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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落花生人工雜交，95年秋作及96年春作各4組合，分別獲得F1雜交種子

256粒、341粒。95年秋作選出728單株供株行試驗，96年春作選出843單株

供株行試驗。第一年品系試驗96年春作選出194品系晉二行試驗。二行試驗

選出55品系晉第二年試驗。第二年品系試驗95年秋有15品系乾莢果產量超

出對照品種。96年春作有40品系乾莢果產量超出對照品種。品系試驗第三

年選育出南改系179及180晉級區域試驗。毛豆品種改良進行人工雜交組合4

組，共獲得116粒F1種子。株行試驗入選36個品系晉級，第一年品系試驗有

4個品系合格莢產量高於對照品種高雄9號。品系試驗第二年有7個品系合格

莢產量高於對照品種高雄9號。區域試驗四湖及朴子試區均以KVS1594為最

佳。羽扇豆觀察試驗播種期以11月15日生育情形較佳。品系(種)則以珍珠

系列較適合台灣氣候。黑豆進行人工雜交3組合，共獲得106粒F1種子。第

一年品系試驗有7個品系產量高於對照品種高雄7號。區域試驗TS92-75B產

量較對照品種高雄7號增產1.3%。TS92-51B產量較對照品種台南5號增產

19.8~24.2% 。 在 基 因 改 造 木 瓜 檢 測 之 敏 感 度 可 達 1% 。 多 品 項 PCR

（multiplex-PCR）之檢測技術，設計5組引子將可以在同一次PCR反應中對

基因改造木瓜擴增出5個條帶，明確區隔傳統與基改作物。黃豆multiplex 

PCR檢測技術，預計可在125 bp、145 bp及158 bp擴增基改黃豆轉入之NOS 

ter.，cp4-epsps 及35S promoter片段，並以210 bp及319 bp長之lectin， 

β-actin基因做為對照，進行multiplex PCR檢測。 

▲落花生雜交育種 

一、雜交及雜交後代族群培育及選拔： 

人工雜交，95年秋作進行台南14號×山東青島黑仁等4組合，96年春作

進行台南14號×深圳地方栽培種等4組合，分別獲得F1雜交種子256粒、341

粒。以混合法分別在本場及雲林縣培育以往各期作雜交之後代族群。95年

秋作培育台南選9號×吉優4等28組合的雜交後代F1至F5，96年春作培育台南

14號×山東青島黑仁號等24組合的雜交後代F1 至F5的培育工作，並自F5世代

族群選拔優良單株，95年秋作自04(1)-1等6個組合選出728單株供株行試

驗，96年春作自04(2)-1等6個組合選出843單株供株行試驗。 

二、品系第一年(株行、二行)試驗： 

第一年品系試驗，在新化本場及雲林元長、四湖等地進行，株行試驗

採用順序排列，單行區，行長1公尺，每隔十行置對照一行。96年春作有

04(1)-1-0001等728品系參試，結果選出04(1)-1-0002等194品系晉二行試

驗。二行試驗亦採順序排列，作二行畦，行長2公尺，每隔10品系置一對照

品種， 96年春作自03(1)-1-001等450品系中選出NS0758等55品系晉第二年

試驗。 

三、品系試驗(第二年)： 

第二年品系試驗分組進行，採逢機完全區集設計，三重複，作二行畦，

行長3公尺，行株距35公分×10公分，試驗田設於元長鄉，以台南14號為對

照品種。95年秋作有NS0609等15品系乾莢果產量超出對照品種。96年春作

有NS0735等40品系乾莢果產量超出對照品種，並繼續選留再作進一步試驗。 



四、品系試驗(第三年)： 

分組採逢機完全區集設計，四重複，二行畦，四行區，行長5公尺，行

株距35公分×10公分。第Ⅰ組在土庫鎮及四湖鄉進行，第Ⅱ組於土庫鎮及褒

忠鄉辦理。 
95年秋作第Ⅰ組土庫試區試驗結果，乾莢果產量有NS0343 (3,695 

kg/ha)、NS0320 (3,531 kg/ha)、NS0325(3,462 kg/ha)等9品系較對照種

台南14號(2,553 kg/ha)高。四湖試區乾莢果產量僅有NS0320 (3,129 

kg/ha)、NS0343 (3,082 kg/ha)、 NS0342(2,957 kg/ha) 、NS0404 (2,932 

kg/ha)9個品系較對照種(2,322 kg/ha)為高。第Ⅱ組土庫試區試驗結果，

