / 公頃 ) 增加 15%，籽粒產量較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1,868 公斤 / 公頃 ) 增加 9%；千

粒重與百莢重分別為 581 公克與 229 公克，均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343 公克、149 公克 )
高。

表 9. 臺南 19 號二年四期作之臺區域試驗的籽粒產量表現情形 ( 103 年秋～ 105 年春作 )
Table 9. Kernel yield of Tainan No.19 in regional yield trail (2014 ~ 2016)

品種 ( 系 )
籽粒產量 (kg/ha)

元長 土庫 六腳 新化

103 年秋作

臺南 19 號 2,152a 2,164a 2,018a 1,885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1,940b 2,020a 2,011a 1,634a

104 年春作

臺南 19 號 2,205a 2,252a 2,106a 1,955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2,345a 2,098a 1,855b 1,749a

104 年秋作

臺南 19 號 2,152a 2,034a 1,991a 1,941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1,933b 1,776b 1,757b 1,970a

105 年春作

臺南 19 號 2,255a 2,298a 2,015a 1,774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2,086a 1,770b 1,835a 1,925a

註： 表中英文字母相同者代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 ( LSD 5%，參試品系有南改系 187 號、對
照種等 4 品 ( 種 ) 系，其他品系未表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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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臺南 19 號二年四期作區域試驗的千粒重表現情形 ( 103 年秋～ 105 年春作 )
Table 10. Thousand kernel weight of Tainan No.19 in regional yield trail (2014 ~ 2016)

品種 ( 系 )
千粒重 (g)

元長 土庫 六腳 新化

103 年秋作

臺南 19 號 580a 612a 572a 561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341b 352b 335b 328b

104 年春作

臺南 19 號 621a 632a 614a 586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351b 376b 358b 332b

104 年秋作

臺南 19 號 592a 602a 584a 542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360b 354b 346b 331b

105 年春作

臺南 19 號 621a 631a 592a 583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407b 387b 368b 342b

註： 表中英文字母相同者代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 ( LSD 5%，參試品系有南改系 187 號、對
照種等 4 品 ( 種 ) 系，其他品系未表列 )。

表 11. 臺南 19 號二年四期作之臺區域試驗的百莢重表現情形 ( 103 年秋～ 105 年春作 )
Table 11. Hundred pod weight of Tainan No.19 in regional yield trail (2014 ~ 2016)

品種 ( 系 )
百莢重 (g)

元長 土庫 六腳 新化

103 年秋作

臺南 19 號 227a 231a 230a 228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142b 152b 141b 154b

104 年春作

臺南 19 號 243a 232a 216a 221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162b 165b 148b 143b

104 年秋作

臺南 19 號 234a 237a 224a 218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158b 154b 152b 139b

105 年春作

臺南 19 號 236a 225a 238a 238a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151b 148b 132b 136b

註： 表中英文字母相同者代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 ( LSD 5%，參試品系有南改系 187 號、對
照種等 4 品 ( 種 ) 系，其他品系未表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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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區域試驗二年四期作平均莢果產量、籽粒產量、千粒種及百莢重表現情形

Table 12. Average pod yield, kernel yield, thousand kernel weight, hundred pod weight and shelling 
percentage of Tainan No.19 in regional yield trail

品種 ( 系 ) 莢果產量
(kg/ha)

籽粒產量
(kg/ha)

千粒種
(g)

百莢重
(g)

春作

臺南 19 號 3,122
【114】

2,108
【108】

610 231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2,750
【100】

1,958
【100】

365 148

秋作

臺南 19 號 3,007
【115】

2,042
【109】

581 229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2,625
【100】

1,868
【100】

343 149

註：括弧內為指數 (%)。

六、植株葉部病害耐性之調查

根據二年四期作試驗調查結果 ( 表 13 )，臺南 19 號在 104 年、105 年春作銹病平均

罹病等級為 2.7，103 年、104 年秋作平均罹病等級為 3.2，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春作為 

表 13. 臺南 19 號銹病及葉斑病罹病等級 ( 103 年秋作～ 105 年春作 )
Table 13. The average rust and leaf spot scale of Tainan No.19 in regional yield trail (2014 ~ 2016)

