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竹工作站
缺點。節能設備應用於果菜生產之研究

摘要
耐熱甘藍品種選育在早熟品種引入

品質大果番茄，以無土栽培配合養液滴

比較，定植後50日僅有臺南試交22號、

灌系統為模式，配合大果番茄養液介質

超越及希望等12個品種 (系) 結球硬實可

栽培自動化灌溉管理系統及降溫管和降

進行採收。耐熱早熟品種 (系) 比較，育

溫板等設備處理，探討栽培最適合的管

成之品種臺南試交18號及臺南試交22

理模式，以利開發高品質之設施果菜類

號為圓球形，具耐熱早熟特性，惟品系

生產。藥用作物麥門冬及丹參品種選育

純度不足，仍需提升其整齊度。小胡瓜

及利用開發，5個麥門冬品系試驗結果

品種選育，利用育種方式產生具有抗瓜

顯示，以長葉麥門冬和大葉麥門冬具塊

類退綠黃化病毒的小胡瓜品種。建立外

根高產潛力。10個丹參營養系於義竹

銷結球萵苣省肥栽培與延長產期技術，

試區產量比較試驗結果，公頃鮮根產量

在節水試驗於滴水灌溉之用水量為畦溝

以141-2-1和177二品系最高，具推廣

淹灌之48.3%，節水效率達50%以上，

潛力。蘆筍、大蒜種原保存和利用以彙

處理間之葉球重、球縱 (橫) 徑、中心柱

集國內、外蘆筍品種113個和大蒜種原

重等性狀無顯著差異。延長外銷產期之

132個供國內育種栽培與品種鑑定之材

品種比較，供試品種中僅Toscanas葉球

料。

重量顯著高於對照品種常利6號。緩釋
肥料有顯著提升產量及降低肥料施用量

耐熱、早熟葉、花菜類作物之
品種改良－耐熱甘藍品種選育

之效果，但緩釋型肥料價格偏高仍是其

夏季甘藍生產面臨栽培期偏長，若

型肥料應用效率之評估顯示應用緩釋型

82

以開發節能型局部降溫設備生產夏季高

←早熟及甜甘藍引入品
種 (系) 與臺南2號 (右4)
比較之葉球情形
↓耐熱早熟甘藍品種 (系)
比較之葉球情形 (左：
臺中2號、中：臺南2
號、右：試交18號)

能應用早熟新品種則可縮短田間栽
培管理時間，有助於減少不良氣
候造成損失之風險。早熟及甜甘
藍引種之品種 (系)比較試驗，引入
屬於日本寒玉系列甜甘藍計有「初
」、「葱路」及、「YR家康」
等14個品種，其它國家引入早熟
品種計13個品種及本場選計2個品
系，合計29品種 (系)，定植後50天
進行第一次採收，計有美特早生、北国

照品種，103年6月19日定植於雲林現

錦球、超越、希望、忍夏50、幸運、

古坑鄉麻園有機農場，同年8月18日採

美、美味TT、早荻A

、春望、宝冠先

收。球調查分析結果顯示臺南試交18號

甘382、寶石綠、碧翠50天、臺南試交

在葉球重最重，且顯著高於其它所有參

22號結球硬實可進行採收，其中以本場

試品種，臺南試交22號葉球重表現次

選育之圓球形「臺南試交22號」的平球

之，除顯著低於臺南試交18號外，均顯

重達889公克，顯著高於其它品種，惟

著高於其他四個品種。臺南試交18號在

「臺南試交22號」純度仍明顯不足，尚

中心柱長度雖顯著長於對照品種臺南2

有扁圓球形出現。

號及臺中2號，但從中心柱長度比 (中心

耐熱甘藍品種比較夏作試驗

柱長/球縱徑×100%) 之比較則三品種

以臺南試交18號、臺南試交22號

無顯著差異存在。

及臺南試交28號等三個品種供試品種，

本場開發之「甘藍及花椰菜親本

另以臺南1號、臺南2號及臺中2號為對

商業化採種技術」，3月26日完成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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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該技術以非專屬授權予
「生生種子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該技術從92年發表至
今已累計授權7家種苗業者使
用。

