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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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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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年組參試品系中以東稉育 972025 號產量最高，較對照品種台
稉 9 號增產 24.3%；第 2 期作以嘉農育 981027 號產量最高，較對照品種台
稉 9 號增產 24.5%。秈稻產量方面，第 1 期作軟秈品系以嘉農秈育 1001127
號(6,111 公斤/公頃)最高，硬秈品系以嘉農秈育 992142 號(6,166 公斤/公頃)
最高；第 2 期作軟秈品系以中秈育 962021 號(3,861 公斤/公頃)最高，硬秈
品系以嘉農秈育 992142 號(4,611 公斤/公頃)最高。 

雜糧方面，紅豆新品系區域試驗，以 KA94-03-1 及 KA94-05-4 兩品系表
現最佳。毛豆「高雄 10 號」品種於 9 月 14 日取得日本品種權 25 年及「高
雄 11 號-香蜜」申請國內品種權於 11 月 22 日審議通過，並將毛豆高雄 7 號
及高雄 9 號兩品種境內非專屬授權給加工業應用計有 8 件；毛豆區域試驗結
果，各農藝性狀均以 KVA21 品系及 KVA104 品系表現最佳。101 年的外銷量
為 34,429 公噸，產值為 7,160 萬美元，創 19 年來新高，較 100 年成長 13.4%。 

果樹方面，棗 KIS-95590 新品系通過品種命名登記為高雄 10 號玉寶，
除取得 25 年品種權之外，並已授權予向陽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栽培生產。
芒果新品系 KMI-90056 果重 300-450 公克，果皮黃帶紅色，鮮明亮麗，可溶
性固形物 13-17oBrix、果肉細緻、櫥架壽命長等優良特性，於 11 月命名為高
雄 4 號-蜜雪，並提出品種權申請。番木瓜雜交一代新品系 PH1029 經品系比
較試驗結果顯示具有優良特性，提出品種命名為高雄 9 號商品名為日光。 

花卉方面，育成盆花火鶴新品種「高雄 1 號」及「高雄 2 號」，並已取
得國內植物品種權，是國內首次育成的雙色系盆花火鶴品種，並於 101 年 10
月提出高雄 2 號植物品種權申請，商品名稱為「紅寶石」。火鶴花切花栽培的
設施及密度研究結果發現，設施密植栽培模式確實可提高切花產量，且品種
間也會有不同表現。設計 SSR 基因座之專一性引子組，進行 PCR 反應篩選，
目前獲取 45 個具穩定性及多型性的 SSR 基因座，可供用於印度棗品種鑑定。 

加工處理方面，應用液相層析、多波分光、串聯質譜分析技術，以
LC-DAD/MSn 為主軸應用於鑑定台灣特用作物及柑桔類多酚物質，建立有
效、快速篩選國內農特產作為保健產品加工素材平台，提供作為保健產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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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新素材依據。利用纖維分解酵素來提高牛蒡葉還原糖之含量，做為未來牛
蒡葉開發利用之依據，以達牛蒡全株利用之目標。 

植物保護方面，青枯病為全球茄科作物的「絕症」，本場自田間土壤分離
2 個液化澱粉芽孢桿菌菌株及 1 個嗜熱性鏈球菌菌株組成複合微生物資材，
針對茄科作物青枯病進行生理、生化特性測試及田間防治效果評估，結果顯
示皆具抑制茄科青枯病菌之能力。研究發現，可濕性硫磺或可取代長久以來
普遍使用的三氟敏，作為印度棗白粉病的防治藥劑，且因其不具農藥殘留問
題，更可保障農民與消費者健康。101 年高雄市大社區、梓官區全區蔬果產
銷班皆為吉園圃班，轄區內枋山鄉果樹產銷第 9 班及阿蓮區蔬菜產銷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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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孔雀草、萬壽菊、油菜、田菁及太陽麻五種綠肥對

後期作物的影響，經種植兩個月後，孔雀草及萬壽菊植體內多種營養元素含

量有降低情形；而油菜、田菁及太陽麻多種營養元素含量則有提升情形，建

議前兩種綠肥可於種植後 1~1.5 個月，後三種則於種植後 2~2.5 個月耕犁入

土。土壤改良劑碳化稻殼可維持作物所需之營養元素，在取代有機質肥料之

施用下，可減少土壤鹽化程度，進而延長溫室土耕之壽命。利用碎化稻稈將

可部分取代水草，可提高農業廢棄物之利用效率及減少水草總量之輸入，達

到節能減碳之功效。 

101 年度自行辦理合理化施肥宣導講習會 79 場次，參加人數 5,509 人；
土壤分析件數 3,752 件，植體分析 1,292 件，共 5,044 件，101 年度較 100
年度成長率為 28.6%。協助辦理區內堆肥場審查複驗工作，計有 17 個肥料
商品通過國產優良堆肥抽查推薦。 

農業機械方面，研製完成乘坐式果園開溝兼施肥機，包含開溝、施肥兼
覆土等項目，每天以 8 小時計，其作業效率可達 0.8~1 公頃。研發完成農產
廢棄物處理機械，具攪拌、通氣、出料等功能，並使用 PLC 自動控制，可預
先設定發酵天數，發酵過程中不需人工操作，發酵桶內攪拌及通氣裝置能使
農產廢棄物達到快速發酵的效果。 

農業經營方面，101 年度計辦理 22 場次產銷班座談會，有 64 班產銷班
班員暨眷屬有 1,573 人次參加。2013 年全國十大神農評選，轄區屏東市蔬菜
產銷班第 13 班班長陳建行及屏東縣高樹鄉果樹產銷班第 65 班班長楊乾德當
選，2013 年模範農民則由高雄市彌陀區農會所推薦的蘇冠宇農友及屏東縣長
治鄉果樹產銷班第 14 班班長徐英忠當選。全國十大績優吉園圃產銷班評選
結果，由阿蓮區蔬菜產銷班第 7 班及枋山鄉果樹產銷班第 9 班當選。辦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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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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農業專業訓練 9 班，學員回娘家活動 1
次。辦理國產農產品推廣教育 18 場次，學員 1,050 人。辦理田媽媽培育養
成研習班 1 班，學員 40 人；辦理農村婦女創業暨副業經營研討會，計 60 人
出席。輔導 29 個農會辦理「農村高齡者生活改善」計畫，29 個示範班，受
益人數 1,500 人；輔導 34 個農會辦理「強化農村婦女生產及生活能力」計
畫 289 個示範班，受益人數 6,000 人。 

101 年度發行高雄區農業專訊 79~82 期、各 5,000 本，高雄區農情月刊
172-183 期、各 2,000 份，農技報導 108-111 期、各 3,000 本，年報 100 年
版、200 本，及研究彙報 20 卷 2 期、21 卷 1-2 期及 22 卷 1 期、各 200 本。
所有刊物除分贈有關單位人員及各地圖書館參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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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瓜優良 F1品系高雜育 42 號已進行新品種性狀檢定，
並於 102 年 1 月提出品種權申請。經試驗結果，建議農友種植有機水稻，高
屏地區可選擇台秈 2 號、台中秈 10 號、高雄 147、高雄 145 等；若農田中
有機質含量足夠時，建議二期作水稻則可不用再施用基肥。 

澎湖分場方面，南瓜雜交新品系 KPHC98019 及 KPHC98031 已通過命
名，品種名為南瓜澎湖 1 號-菊島之蜜及南瓜澎湖 2 號-菊島之春，並提出品
種權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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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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