乾莢果產量有NS0480(3,047 kg/ha)、NS0489(2,934 kg/ha)、NS0479(2,782 

kg/ha) 、NS0511(2,775 kg/ha)等9品系較對照種台南14號(1,955 kg/ha)

為佳。褒忠試區乾莢果產量則有NS0479(2,356 kg/ha)、NS0511(2,330 

kg/ha)、NS0477(2,2279 kg/ha) 、NS0487(2,219 kg/ha)等9品系較對照種

台南14號(1,477 kg/ha)為高。96年春秋作第Ⅰ組土庫試區試驗結果，乾莢

果產量有NS0489(4,770 kg/ha)、NS0475(4,701 kg/ha)、NS0477 (4,696 

kg/ha) 、NS0480(4,652 kg/ha)等8品系較對照種台南14號(4,151 kg/ha)

高 。 四 湖 試 區 乾 莢 果 產 量 則 有 NS0510(3,927 kg/ha)、 NS0479(3,868 

kg/ha)、NS0515 (3,853 kg/ha) 、NS0480(3,842 kg/ha)等9個品系，較對

照 品 種 台 南 14 號 (3,316 kg/ha) 為 高 。 第 Ⅱ 組 土 庫 試 區 乾 莢 果 有

NS0547(4,397 kg/ha)、NS0526 (4,744 kg/ha)、NS0519 (4,686 kg/ha) 、

NS0544 (4,674 kg/ha) 、NS0429 (4,652 kg/ha) 、NS0433 (4,619 kg/ha)

等9品系較對照種台南14號(4,461 kg/ha)為高。四湖試區乾莢果產量以

NS0526(4,633 kg/ha)、NS0433 (4,611 kg/ha) 、 NS0555 (4,434 kg/ha) 、

NS0562 (4,432 kg/ha) 、 NS0429 (4,431 kg/ha)等6品系較對照品種台南

14號(4,404 kg/ha)為佳。 

▲毛豆品種改良  
96年進行高雄8號×TS91-35V、KVS1314×KVS1445 、高雄6號×綠光選、

高雄9號×KVS1445四個雜交組合，雜交結果獲得116粒F1種子。並進行雜交

後代族群培育，並於93(1)-3及93(1)-5之F6世代選育優良單株共計52株。

株行試驗依生育期間表現及農藝性狀入選50個品系晉級二行試驗，秋作入

選36個品系晉級品系試驗。品系試驗第一年，參試品系有22個及5個對照品

種，以TS95-23V為最晚熟且株高最高，二仁莢長以台南亞蔬2號為最大莢，

其莢長為6.1公分，莢寬為1.2公分。500公克莢數參試品系中有TS95-25V

等11個品系低於175莢，屬大莢品系；其中TS95-48V之140個為最大莢。產

量亦以TS95-48V最高，每公頃合格莢重達10,252公斤，較對照品種高雄9

號高30.0%，其次TS95-46V、TS95-40V及TS95-31V較對照品種高雄9號增產

15.0~28.3%。品系試驗第二年，參試品系有20個及5個對照品種，以TS95-01V

及TS95-02V最晚熟，植株的高度以TS95-14V最高，二仁莢長莢寬以TS95-01V

為最大莢，其長為6.0公分，莢寬1.3公分。500公克莢數參試品系中有

TS95-01V等11個品系低於175莢，屬大莢品系，產量以TS95-12V最高。區域

試驗四湖試區之試驗結果顯示，參試品系均屬大莢，以高雄6號的141個為

最大莢，每公頃合格莢產量則有KVS1405等9個品系較對照種高雄9號高，增

產指數為12.2～37.1%，以KVS1594之每公頃8,415公斤最高。朴子試區之試



驗結果顯示，參試品系每公頃合格莢產量均較對照種高雄9號高，以KVS1594

之每公頃8,383公斤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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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綠肥羽扇豆品種選育及栽培技術改良 
羽扇豆種原共收集有76種，其中包含Lupinus angustifolius, Lupinus 

