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子分場
摘要
103年朴子分場進行玉米品種改
良、生產技術改進及產銷推廣工作、雲
林地區高鐵兩旁稻田轉作釀酒高粱研
究、旱田輪作制度之研究及輔導農民種
植玉米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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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4,060公斤及臺南24號的4,340公斤。

嘉南地區環境親和型旱田輪
作經營模式
試驗旨在探討旱田輪作制度各期
作對土壤肥力變化、作物田間雜草、病

甜玉米新品系組合力檢定試驗結

蟲害發生種類及密度之消長及作物用

果，春作以臺南26號的含苞葉鮮穗產

水量，以及作物產量與收益之評估。

量21,340公斤/公頃最高，新品系以

耕作制度有六種分別為：A.甜玉米-綠

PSHC102(2)-1014之含苞葉鮮穗產量

肥田菁-胡麻；B.甜玉米-綠肥田菁-黑

17,670公斤/公頃較好。

豆；C.綠豆-綠肥田菁-甜玉米；D.黑

糯玉米新品系組合力檢定試驗結

豆-綠肥田菁-甜玉米；E.紅高粱-綠肥

果，春作以新品系PXHC101-68和72之

田菁-綠豆；F.薏苡-綠肥田菁-胡麻等六

含苞葉鮮穗產量15,530公斤/公頃為最

種處理。春作試驗結果，雜草重量以

高，優於臺南23號的8,640公斤和臺南

處理C之綠豆田間公頃鮮株重1,700公

25號的5,900公斤。

斤/公頃最高。春作甜玉米發生莖腐病

飼料玉米新品系區域試驗，春作

3.5%,，綠豆及黑豆發生黃毒娥3.8%，

以PFHC101-10236、1029及1065的籽

夏作綠肥田菁發生斜紋夜盜蟲，危害率

粒平均產量分別為5,200公斤，5,165及

輕微僅0.8%。作物公頃收益以甜玉米之

4,935公斤/公頃均優於對照品種臺農1

101,100元最高。

雲林地區高鐵兩旁稻田轉作
雜糧作物之研究
試驗旨在探討水資源需求性低且產
銷無虞之雜糧作物，推薦生產模式應用
於高鐵兩旁。提供釀酒高粱栽培技術及
不同耕作制度作為替代選擇，春作釀酒
高粱各項試驗因莖潛蠅危害嚴重以致產
量偏低。各試驗結果，適當播種期為二
月下旬至三月中旬。釀酒高粱氮肥施用

↑甜玉米新品系PSHC102(2)-1041果穗
↓甜玉米新品系PSHC102(2)-1011果穗

量以每公頃120公斤時，產量為最高。
釀酒高粱適當栽培密度為行株距60公分
×15公分時的平均產量最高。耕作制度
之研究：試驗旨在探討高鐵兩旁稻田轉
做其他雜糧作物對作物灌溉水量及作物
產量與收益之評估。耕作制度有六種：
A.水稻-水稻 (CK)；B.釀酒用高粱-黑豆綠肥油菜；C.釀酒用高粱-落花生-綠
肥油菜；D.釀酒用高粱-田菁-甜玉米；
E.甜玉米-田菁-釀酒用高粱；F.黑豆-釀
酒用高粱等六種。春作試驗結果以甜玉

斤/公頃最高，其次為PSHC102(2)-3007

米的收益95,392元/公頃最高，優於水

的17,530公斤，優於華珍的9,400公

稻的80,788元。

斤，但低於臺南26號的20,755公斤。

甜玉米品種改良

糯玉米品種改良

一、抗病質優及耐熱自交系選育

一、優良自交系選育

甜玉米品種改良自交系共分離育成

糯玉米品種改良自交系共分離育成

500個S1-S12自交系，繼續供自交分離

212個S1-S11交系，繼續供自交分離及

及雜交育種，以選育豐產、品質佳、抗

雜交育種，以選育豐產、品質佳、抗葉

葉斑病、銹病及莖腐病、性狀整齊、適

斑病、銹病及莖腐病、性狀整齊、適應

應力強耐逆境之品系供雜交育種之用。

力強耐逆境之品系供雜交育種之用。

二、甜玉米新品系組合力檢定

二、新品系組合力檢定試驗

春作進行132個新品系組合力檢定

共進行171個雜交組合的公頃鮮穗

試驗，以PSHC102(2)-1014的17,670公

產量調查結果，有46個組合的含苞葉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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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產量高於對照品種臺南23號，新品系
PXHC102(2)-1167和1169之含苞葉鮮穗
產量15,530公斤/公頃和14,800公斤較
佳，優於臺南23號的8,640公斤和臺南
25號的5,900公斤。

