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研究 室
優質、抗逆境果菜類作物之
品種改良
一、夏南瓜育成4個品種，辦理非專屬
授權，共技轉4家種苗業者。4個
品種特性分述如下：臺南1號，深
綠色果皮、高抗白粉病、適9月中
旬-2月上旬播種 (臺南區)，單株30
日最高可收3.67公斤。臺南2號，
深綠色果皮、中抗白粉病，較耐
熱、適8月中旬-3月上旬播種 (臺

↑夏南瓜臺南1號

南區)，單株30日最高可收3.78公

↓夏南瓜臺南2號

斤。臺南3號，白綠色果皮、中抗
白粉病、略耐熱、極豐產、果肉細
嫩、適8月下旬~3月上旬播種 (臺南
區)，單株30日最高可收4.23公斤。
臺南4號，黃色果皮、果色亮麗、
高抗白粉病、涼溫期生育良好、適
10月上旬-2月上旬播種 (臺南區) ，
單株30日最高可收3.34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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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南瓜臺南3號
↓夏南瓜臺南4號

↑洋香瓜臺南13號夏作栽培 (7月)
↓洋香瓜臺南13號剖面

二、選定夏作表現優良之雜交品系
TN980132命名為臺南13號，完成
非專屬授權，技轉予「宇辰農業生
技有限公司」。洋香瓜臺南13號為
雜交一代品種，具中抗白粉病、高
糖度、耐熱及生育勢良好之特色，
可提供農民於春末-早秋期間播種

最高 (10.6度)；可滴定酸含量以

栽培之品種選擇。

102fb219 (0.47％) 最高；彩度則以

三、小果番茄雜交新品系比較試驗，以

102fb216、臺南24號較高，餘者多

臺南24號為對照品種，試驗品系

在31-35間。硬度以102fb215最高

10個，其中臺南24號及102fb216

(3.92㎏)，102fb210、102fb214、

為黃色，其餘均為紅色。單果重以

102fb217也都在3.0㎏以上。另進

102fb215 (24.6g) 最重；果實糖度

行自交系觀察試驗，選出216個優

共有3品系超過10度，以102fb212

良品系進入下一作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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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328引子來檢測Ph-3 Marker， 自左而
右，CLN321H-27 (10-11)、CLN3241M (12-

番茄抗黃化捲葉病毒之分子
標誌輔助品種選育

13) 等抗病品種，酵素分解後出現500及260
片段，臺南24號 (4-6)、金玉 (7-9) 等品種只
有500 bp片段

完成CLN321H-27、CLN3241M等
抗晚疫病品種Ph-3抗病基因檢測。其
中採用RAPD引子 (MRTOM系列)，經
PCR複製出介於4500 bp-2000 bp之片
段，但抗感病品種間多型性表現不穩
定，需再次確認。另外以TG328引子
來檢測SCAR Marker，以PCR複製後再
經內切脢BstNI分解，CLN321H-27、
CLN3241M得到260bp片段，臺南24號
只有500 bp片段。TG591引子複製經
AciI分解後，發現，在150 bp (感病)、
160 bp (抗病) 片段出現多型性。檢測自
交品系之抗病基因，完成80個Tylcv抗
病基因檢測、30個根瘤線蟲抗病基因檢

160
160 160
150
150 150

M M 1M1 2 12 3 23 4 34 5 45 6 56 7 67

7

↑TG591引子檢測Ph-3 Marker，酵素分解後
出現150/160 bp片段之差異，具160 bp片
段具Ph-3抗性基因，1-3為TN24，4-6為
CLN3241M (抗病品種)

測。檢測各品系對Ty之抗性反應，檢測
40個品系，其中具Ty-2抗性基因者有17
個品系，檢測 30個品系，其中具Ty-3抗
性基因有7個，檢測10個品系，其中具
Ty-5抗性基因有3個。檢測30個品系，
具Mi-9抗性基因有1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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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蔬菜－非洲紅茄耐逆境
生產模式建立
探討紅茄 (Salanum integrifolium
Poir.) 在水份逆境及高溫障礙下植株生

紅茄淹水逆境生育調查
品系名稱

種植株數

死亡株數

存活株數

死亡率

102fc001

A12

15

10

4

66.67%

102fc002

A13

15

11

2

73.33%

102fc003

A14

15

12

3

80.00%

102fc004

A15

6

3

3

50.00%

102fc005

紅茄-臺東

20

6

14

30.00%

102fc006

Soxna

9

2

7

22.22%

102fc007

N'goyo

20

4

14

20.00%

102fc008

Djamba

20

7

10

35.00%

102fc009

Yalo

20

16

4

80.00%

102fc010

N'droea issia

20

9

11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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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編號