優質、抗逆境果菜類
作物之品種改良-小
胡瓜品種選育
瓜 類 退 綠 黃 化 病 毒
(Cucurbit chlorotic yellows
virus；CCYV) 會造成瓜類植

↑44BC9(B)對CCYV之抗病表現(右)，感病品種(左)
↓44BCPre3 (A) 雜交組合對CCYV之抗病表現 (右)，
感病品種 (左)

株的葉片呈現黃色斑點、退
綠黃化、甚至白化的病徵，
導致產量降低、品質不佳，
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目前
小胡瓜栽種的品種中並沒有
對於瓜類退綠黃化病毒有抗
性者，因此利用育種方式產
生具有抗瓜類退綠黃化病毒
的小胡瓜品種有其必要性。
收集來自中國大陸的豐田黃
瓜6號小胡瓜品種，經過自
交 七 代 ， 配 合 R T- P C R 檢 測
CCYV，將豐田黃瓜6號自交系和原來的

的外觀表現以44BCPre3 (3%) 較44BC9

豐田黃瓜6號品種進行性狀調查比較，

(23%)為佳。

結果顯示，經過自交後的自交系第七代
無論在種子之千粒重、果實的整齊度
及對CCYV之抗性等，均較原來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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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外銷結球萵苣省肥栽培
與延長產期技術

品種表現為佳。103年於44BCPre3及

外銷結球萵苣節水滴灌試驗：目

44BC9二個組合60株中分別各有2株植

的在建立減少用水量並符合Global GAP

株，對CCYV呈現陰性反應。已再以豐

期望目標之栽培灌溉管理技術。試驗苗

田黃瓜6號自交系進行第二次的回交，

株於102年11月9日定植，103年1月10

後代定植於溫網室內，初期CCYV發病

日採收，0.21公頃滴水灌溉區之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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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結球萵苣產區
進行滴灌節水試驗
於滴灌管鋪設後種
植情形

計352公噸，平均每0.1公頃用水量為

葉球重為350.8公克，另6個供試品種中

167.6公噸，0.17公頃畦溝淹灌區之用

僅Toscanas葉球重量 (404.7公克) 高於

水量計590公噸，平均每0.1公頃用水量

對照品種，惟該二品種之中心柱長度比

為347.1公噸，滴水灌溉之用水量為畦

(中心柱長 /球縱徑×100%) 均在85%以

溝淹灌之48.30%，節水效率達50%以

上，心柱過長是目前產期延長之主要缺

上。滴水灌溉區及畦溝淹灌區之結球萵

點。

苣品質分析結果顯示葉球重、球縱 (橫)
徑、中心柱重等性狀無顯著差異。

延長外銷結球萵苣產期之品種比
較試驗

外銷結球萵苣緩釋型肥料應用
效率之評估
試驗目的為協助外銷結球萵苣生產

從荷蘭RijkZwaan種苗
公司引入及配合雲林縣麥寮
果菜合作社自行購入結球萵
苣耐熱品種，夏作品種比較
試驗於6月4日 (定植後41天)
因逢豪雨搶收，試驗結果顯
示對照品種常利6號葉球重
為350.8公克，另6個供試
品種中僅Toscanas葉球重量
(418.2公克) 顯著高於對照品
種及其它品種，前述二品種
(常利6號及Toscanas) 之葉球
頂燒率則分別為3%及0，試
驗結果顯示對照品種常利6號

