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半乾旱研究中

心簡介

國 際 半 乾 旱 熱

帶 作 物 研 究 中 心

(International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emi-arid tropics, 
ICRISAT) 為國際農業研究諮商組織下的研

究機構，位於印度海得拉巴的研究總部佔地

1,400 公頃，主要任務為半乾旱地區研發栽培

技術、開發適合品種及水份管理模式等，同時

也進行基因解序及分子標誌開發，目前有六項

任務作物，包含鷹嘴豆、樹豆、花生、高粱、

小米及珍珠粟，這六項作物皆可利用少量水份

提供穩定的糧食及油料生產。近年來面對全球

前　言

我國提升雜糧作物

的產量與自給率，推動

大糧倉計畫，同時面臨

氣候變遷的挑戰，長期投入節水栽培技術研

究。本場為執行我國農業新南向計畫，於 108
年 2 月赴印度與亞蔬—世界蔬菜中心南亞分

部合作，因該分部恰好位於國際半乾旱熱帶

作物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emi-arid tropics, ICRISAT) 園
區內部，得此機緣與該中心進行交流。國際半

乾旱熱帶作物研究中心進行半乾旱地區作物栽

培技術及水份管理模式已逾 46 年，雜糧生產

相關研究豐富，許多國際專家也持續進行研

發，透過交流活動，可強化並交換臺灣雜糧產

業研發能量，並增進臺灣與印度農業領域互

動。

國際半乾旱熱帶作物研究中心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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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秉芸 助理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原住民農業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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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極端化，為了加強水份利用，開始研發氣

候智能型農業 (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栽
培管理方式及配合的作物品種。除了提供農業

技術方面協助外，ICRISAT 也關心改善當地

居民生活、婦女權益等議題，近來更透過利用

加工產品開發，提供婦女更多元工作及收入來

源。

本次交流主要針對豆科作物，該中心尚有

高粱、小米及珍珠粟研究在本文中未提及，但

仍有相當完善的研究可供國內參考。交流過程

中發現 ICRISAT 針對目標研究作物進行多方

的研究，從基礎栽培管理、病蟲防治及品種育

成，到後端的採收處理與加工生產進行透徹的

研究，與我國各試驗改良場所相似，彼此在作

物、病蟲及加工技術上仍有許多技術可以進行

經驗交流。

國際半乾旱熱帶作物研究中心研究近程

一、鷹嘴豆育種工作

鷹嘴豆又名雞豆、桃爾豆，在臺灣市場上

常稱為雪蓮子，生長適溫約 10-30℃，可耐受

溫度約 6-35℃，為深根植物，耐旱能力強、忌

淹水，主要栽培地區在印度、澳洲、緬甸、巴

基斯坦、土耳其，為世界第三大豆類作物，鷹

嘴豆富含蛋白質、膳食纖維及礦物質，為半乾

旱地區重要的蛋白質來源，目前 ICARSAT 已

推出抗萎凋病、早生、高產及適合機械採收的

品種，推廣至印度、孟加拉、緬甸、非洲及澳

洲等地區，提升糧食生產，目前仍持續針對高

溫耐旱、耐病等目標持續進行育種工作。

二、樹豆育種工作

樹豆為固氮作用優異的糧食作物，平均固

氮能力為 40 公斤 / 公頃，且根部會分泌酸性

物質加速土壤中有機質分解，並促進土壤中

磷釋放，非常有利於土壤改良，其葉片及豆

莢可作為青刈飼料，木質化的莖部可作為燃

料，全株都可利用。目前 ICRISAT 已育成超

早生品種 ICPL11255，生長 90-100 天即可採

收，且植株矮小、成熟期集中，可利用機械採

收，栽培密度高也可提供單位面積更多的收

益，可作為優良的裡作作物。另外鮮食用品種

Kamica，食用方式如同毛豆，種子甜度顯著

高於過往品種，

是樹豆市場的新

寵兒。目前除繼

續努力上述兩個

品種進一步改進

外，同時進行耐

病、降低日長及

溫度敏感性等目

標進行育種。

樹豆育種專

家 Dr. Anupama 
J Hingane 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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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與鷹嘴豆育種專家 Dr.�Pooran�M�Guar 合影��

 2 �國際半乾旱熱帶作物研究中心試驗大樓

 3 國際半乾旱研究中心關懷半乾旱地區糧食從生產到
餐桌過程及婦女幼童權益

 4 ICRISAT 已育成多個鷹嘴豆品種

 5  樹豆全株皆可利用，是半乾旱地區重要糧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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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豆育種目前來到另一個里程碑，樹豆中已發

