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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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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稉稻品質

早熟稻方面以桃園育 82111 號、中晚熟參試品系以中稉育 95003 號二品系較

佳；秈稻產量方面，非糯性品系以高雄秈育 1302 號最高產，糯性品系則以

高雄秈糯育 1306 號較佳。 

雜糧方面，毛豆高雄 6 號及高雄 7 號兩品種已於 98 年 3 月 19 日取得日

本大豆品種權登錄 25 年。高雄 10 號品種已於 9 月 18 日取得國內大豆品種

權登錄 20 年，並於 11 月 18 日向日本農林水產省申請大豆品種權登錄，目

前公開審議中。大豆(毛豆)品種境外專屬授權給日本雪印種苗株式會社計有 4

件，境內非專屬授權給加工業應用計有 2 件。紅豆集團機械化生產技術之研

究，平畦機械化栽培平均 3,120 公斤，較作畦機械化栽培平均 2,820 公斤增

產 10.6%。其中個別品種以平畦機械化栽培之高雄 9 號品種表現最佳。 

果樹方面，印度棗第 2 年品系比較試驗結果顯示，以KIS-95590 表現較

佳，果重平均 100.2 公克、果實扁圓形，可溶性固形物平均 14.7oBrix、皮薄

多汁、肉質細緻，官能品評優於蜜棗，進一步參加區域試驗。番石榴白肉品

系KGS961084 在夏季果實平均糖度為 11.5°Brix，可食率有 49.6%，表現優

異；紅肉品系KGS960214 可食率有 44.8%，果實糖度為 8.4°Brix優於其他紅

肉品系，具有中高產特性，為鮮食紅肉番石榴的潛力品種。 

花卉方面，文心蘭優良盆花品系 KOS92013、KOS92055、KOS92066

進行性狀評估，分別為迷你型及小型盆花，花色分別為白色及黃色花系。98

年度篩選優良薑花品系 KG8606、KG8718 及 KG8721 進行第二年試驗，其

中 KG8606 及 KG8721 為黃色系，KG8718 為橘色系；香氣除 KG8721 較淡

外，其餘品系香氣皆極為濃郁。文心蘭延緩老化基因轉移之研究方面，目前

已完成文心蘭 ACC synthase 基因全長之選殖，其總長含 5 端及 3 端非轉譯

區(untranslated regioin, UTR)為 1565 bp，可以轉碼出 413 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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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處理方面，發現芭樂葉經日曬、烘乾後，對於大腸桿菌的抑制效果

依序為日曬 3hr＞日曬 7hr＞60℃烘 8hr＞生鮮。芭樂葉大粒徑的抑菌功能較

小粒徑為佳。當芭樂葉濃度達 5%時，芭樂葉所有的粒徑均有抑菌效果。 

植物保護方面，發現窄域油及葵花油+沙拉脫(6:1)之 500 倍稀釋液與 2

種化學藥劑對印度棗白粉病的防治效果罹病度均低於 7%。完成審查通過吉園

圃蔬果產銷班續約,高雄縣共有 145 班，面積 2196 公頃；屏東縣共有 156 班，

面積 1680 公頃。 

土壤肥料方面，發現木瓜接種 Glomus diaphanum 對於水分逆境情況

下，能降低植株死亡發生機率。蓮霧果園畦間植草不但能維持土壤水分，降

低土壤溫度，而且可以減少土壤水分與地溫變化的幅度因而降低蓮霧的裂果

率。木瓜合理化施肥示範結果發現，可有效為農民減少施肥成本約 20,000

元/公頃，並避免農田地力之迅速劣化，值得農民施用。 

農業機械方面，連續式多用途蔬果削皮機：適用於青芒果、芋頭及檸檬

等蔬果類作物，每天作業效率為青芒果 1,200 公斤、芋頭 2,500 公斤、檸檬

1,200 公斤，削皮率平均達 95%以上。鳳梨園老株切碎與塑膠布回收機經測

試結果：打碎後之塑膠布碎片回收率約 20%左右。電子鍋式發芽米機：功能

包含清洗、浸泡、38℃溫控催芽、換水、震盪擾動及烹煮等步驟，經過 18

小時後會長出 0.05~0.1 公分左右芽體並烹煮完成即可食用，並有效控制發

芽率於 80%以上。 

農業經營方面，98 年度計辦理 24 場次產銷班座談會，有 40 班產銷班

班員暨眷屬有 1,177 人次參加。辦理 3 天期蓮霧產銷班企業化經營管理研習

班 1 班，2 天期的芒果產銷班企業化經營管理研習班 1 班、新成立產銷班幹

部訓練基礎班 2 班，1 天期電子商務基礎班 1 班，計辦理 5 班，結訓 210 人。 

農業推廣教育及資訊方面，98 年度共計辦理 3 梯次漂鳥體驗營隊，接受

訓練學員共有 90 人；漂鳥築巢營隊 3 梯次，90 人結訓；園丁教育訓練 1 梯

次，接受訓練學員共有 35 人；辦理家政推廣教育研習 4 場次，結訓人數 222

人。98 年度開辦之農民農業專業訓練，共辦理 5 班，185 名學員結訓。 

98 年度發行高雄區農業專訊 67~70 期、20,000 本，高雄區農情月刊

136-147 期、42,000 本，農技報導 95~100 期、18,000 本，年報 97 年版、

700 本。所有刊物除分贈有關單位及人員參考，並全文上網提供瀏覽，以多

管道傳播農業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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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南分場方面，茄子高雄 3 號於 98 年 12 月 30 日提出品種權申請，其

為一代雜交品種，具有生育強健，耐寒，結果性強，甜度高及柔軟度佳等特

點。絲瓜區域試驗之表現以 LH9613 較為穩定，果實性狀較其他品系優良，

單果重介於 572~627 公克間，具推廣命名潛力。長期有機農法試驗田土壤及

作物生產監測之研究結果顯示，在長期有機栽培下，配合豆科作物輪作及選

擇適合有機栽培的作物，仍能達到商業生產規模。 

澎湖分場方面，稜角絲瓜品系試驗，果實長度以 KPHC14 號 48.0 公分

最長，比對照種澎湖 1 號的 45.9 公分與澎湖種的 29.5 公分分別長 2.1 公分

及 18.5 公分；公頃產量以 KPHC46 號 16 公噸最高，比澎湖種 12 公噸增產

33.3%。嘉寶瓜品系試驗結果，公頃產量以 KPHC98724 品系的 27.2 公噸及

KPHC99724 品系的 22.3 公噸最高，比較對照”麗輝”品種的 17.5 公噸分別增

產 55.4%及 27.4%；糖度方面則以 KPHC98724 的 11.8°Brix 最高，比較對照

麗輝品種的 10.4°Brix，高出 1.4°B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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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 8 月 

-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