品種 ( 系 ) 銹病罹病等級 葉斑病罹病等級

元長 土庫 六腳 新化 平均值 元長 土庫 六腳 新化 平均值

103 年秋作

臺南 19 號 3.2a 2.9a 3.4a 3.4a 3.2 3.1a 2.9a 2.8a 3.2a 2.9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4.5b 4.2b 4.8b 3.6a 4.2 3.4a 3.6b 4.1b 4.3b 3.7

104 年春作

臺南 19 號 2.8a 2.3a 3.1a 2.7a 2.7 2.1a 2.4a 3.2a 2.9a 2.8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3.9b 3.6b 3.6a 3.8b 3.7 3.2b 3.6b 3.5a 3.2a 3.4

104 年秋作

臺南 19 號 3.1a 2.9a 2.7a 2.8a 2.8 2.6a 2.1a 2.4a 2.7a 2.4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4.3b 4.1b 3.8b 4.3b 4.1 3.2b 3.5b 3.6b 3.8b 3.6

105 年春作

臺南 19 號 2.7a 2.5a 2.9a 2.7a 2.8 2.1a 2.7a 2.2a 2.4a 2.4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3.8b 2.7a 3.7b 3.8b 3.4 3.2b 2.9a 3.3b 3.6b 3.3

註： 表中英文字母相同者代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 ( LSD 5%，參試品系有南改系 187 號、對
照種等 4 品 ( 種 ) 系，其他品系未表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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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秋作為 4.2 ) 低。104 年、105 年春作葉斑病平均罹病等級為 2.6，103 年、104 年

秋作平均罹病等級為 2.8，較對照地方栽培種 ( 春作為 3.4，秋作為 3.7 ) 低 ( 表 14 )。此

結果表示臺南 19 號對於銹病及葉斑病屬耐病之品種。

七、種子休眠性 
落花生種子具有休眠性與否，影響採收後續處理、貯存及未來播種作業相關事宜。

臺南 19 號及對照地方栽培種的種子休眠性測定所使用之種子係用 106 年春作分別於播

種後 95、110 天收穫的種子 ( 果莢 )，置於種子乾燥機內，在 38℃乾燥第 2 天種子與第

14 天後種子的發芽率。結果列於表 15。臺南 19 號秋作採收後第 2 天種子的發芽率為

92.7%，採收後第 14 天種子發芽率則為 95.6%。根據發芽率測定的結果，臺南 19 號的

新鮮種子與乾燥後種子休眠性均屬第 1 級，無明顯休眠性。

表 14. 臺南 19 號銹病及葉斑病春、秋平均罹病病等級 ( 103 年秋作～ 105 年春作 )
Table 14. The average rust and leaf spot scale of Tainan No.19 in spring and autumn respectively, in 

regional yield trail (2014 ~ 2016)

品種 ( 系 )
春作 秋作

銹病 葉斑病 銹病 葉斑病

臺南 19 號 2.7 2.6 3.2 2.8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3.6 3.4 4.2 3.7

表 15. 臺南 19 號種子之發芽率測定

Table 15. Germination ratio of Tainan No.19

品種 ( 系 )
發芽率 (%)

採收後第 2 天 採收後第 14 天

臺南 19 號 92.7 ± 2.6 95.6 ± 2.1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91.6 ± 2.1 96.6 ± 2.3