現核質互作雄不稔品系，使以往豆類生產雜交

種子困難的問題有了解決方案，由於樹豆為常

異交作物，利用雄不稔系統搭配授粉昆蟲，

ICPH 2671—世界第一個一代雜交的豆類作物

品種於 2013 年首度問世，不僅產量高達 1396
公斤 / 公頃，較一般商業栽培品種產量高出約

46%，對萎凋病、樹豆不孕花葉病毒都具有強

抗性，顯示出雜交優勢未來將會對樹豆產業產

生巨大的變革。

三、花生育種工作

ICRISAT進行花生育種工作已超過 40年，

育成超過 130 個品種，改善 30 個以上國家花

生產業，針對耐乾旱、葉片真菌病害抗性、含

油量及油酸含量皆已推出優良品種，相關的分

子標誌也已經建置，並且持續擴增分子標誌。

高油酸油品目前為國際食用油趨勢，這類單元

不飽和脂肪酸可降低低密度膽固醇，降低心血

管疾病發生，為了促進半乾旱地區人民健康，

目前油用花生正朝向高油酸目標進行育種工

作，另外為解決雨季造成花生莢上發芽問題，

也進行提升種子休眠性的育種工作。

四、氣候智能型農業 (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根據聯合國農業及糧食組織定義：「氣候

智慧型農業旨在對農業系統改造和重新定向，

幫助和支持其有效發展並確保在氣候變化下的

糧食安全。其三個主要目標是：持續增加農業

產量和收入、建立和提高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

力、在可能的情況下降低或避免溫室氣體排

放。」

為因應全球極端氣候發生日益增加，半乾

旱地區的乾旱時期延長等問題，ICRISAT 積極

對適應環境的作物品種、田間栽培、水資源利

用及病蟲相改變等問題進行研究工作。半乾旱

地區多屬經濟較弱勢的區域，因此 ICRISAT
特別對簡易儲水設施、採後儲藏設備進行開

發，藉由土壤夯實、混合物利用等技術建立更

好的水份管理設施。ICRISAT 園區本身就利用

水份管理技術，供應全年作物研究所需用水，

園區內具有 3 個湖泊及 2 個人工小型水庫，

全區雨水藉由自然地形引導進入湖泊，再經由

馬達將用水運輸至位於高處的水庫中，以利後

續澆灌使用，幾乎全年栽培皆可利用此系統供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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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雨水收集外，廢水再利用也是 ICRISAT
積極研發的一部份，第一步驟利用自然沉降，

再經由岩石、細砂等過濾，第二步驟利用介質

中微生物分解有機質，讓上方植物吸收，降低

水中無機鹽類及有機質汙染，利用美人蕉等具

有吸收重金屬的功能植物，達到淨化水質，廢

水回收提供農業用水的目的。

研究交流及未來合作

 本次赴印度與 ICRISAT 交流，全球氣

候變遷對於作物生產的挑戰毫無意外的成為我

們的第一個話題，水份與溫度劇烈改變使糧食

生產風險提升，氣候造成病蟲害發生狀況產生

變化，為因應氣候變遷，ICRISAT 針對耐乾旱

作物進行研發，並逐步加入其他環境因子進行

品種開發，本場目前則針對鵲豆進行耐高溫選

育研究工作。另一項討論的主軸則是樹豆，樹

豆為花蓮許多原鄉地區的傳統作物，栽培區域

廣泛，但是冬季多雨、採收前裂莢及成熟期分

散等問題，使樹豆產業在宜花地區受到嚴重的

限制，ICRISAT 研究樹豆多年，建議以選拔早

生品種並提前採收以利避開雨季，同時以可以

增進土地利用效率，而前述的樹豆研究方向也

激發了許多不同的研究方向。目前本場已從原

鄉地區收集 70 餘項特色豆類種原，並陸續進

行特性調查，未來預計自 ICRISAT 引進優良

樹豆種原，並配合地方品種選拔，期望能選育

出適合轄區內栽培的樹豆品種。 

結　語

國際半乾旱作物研究中心除針對任務作物

的技術開發、品種改良，在氣候變遷對作物生

產的影響研究上也多有著墨，同時因為總部地

理位置與技術輔導區域，國際半乾旱作物研究

中心對東南亞及非洲地區市場也相當了解，作

為國際非營利研究機構，ICRISAT 樂意與其他

研究單位分享研究成果，育成的品種在半乾旱

地區多以無償釋出的模式推廣，在東南亞大幅

改善農民收益，對穩定半乾旱地區糧食供應有

巨大的貢獻。前述中所提到的各個作物品種或

者種原也可以透過申請，提供給其他單位作為

研究用途，目前包含東南亞、非洲、中國等地

都已經開啟了相關的研究合作。配合我國推行

雜糧自給、強化農業韌性與新南向的農業發展

方向，國際半乾旱作物研究中心無疑是未來有

機會合作的伙伴，此次交流初步與該研究中心

建立聯結，期望未來能透過各項研究交流與合

作，打造更穩定、更優質、更國際的臺灣農業。

 6 �前方已將種皮去除的樹豆為印度最常使用的樣態，
後方 ICPL11255 即為超早生品種，Kamica 則為鮮

食用品種

 7 �與花生育種專家 Dr.�Janila�Pasupuleti�( 左二 )
及研究助理 Sunil�Chaudhhari 先生 (左一 )合影

 8 �Sunil� Chaudhhari 先生介紹 ICRISAT 已育成的花

生品種�

 9 以植物淨化廢水成灌溉用水，增加水份利用效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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