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

稻作
水稻雜交育種及後代選育
為選育食味佳、良質、抗病蟲害等優良水稻品種供農友栽培以提升國內稻米品質，
於 100 年一期作完成花蓮 21 號 / 花 育 122 號等 8 個雜交組合，雜交後代中，培育雜交
F2 ∼ F4 世代 31 組合。在品系觀察試驗 11 組合 171 品系中，共選出花系 9720401 等 26
個米質優良、病蟲害抗性佳之品系晉級初級產量比較試驗，初級產量試驗選拔米質、抗
病性較優之花系 9620418 及花系 9710208 兩品系晉級高級產量比較試驗。100 年二期作
繁殖雜交 F1 種子 8 個組合，培育雜交 F3 ∼ F4 世代 24 個組合。在品系觀察試驗 272 品系中，
共選出花系 9810110 等 62 個米質優良、病蟲害抗性佳品系晉級初級產量比較試驗。高級
產量比較試驗選出米質優良之花

育 116 號 1 個品系晉級 101 年全國區域試驗，花

116 號稻穀產量、食味值均優於對照品種台

育

9 號，且對稻熱病呈中抗反應，深具良質

米潛力。

水稻區域試驗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本試驗目的在測驗國內各試驗改良場所新育成優良

稻品系之農藝性狀、稻穀產

量及在本區環境之適應性，以供新品種命名審查及推廣之參考。100 年度區域試驗分為
99、100 年組材料進行試驗。100 年一期作 99 年組中 6 個 稻品系產量超過對照品種台
9 號（3,869 公斤 / 公頃），增產 4.5 ∼ 14.8％，其中以中

育 11604-1 號產量表現最

佳（4,441 公斤 / 公頃），而糯稻苗育 95-158 號（3,667 公斤 / 公頃）亦超過對照品種台
糯 1 號（3,241 公斤 / 公頃），增產 13.1％；100 年組中 5 個
種台

稻品系產量超過對照品

9 號（3,946 公斤 / 公頃），增產 4.8 ∼ 14.2％，其中以花

育 119 號產量表現最

佳（4,507 公斤 / 公頃），增產 14.2％。二期作 99 年組中 6 個品系產量超過對照品種台
公斤 / 公頃）；100 年組中 3 個 稻品系產量超過對照品種台

9 號（4,244 公斤 /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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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產 3.8 ∼ 14.4％，其中以嘉農育 981027 號產量表現為最佳（4,857 公斤 / 公頃）。

民國

9 號（3,346 公斤 / 公頃），增產 1.0 ∼ 14.8％，其中以高雄育 4731 號產量表現最佳（3,841

水稻花蓮 21 號列入優良水稻推薦品種
本場新育成水稻品種「花蓮 21 號」具有株型優良及高產特性。株高適中約 97 ∼ 99
公分，第一期作生育日數 129 天，第二期作生育日數 120 天，成熟期時稻穗穀粒飽滿，
粒型整齊，稃尖（榖粒尖端）呈深紫色。在全國區域試驗第一期作每公頃乾穀產量達
7

6,957 公斤；第二期作每公頃乾穀產量達
稻作

5,185 公斤。本品種對稻熱病及褐飛蝨具
抗性，田間栽培時可減少農藥施用，降
低稻作生產成本。水稻花蓮 21 號於參加
98 年及 99 年兩年四期作全國水稻新品
種示範成果表現優良，米飯口感極佳，
在 36 處示範點中有高達 17 處示範點的
米飯食味口感經評定優於良質米推薦品
種台

9 號，本（100）年度經審查通過

列為優良水稻推薦品種，已積極規劃推

◤水稻「花蓮 21 號」增列為 100 年優良水稻推薦品種

廣擴大栽培。

水稻品種特性檢定－穗上發芽率及脫粒性
本試驗為檢定全國各水稻試驗改良場所新育成水稻高級試驗以上品系及國內主要水
稻栽培品種之穗上發芽率及脫粒特性，以供水稻品種命名參考。本項特性檢定結果並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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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做為 100 年國內新育成水稻品種台農 77 號及台農 79 號品種命名使用。本年度參
試之 183 個水稻品種（系）穗上發芽率檢定結果，本場參試品系有花
109、花