polyphyllus, Lupinus luteus, Lupinus mutabilis, Lupinus albus等品

種 (系 )， 其 Lupinus angustifolius 百 粒 重 約 13～ 20公 克 ， Lupinus 
polyphyllus百粒重約2.4 ~3.0公克，Lupinus luteus百粒重12 ~ 15公克，

Lupinus mutabilis百粒重約16 ~20公克，Lupinus albus百粒重約30公克。

其中Lupinus angustifolius及Lupinus polyphyllus 較不適台灣南部氣

候，生長勢差，植株矮小。而選育9個表現較佳的品種(系)進行其播種期試

驗觀察。參試品種有藍莎、奇花、旺花、瑪琍、珍珠粉紅、珍珠藍、珍珠

白、伊莉莎白及茶改場提供之黃花羽扇豆。分別於8月16日、9月16日、10

月16日及11月15日進行播種，試驗結果顯示8月16日高溫多雨，發芽情形

差，不適合羽扇豆生長，而9月16日播種者植株偏矮，約20公分左右，植體



鮮草產量低，生育日數約70～80天。以10月16日及11月15日較適合播種，

其中又以11月15日生育情形較佳。11月15日播種，溫度較低，較適合羽扇

豆生長。藍莎、奇花、旺花、瑪琍約50天左右開花，盛花期約在播種後57

～65天時，一直延續開花至約生育100天時。藍莎的株高為27公分，奇花、

旺花為38公分，瑪琍約40公分，藍莎、旺花、瑪琍都屬於單生花，其花色

分別為紫藍色、紫紅色及紫紅色 ，每個花序約6～19個莢。奇花則花序長

度約9公分，為淡紫色花。珍珠系列的品種為Lupinus mutabilis，其始花

日數約播種後77～85天，盛花日數約播種後85～94天，一直開花至140～145

天才結束花期；為所有參試品種中株高較高的品種，約60～63公分，花序

也較長約有15～19公分，花色有粉紅、白、藍色，但是結莢數較少，每個

花序約有3～4個莢。伊莉莎白屬於較矮性品種，株高22公分，始花期為播

種後67天，盛花期約播種後79天，一直開花至生育140天，其花色多，每個

花序約10公分長，且每個花序結莢數約8個莢。黃花羽扇豆始花期需要播種

後約135天才開始開花，植株高度約20公分。綜合以上結果，以珍珠系列較

適合台灣南部氣候，而珍珠系列種子費用高，因此考慮種子費用以瑪琍、

旺花及奇花較理想。 

 
▲黑豆品種改良  

進行TS92-81B×TS92-75B、92(1)-6×高雄7號、高雄7號×日本丹波LL三

個雜交組合，雜交結果獲得106粒F1種子。品系試驗有40個參試品系，其中

12個品系結莢情形較佳，及抗白粉病，其中以TS95-09B等7個品系之產量較

高雄7號高。參試品系之採收日數約98天，株高約21.6～31.5公分，以台南

5號為最高。籽實產量則以TS95-09B之每公頃3212公斤為最高產，其次

TS95-36B之每公頃3190公斤。百粒重以台南5號30公克為最小，而以

TS95-38B之60.2公克為最大粒，其次TS95-36B之57.5公克。區域試驗朴子

試區結果，顯示參試品系採收日數約107天，株高以TS92-51B之42.5公分為

最高，黑五葉之26公分為最矮。籽實產量以TS92-51B之每公頃3947公斤為

最高產，較台南5號增產24.2%，其百粒重約44.1公克。蜜黑豆品系TS92-75B

百粒重略小於高雄7號，其產量則較高雄7號增產1.3%。鹽水試區結果顯示