↑春作緩釋型肥料合理量施用評估及不同緩釋型肥料比較試
驗，圖左：本場製緩釋肥處理組、圖中：日本好幫手緩釋
肥處理組、圖右：傳統慣行施肥處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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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解田間工短缺問題，評估應用緩釋型
肥料僅一次施肥取代傳統多次追肥以降
低人力支出之效益。試驗結果顯示冬作
應用緩釋型肥料較農民傳統施肥法之氮
磷鉀三要素分別約減少51.6%-46.9%37.9%施用量，且有顯著提升葉球重之
效果。在春作不論應用本土或進口緩釋
型肥料，皆較農民傳統施肥法有顯著提
升葉球重之效果，且應用本土緩釋型肥
料較農民傳統施肥法之氮磷二要素分別
約減少25.6%-4.7%施用量，惟推估應
用本土緩釋型肥成本仍偏高，肥料支出
費用較農民傳統施肥約近1倍。在夏作
應用不含硝態氮緩釋型肥料之葉球重顯

節能設備應用於果菜生產之
研究
設施果菜類常面臨高溫引發的生理
障礙，植株高溫傷害往往伴隨著失水與
缺水的現象，使得畸形果比率增高、產
量和品質受到嚴重地影響。本年度目標
為開發節能型局部降溫設備生產夏季高
品質大果番茄，以無土栽培配合養液滴
灌系統為模式，配合大果番茄養液介質
栽培自動化灌溉管理系統及降溫管和降
溫板等設備處理探討栽培最適合的管理
模式，以利開發高品質之設施果菜類生
產。結果顯示不同降溫處理對大果番茄
“TMB688” 及 “582” 果實品質

著高於不論是否含硝態氮之慣行施用肥

及產量影響， “582” 品種以

料處理者，而單位葉面積重量僅

冷水管2支達81公克最高，

顯著高於不含硝態氮慣行施用

其次冷水管1支為71公克，

處肥處理，但顯著低於含硝態

降溫板只有59公克，對照

氮慣行施用肥料處理。

組為52公克。 “TMB688”

降根溫系統對大果番茄 “TMB688” 及 “582” 產量及果實品質之影響
品種別

582

TMB688

86

處理項

果重
(g)

裂果率
(％)

硬度
(㎏/㎝2)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Brix)

酸度
(％)

降溫板

59

94

4.3

6.1

48

冷水管1支

71

94

3.5

5.4

38

冷水管2支

81

95

3.6

5.4

37

對照組

52

85

3.8

5.9

66

降溫板-4

52

74

4.3

6.4

43

冷水管1支

57

72

3.5

5.2

32

冷水管2支

56

71

3.2

5.0

30

對照組

51

68

3.7

5.4

30

降溫板

59

94

4.3

6.1

48

大果番茄養液介質
栽培自動化灌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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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統及降溫管和
降溫板等設備處理

大葉麥門冬具塊根高產
潛力，平均單株塊根鮮
種分別為26.6和15.0公
克，可進一步提升栽培
技術以增進塊根產量。
品種以冷水管1支和冷水管2支差異不

10個丹參營養系103年度義竹試區之產

大，達56-57公克，其次降溫板為52公

量比較試驗結果，公頃鮮根產量以141-

克最低，對照組為51公克。裂果率：

2-1和177兩品系公頃鮮根產量分別為

“582” 品種明顯高於 “TMB688” 品種。

12,115和8,933公斤最高。10個優良品

果實硬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及酸度在

系再次於103年8月26日播種於義竹試

“TMB688” 及 “582” 兩個品種均是以降

區，進行開花期等性狀調查及田間肥培

溫板處理，高於冷水管1支和冷水管2支

管理。將軍試區之10個品系於103年4

的處理。單株產量則是以冷水管1支高

月24日進行播種，因6月上中旬之鋒面

於其他處理。

帶來之間歇性豪大雨侵襲，丹參植株因
濕害致植株發生嚴重缺株，正進行優良

藥用作物麥門冬及丹參品種
選育及利用開發

品系種苗復育及繁殖。

本計畫旨在蒐集及
引進麥門冬及丹參種原，
進行優良植株性狀選拔及
純化，以選育適合臺灣栽
培之優良麥門冬及丹參品
種，以利於未來開發麥門
冬及丹參保健食品。本年
度5個麥門冬品系，試驗
結果顯示以長葉麥門冬和

大葉麥門冬及長葉麥門冬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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