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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肥每分地可施用腐熟有機質肥料 100公斤，
複合肥料 (如台肥 43號等 )40公斤，過磷酸鈣
10公斤，第一次追肥為定植後 3週，每分地施
用台肥 43號 10公斤，第二、三次追肥為定植後
6及 9週，每分地各施用台肥 43號 20公斤，若
要增加甜度可在第 6週起每 18-21日追施硫酸鉀
10-15公斤，或是噴施磷酸一鉀 1,200倍。

露天栽培可立 A字竹架或是ㄇ型錏管架，
溫網室栽培可採吊繩式或是用直立式錏管搭設方

形或菱形網，採雙幹或四幹整枝栽培管理。本品

種適合高光度下栽培，不適合使用遮光網降溫，

在遮光處理下節間容易變長、生長勢變弱。

四、病蟲害防治

番茄新品種｀花蓮 24號 -友愛´在田間強
抗番茄黃化捲葉病毒，但在高溫時抗性會降低，

因此田間管理需搭配病毒媒介昆蟲 -銀葉粉蝨防
治，才可避免少部分植株罹病。本品種在露天栽

培下具有晚疫病中等抗性及南方根瘤線蟲抗性，

在高濕低溫環境下連續 3-5日以上仍會罹患晚疫
病，必須噴施相關資材予以防治，有機栽培可使

用亞磷酸及氫氧化鉀相同體積 1,000倍現配混合
施用，在寒流濕冷天氣之前每周噴施一次，連續

三周以上方才有效。慣行栽培可使用 52.5%凡
殺克絕水分散性粒劑或曼普胺水懸劑 2,500倍或
其他推薦農藥噴施。最常見的蟲害為番茄夜蛾及

刺皮癭蟎，請依照植保保護資訊系統推薦藥劑防

治。

結   語

番茄｀花蓮 24號 -友愛´為新的抗病紅色
小果番茄新品種，為目前適合露天栽培品質最好

的聖女型番茄，生長勢強，第二花序以後常有雙

梗花序，田間栽培時強抗黃化捲葉病毒，中抗晚

疫病且抗線蟲，十分適合有機栽培，具有耐熱性

可在露天環境下提早或延後定植一個月，果實糖

度高，正常施肥栽培可使糖度達 9度以上，果肉
厚實、口感Q彈好吃，果色亮深紅不會有黃肩，
果萼厚實不易萎凋、儲架壽命長適合物流販售，

為紅果小番茄另一個新選擇。

花蓮 24 號

友愛
番茄
新品種

▲ 番茄｀花蓮 24 號 - 友愛´( 左 ) 在低溫高濕環境下對晚

疫病具有中等抗性

▲番茄｀花蓮 24 號 - 友愛´( 左 ) 儲藏壽命長，在採收 4 日

後果萼依然保持新鮮，而一般聖女型番茄 ( 右 ) 的果萼則

大部分凋萎，失去商品價值

/ 王啟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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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番茄為茄科 (Solanaceae)番茄屬植物。
番茄原產於南美洲西部沿岸安地斯山區，現祕

魯、厄瓜多爾和智利北部沿岸山區，台灣的番茄

則在 17世紀由荷蘭人攜入種子進行興趣栽培，
到了日據時期開始引進栽培品種進行專業栽培。

台灣番茄栽培面積在民國 109年已達 3,989公
頃，然而近年來番茄黃化捲葉病毒為台灣露天番

茄生產的限制因子，番茄植株嚴重時幾乎無產量

而言，加上目前耐熱番茄抗病力及品質仍有待改

進，有鑑於此，本場利用分子標誌輔助育種，經

過多年的試驗與品種特性檢定，終於育出兼具耐

熱及抗番茄黃化捲葉病毒的高品質小果番茄新品

種｀花蓮 24號 -友愛´。

育成經過

小果番茄｀花蓮 24號 -友愛´的父本為
22RR-0-0-0818-5-4-2-5-3，係民國 99年春作選
擇 RedR-1-01系為母本，耐熱品系且具有 Ty-2
抗病基因連鎖分子標誌 T0302檢測為同質結合之
HA22-0-0-03系為父本雜交，每一世代苗期進行
分子標誌輔助育種，於民國 103年選拔秋作之自
交系，為紅色小果番茄品系，非停心性，亮深紅

