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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 100 年度執行之計畫主要重點在區域性作物品種育成、栽培技術改

良、病蟲害防治、作物肥培、有機農業、新型農機研發、舉辦各種訓練、發

行推廣刊物、輔導產銷班運作、推動產業策略聯盟與拓展熱帶果品外銷等業

務，茲將一年來重要成果簡述如下： 

稻作方面，持續雜交及選拔各世代組合，區域試驗結果發現，稉稻產量

第 1 期作 99 年組中晚熟參試品系以台農育 971001 號最高、早熟參試品系以

高雄育 4683 號最高，100 年組參試品系以台農育 981024 號最高；第 2 期作

99 年組中晚熟參試品系中以東稉育 971038 號最高、早熟參試品系中以高雄

育 4683號最高。秈稻產量方面，非糯性品系第 1、2期作分別以中秈育 952040
號及中秈育 951007 號最高產，糯性品系則以以中秈糯育 952004 號較佳。 

雜糧方面，毛豆高雄 8 號及高雄 9 號品種境內非專屬授權給加工業應用

計有 2 件，2011 年的外銷量為 31,564 公噸，產值為 6,314 萬美元，較 2010
年分別成長 6.2%及 12.9%。紅豆新品系區域試驗，以 KA92-07-59 及

KA92-01-18 兩品系表現最佳。 

果樹方面，芒果新品系KMC93492 果實較大約 1000 公克，果肉率達 80%
以上，可溶性固形物以KMT90084 品系最高達 19.1 oBrix。當愛文芒果於果

實發育約 120 日時，全株噴佈 100ppm益收生長素(39.5%)，除可提高果實成

熟整齊度外，可溶性固形物亦達 12 oBrix以上。蓮霧種原蒐集方面，本年度

蒐集紅色果皮蓮霧品系(四季紅)一種，具有夏季果皮色澤深紅、富有光澤之

優良特性。雜交育種方面，本年度建立田間實生選種圃及網室選種圃各一區，

截至 100 年 12 月，田間定植之實生苗已達 876 株、網室盆植 50 株。番木瓜

育種方面，S 品系共選拔出 28 個品系進行繼代，其中Y8026-3-3-6，
Y8034-3-6-2 及Y8033-3-4-6 等品系，單株產量均可達 80 公斤以上，應可做

為未來高產親本的選擇。 

3

花卉方面，本場於 100 年 9 月命名通過盆花火鶴新品種~高雄 1 號，商

品名稱為『幸福旋律』，為適合本地種植的盆花火鶴品種，推廣後應可降低種

植時的種苗成本，提升該產業的國際競爭力。為增加蝴蝶蘭花色之多樣性，

本場進行萬代蘭與蝴蝶蘭之屬間雜交，將萬代蘭之藍花色性狀導入蝴蝶蘭

中，目前已有屬間雜交成功之後代。為增加蝴蝶蘭育種種原的多樣性，以遠

緣雜交及胚拯救技術，利用橘色的千代蘭為親本，分別與各種白色系蝴蝶蘭

進行遠緣雜交與胚拯救試驗，已經成功獲得雜交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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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處理方面，利用 HPLC-DAD-MS/MS 技術－以離子阱(ion trap)併用

液相層析，進行碰撞誘導裂解(collision- induced dissociation, CID)及串聯質

譜(CID-MS/MS)分析，來鑑定牛蒡所含多酚成分，以作為將來此類藥用植物

在保健產品開發的參考依據。將牛蒡根採用濕式研磨，並探討研磨時間對牛

蒡根粒徑大小之影響，結果顯示牛蒡適宜之濕式研磨時間為 10 分鐘。 

植物保護方面，開發放線菌(Streptomyces saraceticus KH400)固態介

質，可施用於果樹根圈，亦可加水浸泡後進行修枝剪消毒，結果顯示土壤及

修枝剪經放線菌處理後，立枯病罹病度僅 6.7%。，嚴重罹患根瘤線蟲之番石

榴植株根圈經放線菌處理後，根瘤線蟲密度可由每 100 公克土壤 112 隻二齡

幼蟲降至 27 隻，效果顯著。開發萬壽菊忌避植物栽培模式，導入萬壽菊栽

培之番石榴果園，根瘤線蟲密度已由原來每 100 公克土壤 128 隻二齡幼蟲降

至 32 隻。100 年高雄市大社區、梓官區全區蔬果產銷班皆為吉園圃班，屏東

縣有 3 個產銷班榮獲全國 10 大績優吉園圃產銷班，績效卓著。 

土壤肥料方面，果園植草之土壤性質普遍較不植草區佳，而種植紅葉滿

天星及金腰箭舅對土壤性質的改良效果則較其他草相佳。100 年度自行辦理

合理化施肥宣導講習會 75 場次，參加人數 3,527 人；土壤分析件數 2,898
件，植體分析 1,247 件，共 4,145 件，100 年度較 99 年度成長率為 26.6%。