嘉南地區環境親和型旱田輪
作經營模式
一、103年春作旱田輪作制度作物田間
雜草發生情形，以處理C之綠豆田
間公頃鮮株重1,700公斤/公頃最
高，雜草種類有莿莧、牛筋草、香

硬質 (飼料) 玉米品種改良

附子、馬齒莧及稗草。夏作綠肥田

一、優良自交系選育

菁田區雜草重以處理A之380公斤/

以國內外之玉米種原及族群改良的
材料，進行人工授粉套袋的自交系分離
工作，共育成Ｓ1-S15共700個品系，
供育種材料用。

二、新品系組合力檢定試驗
春作新品系組合力檢定試驗以
PFHC102(2)-1128及2168的籽粒產量分

公頃最多，雜草種類有稗草及馬齒
莧。
二、103年春作旱田輪作制度病蟲害發
生情形，春作以處理A及處理B之
甜玉米發生莖腐病3.5%。處理C
及處理D之綠豆及黑豆發生黃毒娥
3.8%。夏作田菁田區發生斜紋夜盜
蟲，危害率僅0.8%。

別為8,670公斤及8,400公斤/公頃，優於

三、103年春作旱田輪作制度作物之生

對照品種臺農1號的4,040公斤及臺南24

育日數，春作以紅高粱之生育日數

號的5,900和明豐3號的6,960公斤。

121天最長，夏作綠肥田菁43天，
各輪作之作物均可配合輪作制度栽

三、新品系產量比較試驗
春作新品系產量試驗以中熟性的

四、103年春作旱田輪作制度全年田間

PFHC101-325及341和343的籽粒產

公頃灌溉水量，各輪作制度田間公

量均產量分別為6,210公斤及5,560和

頃灌溉水量均為1,750立方公尺。

5,560公斤/公頃，均優於對照品種臺農

五、103年春作旱田輪作制度作物田

1號的4,230公斤和臺南24號的4,380公

間公頃總用水量 (灌溉水量加降雨

斤。

量)，甜玉米3,896立方公尺；黑豆

四、新品系區域試驗
春作區域試驗以PFHC101-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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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6,972立方公尺；綠豆6,972立方公
尺；紅高粱6,972立方公尺；薏苡
6,972立方公尺。

1029及1065的籽粒平均產量分別為

六、103年春作旱田輪作制度作物的

5,200公斤，5,165及4,935公斤/公頃均

公頃產量、生產成本及公頃收

優於對照品種臺農1號的4,060公斤和臺

益，甜玉米之公頃產值為188,100

南24號的4,340公斤。

元及183,590元；公頃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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哻甜玉米
哷胡麻
哸綠豆
哠黑豆

雲林地區高鐵兩旁稻田轉作
雜糧作物之研究
試驗旨在探討水資源需求性低且產

唎薏苡
唃紅高粱
唋綠肥田菁

銷無虞之雜糧作物，推薦生產模式應用
於高鐵兩旁。提供釀酒高粱 (兩糯1號)
栽培技術及不同耕作制度作為替代選

為87,000元；公頃收益分別為

擇。

101,100元及96,590元。綠豆之公

一、釀酒高粱適當播種期

頃產值為77,600元；公頃生產成本
為85,000元；公頃收益-7,400元。
黑豆之公頃產值為93,500元；公頃
生產成本為57,000元；契作補貼每
公頃45,000元；收益為81,500元。
紅高粱之公頃產值為71,250元；公
頃生產成本為57,000元；契作補貼
每公頃24,000元；收益為38,250
元。薏苡之公頃產值為138,600
元；公頃生產成本為57,000元；公

春作於元月下旬至三月中旬約相隔
兩週播種一次，兩糯1號及臺中5號逐播
種日期越晚，達開花期所需日數越短。
兩糯1號由91天遞減為68天；臺中5號
由90天遞減為61天。2月27日播種之產
量表現最高，兩糯1號為2,828公斤/公
頃，臺中5號為3,156公斤/公頃。二月
下旬至三月中旬為適當播種期。

二、釀酒高粱氮肥施用量

頃收益為81,600元。夏作田菁生產

氮肥等級分為60公斤/公頃、120公

成本11,940元；因無產值公頃收益

斤/公頃及180公斤/公頃，兩糯1號於氮

為-10,940元。

肥用量為60公斤/公頃時，開花期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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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數最少，為64天；氮肥用量為120公