育 117、花

育 118 及花

育 108、花

育

育 119 等 5 個品系屬難穗上發芽等級，在水稻成熟

期遭遇連續陰雨天時，不易因穗上發芽而導致稻米品質降低；脫粒性檢定結果，本場參
試品系有花

育 109、花

育 118、花

育 119、花

育 123 及花

育 124 等 5 個品系屬

脫粒性適中等級，適合割稻機機械收穫，且成熟期時不易因易脫粒特性致穀粒掉落田間，
造成稻穀產量損失。

水稻豐歉因素測定試驗
豐歉因素測定試驗目的為測定不同年期間不同氣候因子對水稻生育狀況及稻作收量
之影響，為長年性之觀察試驗。一期作初期因低溫延續時間較長，田間病蟲害發生情形
較少，且生育日數延長使產量提升，因此本期作各品種稻穀產量表現普遍較佳，參試品
種稻穀產量介於 2,505 ∼ 3,183 公斤 / 公頃之間，以台農 67 號產量表現最佳（3,183 公斤
/ 公頃）；米質部分則以台

2 號最佳，食味值介於 75 ∼ 78 之間。二期作生育後期遭逢

11 月連日霪雨影響，造成部分水稻植株倒伏，且有穗上發芽情形產生，因此產量表現較
低，參試品種產量也較歷年值為低。品種間稻穀產量介於 2,574 ∼ 2,868 公斤 / 公頃，以
台
8

4 號產量表現最佳（2,868 公斤 / 公頃）。

水稻良種繁殖
稻作

為建立水稻優良稻種三級繁殖制度，繁殖
本場育成之優良稻種供農友栽培利用，以增加
農民收入，於 100 年一期作於本場試驗田設置
台

4 號及花蓮 21 號原原種田計 0.15 公頃，生

產之原原種稻種共 288 公斤；二期作設置台
4 號、台

16 號及花蓮 21 號原原種田共計 0.25

公頃，生產之原原種稻種 268 公斤。100 年度生
產之台

4 號、花蓮 21 號及台

16 號合格原

原稻種提供 101 年一期作設置水稻原種田計 9.2
公頃。

◤水稻花蓮 21 號原原種田間生育情形

具保健功能之機能性水稻品種研發
本研究針對不同消費者營養訴求進行機能性米的研發育種。本年度針對已挑選出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特殊蛋白質含量品系之花系 9611102-8（F5）號及具高蛋白潛能之陸稻等共 21 個品種
（系）進行蛋白質含量分析。結果顯示，參試品種（系）中，除了花系 9620303 號等 14
個種（系）具有高蛋白外，又發現陸稻品系花陸 129-4 號及花陸 129-15 號蛋白質含量表
現更為突出，其蛋白質含量分別為 13.66％及 17.50％，深具高蛋白表現潛力。但該品系
農藝性狀及產量不佳，為改良其農藝特性且保留高蛋白表現，已於本年度一期作和優良
水稻品種花蓮 21 號雜交，並繁衍至 F2 世代以利後續進行選拔及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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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性水稻品種研發：利用高蛋白含量的花陸
129-15 號與花蓮 21 號之雜交 F2 後代可作為高
蛋白含量水稻選育之基礎族群

◤具高蛋白潛力之陸稻品系花陸 129-4 號
及花陸 129-15 號

9

有機水稻栽培輔導
稻作

100 年花蓮縣有機水稻栽培耕地面積計 606.5 公頃。全縣有機米產銷班計有 10 班，
其中富里鄉有 8 班、玉里鎮及花蓮市則各有一班，種植品種以高雄 139 號、台

2 號、

高雄 145 號及台中秈 10 號為主，栽培模式採雙期作栽培；100 年宜蘭縣有機水稻栽培面
積計 199.4 公頃。全縣計有有機米產銷班 8 班，其中三星鄉有 4 班、礁溪鄉、五結鄉、
蘇澳鎮及羅東鎮則各有 1 班，種植品種以台農 71 號、高雄 145 號及台中秈 10 號為主，
栽培模式採一期稻作單期作栽培，二期稻作則全面休耕種植綠肥。為提升轄區有機水稻
栽培技術，配合有機水稻栽培技術訓練及講習會場合，派員講授水稻品種特性及有機水
稻栽培技術，並不定期下鄉輔導栽培農友，提供有機水稻栽培技術指導。

有機水稻米糠抑草試驗
為研發水田雜草防治資材及施用技術，本年度針對米糠除草效果進行試驗。參試品
種為水稻花蓮 21 號，試驗田區依照有機栽培法進行田間管理，各試區間以塑膠浪板進行
區隔。水稻插秧後 3 天於田間灑施米糠，米糠施用量以每公頃施用 500、1,000、1,500、
2,000 公斤及對照不施用等共五個處理；施用後 20 天進行雜草株數調查及測定雜草乾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試驗結果顯示以每公頃施用 1,000 公斤米糠處理之雜草株數（21 株）及雜草乾重（27.0
公克）為最低，相較對照組之雜草株數（628 株）及雜草乾重（140.7 公克），對於雜草
防除具有顯著效果，因此使用米糠處理可於水稻生育初期控制田間雜草生長以減輕雜草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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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糠除草試驗中施用米糠後田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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