八、肥料試驗

105 年秋作，播種日期為 9 月 16 日，土壤質地為壤土，pH 為 7.3，有機質含量為

0.37%，有效性磷含量為 191 公斤 / 公頃，有效性鉀含量為 136 公斤 / 公頃；106 年春播

種日期為 2 月 20 日；土壤質地為壤土，pH 為 7.2，有機質含量為 0.45%，有效性磷含

量為 238 公斤 / 公頃，有效性鉀含量為 175 公斤 / 公頃。氮肥施肥方式採基肥及始花期

追肥一次，氮肥種類為硫酸銨，基肥及追肥用量分別為：0 公斤 / 公頃 + 0 公斤 / 公頃、

50 公斤 / 公頃 + 50 公斤 / 公頃及 100 公斤 / 公頃 + 100 公斤 / 公頃 3 級。綜合 105 年秋

作及 106 年春作的試驗結果顯示，莢果產量、籽粒產量、千粒重及百莢重等性狀，莢果

及籽粒產量以施用基肥及追肥各 50 公斤 / 公頃硫酸銨及 100 公斤 / 公頃硫酸銨表現較好

( 表 16 )。
九、官能品評

臺南 19 號鮮莢果水煮與冷凍花生官能品評結果如表 17，臺南 19 號水煮與冷凍花

生結果較對照佳。水煮鮮莢果官能品評結果在色澤、風味、香氣及口感品評介於 6.96 ～

7.325 之間，冷凍鮮莢果官能品評介於 7.42 ～ 7.67 之間，均較對照地方栽培種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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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落花生臺南 19 號之植株特性

Fig. 2. Plant characteristics of Tainan No.19

表 16. 氮肥用量對臺南 19 號莢果產量、籽粒產量、千粒種及百莢重的影響

Table 16. Pod yield, kernel yield, thousand kernel weight and hundred pod weight of Tainan No.19 
in different nitrogen levels treatment

硫酸銨用量
(kg/ha)
( 基肥 + 追肥 )

莢果產量

(kg/ha)

籽粒產量

(kg/ha)

千粒種

(g)

百莢重

(g)
105 年秋作

0 + 0 2,289b 1,511b 542b 194b

50 + 50 2,758a 1,820a 613a 234a

100 + 100 2,693a 1,804a 596a 226a

106 年春作

0 + 0 2,458b 1,671b 567b 201b

50 + 50 2,862a 1,946a 618a 238a

100 + 100 2,884a 1,961a 623a 242a

註：表中英文字母相同者代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

表 17. 落花生臺南 19 號水煮及冷凍莢果加工產品官能品評

Table 17. Boiled and frozen processed product flavor tasting test of Tainan No.19

品種 ( 系 ) 色澤 風味 香氣 口感

---------------------------------------- 水煮 ------------------------------------------
臺南 19 號 6.96 ± 1.12 7.32 ± 1.21 7.46 ± 1.21 7.42 ± 1.32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5.76 ± 0.87 6.52 ± 1.41 7.22 ± 1.14 5.32 ± 0.83

---------------------------------------- 冷凍 ------------------------------------------
臺南 19 號 7.67 ± 1.04 7.42 ± 1.32 7.52 ± 1.24 7.62 ± 1.34
地方栽培種 ( 紅仁 ) 6.43 ± 1.21 6.57 ± 1.31 7.42 ± 1.33 6.24 ± 1.17

註：1. 品評分數：1 ～ 2 分非常差、3 ～ 4 分差、5 分普通可以接受、6 ～ 7 分好、8 ～ 9 分
非常好。

2. 品評人數：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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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peanut cultivar Tainan No.191

Chen, K. H.2

Abstract

Peanut cultivar (Arachis hypogaea L.) Tainan No.19 is a high-yielding, red skin type, 
developed by the Taina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Tainan DARES) 
in June 2020. It was selected by bulk method during 2008 fall to 2011 spring from the cross of 
H.I.23 with red skin local cultivar made in the spring of 2008. The single plant selection was 
made in F5 generation, in the 2011 spring. Tainan No.19 was evaluated in a series of trials during 
2011 fall ~ 2016 spring at the trail field of Tainan DARES, Yunlin and Chiayi. Tainan No.19 is an 
early maturing cultivar and required approximately 110 ~ 120 days and 90 to 100 days to mature, 
respectively, in the spring and the fall environments in Taiwan. The average dry pod yield of Tainan 
No.19 is 3,122 kg/ha in the spring crop and 2,944 kg/ha in the fall crop. The plant height of Tainan 
No.19 is about 39.5 ~ 40.4cm, shelling percentage is about 67.8% ~ 68.2%, hundred-pod weight is 
about 229 ~ 231 g, and thousand-kernel weight is about 581 ~ 610 g.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The existing red skin peanut is a local cultivar, which has low yield and susceptible to rust.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Tainan No. 19 is the first official cultivar of red skin peanut in Taiwan.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Tainan No. 19 will increas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boiled processing peanut produc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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