500公斤/公頃，無法表現其原品種特

斤/公頃及180公斤/公頃時達開花期所

性。

需日數差異不大，約71-73天。兩糯1號
之單穗粒重及單穗粒數皆以氮肥用量為
120公斤/公頃最高；惟試驗受莖潛蠅危
害整體產量偏低。

三、釀酒高粱適當栽培密度

四、釀酒高粱適當灌溉水量
春作全生育期間降雨量總計714.5
毫米 (降雨天數為48天)，灌溉水量為
2,812.5立方公尺/公頃，兩糯1號之單穗
重、單穗粒重及單穗粒數皆以有進行一

兩糯1號栽培行距固定為60公分，

次灌溉處理者較佳，灌溉處理之單穗粒

以四種不同株距10、15、20及25公分

數較無灌溉者高2-3倍。春作梅雨季降

進行比較，株距25公分時，株高及穗

雨充沛，因灌溉而增產之效果不顯著。

位高最高，即栽培密度最低時 (每公頃
66,666株)，株高為113.3公分；穗位高
為89.0公分。產量構成要素之單穗重、
單穗粒重、單穗粒數及千粒重等，以株
距15-20公分表現較佳，試驗受莖潛蠅
危害且補植發芽率不佳，產量皆低於
1

五、耕作制度之研究
試驗旨在探討高鐵兩旁稻田轉做其
他雜糧作物對作物灌溉水量及作物產量
與收益之評估。耕作制度有六種：A.水
稻-水稻 (CK)；B.釀酒用高粱-黑豆-綠
肥油菜；C.釀酒用高粱-落花生-綠肥油
菜；D.釀酒用高粱-田菁-甜玉米；E.甜
玉米-田菁-釀酒用高粱；F.黑豆-釀酒用
3

2

4

哻釀酒高粱適當播種期試驗 哸釀酒高粱適當栽培密度試驗
哷釀酒高粱氮肥施用量試驗 哠釀酒高粱適當灌溉水量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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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雲地區高鐵兩旁稻田轉作雜
糧作物之研究
1. 水稻

2. 釀酒用高粱

3. 甜玉米

4. 黑豆

5. 落花生

犴黑豆 (臺南3號) 春作
全生育日數120天，產
高粱等六種。春作各項作物產量、全生

量為947公斤/公頃，春作雜草量490

育日數、雜草量及灌總用水量資料彙整

公斤/公頃。生育期間降雨量5,774

如下：

立方公尺/公頃，全期作未灌溉。以

灱水稻 (臺南16號) 春作全生育日數分別

契作黑豆價格55元/公斤計算，扣除

為118天，產量為7,634公斤/公頃，

成本57,000元/公頃，加上契作獎勵

灌溉水量5,707立方公尺/公頃、降

45,000元/公頃，淨收益為37,058元/

雨量5,368立方公尺/公頃，總用水量

公頃。

11,075立方公尺/公頃。以6月稻穀

犵釀酒用高粱 (兩糯一號) 春作全生育日

價格22.11元/公斤計算，扣除成本

數為107天，產量平均2,657公斤/公

88,000元/公頃，淨收益為80,788元/

頃，雜草量平均6,344公斤/公頃。生

公頃。

育期間降雨量5,075立方公尺/公頃，

牞甜玉米 (臺南26號) 春季全生育日數為

全期作未灌溉。以契作高粱價格25

90天，含苞葉鮮穗產量15,880公斤

元/公斤計算，扣除成本57,000元/公

/公頃，去苞葉鮮果穗產量11,227公

頃，加上契作獎勵24,000元/公頃和

斤/公頃，雜草量106公斤/公頃。生

廊道節水獎勵25,000元/公頃，淨收

育期間降雨量2,726立方公尺/公頃，

益為58,425元/公頃。

全期作未灌溉。以5月下旬臺北農產

玎103年度耕作模式調整春作之各項作

市場拍賣均價8.4元/公斤計算，成本

物成本和收益及各模式全年淨收益以

87,000元，收益46,392元加上輪作

水稻淨收益80,788元/公頃最高。若

獎勵24,000元/公頃和廊道節水獎勵

以農業用水每立方公尺移用工業用水

25,000元/公頃，總收益為95,392元/

費5.4元計算，甜玉米、黑豆及釀酒

公頃。

高粱節省30,818元/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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