播種期102/10/01播種，11/12定植，103年6月調查。

←非洲紅茄Yalo植株矮小，果粒大、扁圓型，
顏色綠轉橘色，有條斑
↓停止灌水1個月對非洲紅茄並無明顯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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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情形，以建立其生產模式。完成春作

主軸進行撰寫，可提供栽培農民栽培參

品系A12-A15及102fb006-102fb010等

考。

9品系觀察試驗，並進行耐淹水逆境調
查。最不耐淹水逆境為102fb009 (Yalo)
及A13，死亡率高達80％。最耐淹水逆
境之品種 (系) 為102fb007 (N'goyo，死

與荷蘭Wageningen大學合作，由

亡率20％)、次耐淹水逆境為102fb006

荷方規劃我方建造專屬於臺灣地區之小

(Soxna，死亡率22.2％)。以生長箱進行

果番茄周年生產示範溫室。示範溫室

植株對高溫 (日溫35℃/夜溫25℃) 之耐

面積684平方公尺，單位面積建造成本

受性，A12-A15及車輪茄 (對照品種) 等

為荷蘭溫室的1/10，依據臺灣地區設施

5品 (種) 系中以A12存活率佳 (75％)，

生產之需求，溫室採用具有散射功能

A14存活率最差 (20.8％)，車輪茄 (對照

(Diffuse)塑膠布為披覆材料，具有85%

品種) 為43.7％。進行A12-A15及車輪茄

透光率及70%散射率，地面則以白色雜

等5個品 (種) 系耐乾旱調查，僅A13對乾

草抑制蓆覆蓋；以側窗及開窗率達地板

旱耐受性略差些，其於皆對乾旱忍受力

面積50%的天窗配合350g/m2h噴霧量，

皆佳。

達到溫室內不高於35℃的目標。溫室於

研發作物健康管理關鍵技術
－小果番茄與香瓜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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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荷合作導入節能型溫室於
設施果菜周年生產之應用

本年3月完工，為了模擬出最佳環控條
件及驗證設備效能，於3月31日定植小
果番茄「玉女」及「臺南亞蔬6號」，

番茄工作項目方面，在嘉義縣布袋

同時進行品質及產量分析，並記錄試驗

鎮設立示範田，進行秋作示範。田區於

期間溫室內平均溫濕度。試驗期間養液

9月下旬進行土壤檢測，再根據本場土

由本場自行研發配方，依照光積值進行

壤檢驗分析結果，進行土壤改良，推薦

灌溉，每株於光度累積達200 umol/m2s

施肥量，並配合微生物肥料 (溶磷菌) 使

即灌溉100mL，平均每日灌溉次數為

用，試驗結果顯示，示範區減少施肥量

9-13次，每日平均溢流量約於35-40%

43.3%，但促進植株養分吸收，產量亦

之間。溫室內環空由Priva-Maximizer系

提昇 6.5%。

統自動控制，設定白天溫度高於27度

香瓜工作項目方面，於嘉義縣布

時啟動降溫設備 (如：噴霧、天窗及側

袋鎮與嘉義縣六腳鄉辦理田間示範操作

窗)，夜間溫度低於18度時啟動保溫設

與講習會，田間結果顯示施用微生肥

備 (如：天窗及側窗)。除了硬體設施

料 (溶磷菌) 可減少香瓜栽培期磷肥之

外，由作物栽培及農業機械研究背景兩

施用量。另外著手「香瓜健康管理操作

位同仁至荷蘭Wageningen大學參加為

手冊」之編撰，手冊中分別依據栽培方

期一個月Greenhouse Technology課程，

式、肥培管理以及病蟲害綜合防治三大

並帶領轄區兩位青年農民參觀多家果菜

本年度完成育種材料分享，每單位提供

程，將環控、生物防治及養份管理等觀

3-5品系，由各場自行進行雜交組合，

念，快速且準確地推展至轄區農民的栽

於12月陸續完成授粉工作，完成15-20

培實務中。

雜交組合，將於明年度進行觀察試驗。

建置作物種苗營銷平臺加速
產官學交流
一、育種聯盟成立與資源分享

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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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栽培溫室，同時參加Green Q訓練課

二、辦理番茄品種及技術展示
番茄品種展示以田間展示為主，番
茄種苗技術以海報展示為主。田間種植
共78個品種 (系)，包括各種苗公司提供

本場、種苗繁殖場及花蓮場組成

51個品種、亞蔬中心提供6個品種、花

番茄育種聯盟，除了番茄資訊交流外，

蓮場提供12個半成品 (品系)、本場9個
半成品 (品系)。

←示範溫室外觀
↓示範溫室栽培體系
採介質栽培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