協助辦理區內堆肥場審查複驗工作，計 22 個肥料商品通過國產優良堆肥抽

查推薦。 

農業機械方面，研製完成施肥機構一組，安裝於乘坐式果園田間管理機

體後方，每分鐘肥料出量約 8~10 公斤。研製完成廢棄物粉粹後攪拌機構一

組，每小時出料量可達 450~500 公斤。 

農業經營方面，100 年度計辦理 27 場次產銷班座談會，有 71 班產銷班

班員暨眷屬有 1,792 人次參加。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評選結果，由屏東

縣蔬菜產銷班第 13 班及高雄市六龜區果樹產銷班第 26 班當選。辦理 2 天期

的合理化施肥及健康管理種子講師培訓班 1 班，2 天期的產銷班幹部訓練-基
礎班(高雄場次、屏東場次)各 1 班，農村農業資訊專員訓練－蔬菜、果樹、

花卉及水稻產業農業資訊專員培訓班各 1 班，計辦理 7 班，結訓 283 人。 

農業推廣教育及資訊方面，辦理田媽媽培育養成研習班 2 班，學員 64
人；辦理農村婦女創業暨副業經營研討會，計 60 人出席。輔導 34 個農會辦

理「高齡者生活改善」計畫，34 個示範班，受益人數 1,700 人；輔導 35 個

農會辦理「強化家政班功能」計畫 257 個示範班，受益人數 5,3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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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刊物方面，100 年度發行高雄區農業專訊 75~78 期、共 20,000 本，

高雄區農情月刊 160-172 期、共 36,000 本，農技報導 107 期、2,000 本，

年報 99 年版、700 本，研究彙報 19 卷 2 期及 20 卷 1 期、各 700 本。所有

刊物除分贈有關單位人員參考及各地圖書館典藏外，並全文上網提供瀏覽，

以多管道傳播農業新知。 

旗南分場方面，97 年雜交之優良F1品系MH097059 性狀優良，已於 9
月份提出品種權申請。利用嫁接抗病砧木，提高茄子耐逆境能力、增加產量

及品質，表現良好。茄子品系比較試驗，以EGH97082、EGH97090、
EGH97025 等 3 個品系較符合果形長直、耐熱性佳、單果重等育種目標，具

育種潛力。絲瓜品系比較試驗，產量以LH9903 達 22.9 mt/0.1ha最高。 

澎湖分場方面，為提高澎湖地區紅龍果品質，以灰色、藍色不織布及白

色紙袋進行套袋試驗，目前已知以灰色不織布套袋的著色最佳，且不影響果

實品質。南瓜品系比較試驗，結果顯示，KPHC98019 及 KPHC98031 品系

可溶性固形物及產量均較對照品種高，晉入 101 年地方試種。無子西瓜

KPHC92530 為綠皮紅肉新品系，性狀穩定且表現具有一致性，擬於 101 年

度申請品種權與辦理技術移轉。 

由於豐碩的研究成果及優異的研發管理績效，本場 100 年度獲獎不斷。

團體方面，榮獲優質農業研發管理單位獎及農委會第 3 屆政府服務品質獎第

一線服務機關評鑑特優獎；個人方面，邱祝櫻副研究員榮獲同濟會十大農業

專家、吳志文課長榮獲 2011 年農委會模範公務人員、周國隆副研究員獲頒

農業專業二等獎章及績優育種研發人員及陳玉如助理研究員獲頒台灣農藝學

會個人事業成就獎等，都是實至名歸，也令全場同仁與有榮焉。 

本場同仁一年來試驗研究及推廣成果斐然，特將其彙編成冊，供各界試

驗及推廣之參考，祈請各界先進不吝指教。 

 

 

 場長            謹識 

101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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