參試品系採收日數約106天，株高以TS92-64B之38.5公分為最高，黑五葉之

22.4公分為最矮。籽實產量以TS92-51B之每公頃3418公斤為最高產，較台

南5號增產19.8%，其百粒重約43.4公克。蜜黑豆品系TS92-75B百粒重略小

於高雄7號，其產量亦較高雄7號增產1.3%。 

 
▲能源作物品種選育  

進行能源大豆雜交後代台南2號×澳洲種、高雄選10號×中興2號、高雄8

號×中興2號、黑農×高雄選10號四個族群培育。株行試驗有雜交組合KS691×

台大高雄5號選育之優良品系參試。試驗結果有24個品系較對照品種台南選

1號及高雄8號高產，將晉級品系試驗。從96年秋作品系試驗選育10個優良

品系晉級。 

▲能源作物與景觀綠肥輪作栽培模式之建立 

於96年第二期作於下營進行景觀綠肥輪作栽培模式之建立，種植推薦

之綠肥及景觀作物，播種方法以撒播覆土、撒播覆土開溝及撒播不覆土方



式進行播種，其中以撒播覆土較不覆土發芽率佳，種子先行浸水處理有助

於發芽率之提升。綠肥作物以蕎麥生育日數最短，而太陽麻及綠肥大豆生

育日數最長。景觀綠肥則以百日草最早開花，萬壽菊為最晚開花，花期較

短為向日葵約兩個星期，其餘花期一個月以上。而百日草及波斯菊白粉病

較為嚴重。 

 

 

景觀綠肥輪作栽培模式之建立 
 
 

▲綠肥大豆台南 4 號與台南 7 號繁殖計畫及栽培示範 
為確保綠肥種子品質及價格合理，輔導農會進行三級繁殖制度建立，

繁殖目標原原種田0.4公頃，原種田10公頃，採種田248公頃，其中綠肥大

豆台南4號239公頃、台南7號9公頃。並輔導綠肥大豆台南7號在果園間作，

有效控制雜草及增加土壤肥分。96年示範地區有南投縣水里鄉、彰化縣社

頭鄉、嘉義縣竹崎鄉及台南縣東山鄉四區。 

▲基改作物種子種苗檢測技術之開發與體系之建立 

在基因改造木瓜檢測部分使用PRSV coat protein基因及kanamycin抗

性基因偵測其是否經過基因改造，在本試驗中已藉由基改木瓜標準品之檢

驗結果證實該檢測之敏感度可達1%（混合樣品中含1%基改成份即可被驗

出）。 

  多品項PCR（multiplex-PCR）之檢測技術，能在一次PCR反應中完

成所有目標片段之擴增檢測，此技術能有效縮減人力及檢測時間，為了增

加基因改造作物之檢測效率，簡化檢測步驟，multiplex PCR檢測技術之開

發為必然之趨勢。在本次試驗中已完成設計同時針對木瓜酵素（papain）

基因、木瓜輪點病毒鞘蛋白（PRSVCP）基因、抗生素抗性基因（NPT II）、

35S啟動子（promoter）序列及NOS終止子（terminator）序列進行PCR檢測，

該5組引子將可以在同一次PCR反應中對基因改造木瓜擴增出5個條帶（分別

為211bp、359bp、295bp、134bp及180bp），明確區隔傳統與基改作物，此

技術將可準確、快速檢測基因轉殖木瓜。而在黃豆方面，黃豆multiplex PCR

檢測技術，預計可在125 bp、145 bp及158 bp擴增基改黃豆轉入之NOS ter.，

cp4-epsps 及 35S promoter片段，並以210 bp及 319 bp長之 lectin， 

β-actin基因做為對照，進行multiplex PCR檢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