果，夏季高溫下無黃肩，平均果重 17.4 g，平均
果型指數 1.18，具有同質結合之 Ty-2基因。

母本 IN385-0-0915-3-1-1-1-1-5，係民國 98
年秋作將｀櫻蜜´之自交 2代 IN2-1品系與進口
番茄｀TG385´番茄為父本進行雜交，歷代分離
進行選拔，每一代小苗經分子標誌 P6-25篩選有
Ty-1/Ty-3抗病基因植株，持續單株選拔至民國
103年秋作繁殖為 F9世代品系。為紅色小果番
茄品系，非停心性，亮紅果，夏天果實轉色漂亮，

平均果重 14.5 g，平均果型指數 1.42，具有同
質結合之 Ty-1/Ty-3基因。

以上父母本自交系育成後，於民國 103年
秋作雜交，再經品系比較試驗、品種 DUS特性

檢定、抗病檢定及泰國海外耐熱試驗選拔出來的

一代雜交品種，於民國 109年提出品種權申請，
並於民國 110年 5月獲得品種權證書（品種權字
第 A02581號）。

品種特性及利用性

一、品種特性

為鮮食用小果番茄，雜交一代品種。植株

下胚軸具有花青素為紫色，非停心型。二回羽狀

葉，葉片大，葉色深綠且著生角度為水平，葉片

小葉葉柄與葉軸的相對角度為水平。花序型態為

中間型、花瓣黃色，花梗長度中等有離層。果型

橢圓型，果實橫切面為圓形，果頂形狀為扁平，

未熟果有綠肩、綠色呈色中等，成熟果及果肉為

紅色，硬度中等，果實為小果，2-3個心室，成
熟期中等。經檢定為抗番茄捲葉病毒台灣型病毒

(ToLCV-TW1)及泰國型病毒 (TYLCV-TH1)、抗番
茄晚疫病 T1, 2生理小種，抗南方根瘤線蟲。

二、生育日數及產量品質

番茄新品種｀花蓮 24號 -友愛´始花期約
為播種後 75日，開始採收期秋作約 110日，春
作約 120日，第三花序後產生雙梗或三梗花序
的比例高，採收一個月之產量為 :北花蓮為 25
至 30噸 /公頃，雲嘉南為 35至 45噸 /公頃。
果實顏色為亮深紅，高溫時不會有黃肩，果肉厚

實類似坊間的聖女型番茄，且口感比聖女型番茄

佳，在中南部栽培夏天可溶性固形物可達 8度以
上，冬春季可達 9度以上。  

三、利用性

為一代雜交品種，適合露天栽培，強抗番茄

黃化捲葉病毒，具有耐熱性，可以在晚春或晚夏

定植，平地春作可採收到 6月下旬，曾在泰國曼
谷附近佛統府試種 3年皆有高產抗病之表現，產
量與市售耐熱品種相當，一旦有黃化捲葉病毒傳

播則可以表現抗病優勢、產量不減且糖度及外觀

品質比市售耐熱品種佳，另外，本品種具有抗番

茄晚疫病 T1, 2生理小種之抗性，在春季低溫高
濕環境下具有中抗晚疫病特性，可減少防治資材

之噴施。本品種為耐貯運之品種，果萼不易萎縮，

具有較長的貨架壽命，可以取代台灣部分的露天

小果番茄品種。

栽培方法及注意事項

一、整地作畦

選擇地勢較高，排水良好，土質疏鬆及透

氣性好的農地，忌與葫蘆科及茄科作物連作，以

免土傳病害嚴重發生。整地之前要進行清園，以

免前期之病蟲害傳播。整地作畦時要注意排水，

若地區排水不良要作高畦，畦的方向以南北向為

佳。畦面要鋪設雜草抑制席、銀黑色塑膠布或稻

草以防雜草。

二、育苗及定植

育苗前可將種子用水浸潤 6-8小時後即可播
種。秋冬播種時先以 128格的穴盤為宜，春作以
104格的穴盤較佳，等到植株有 3-4片本葉再行
定植為佳。定植時採一畦雙行方式，畦寬為 1.8-
2.0公尺，行距約為90公分，株距為50-60公分，
1分地約可以定植 1,500-1,800株，定植後可施
用木黴菌或開根素促進開根，本品種具耐熱性，

建議台灣中部春作定植時期不晚於 3月中旬，秋
作定植期在 8月上旬之後為宜，台灣南部春作可
在 3月上旬以前，秋作在 9月以後。

三、施肥及栽培管理

有機栽培基肥以氮磷鉀比例 4-4:2-3:5-6之
有機肥於預定畦溝處條施平均每株施用 0.3-0.4
公斤，之後以中耕機打過成畦後定植。慣行栽培

▲ 番茄｀花蓮 24 號 - 友愛´下胚軸為紫色

▲番茄｀花蓮 24 號 - 友愛´著果成熟之情形，花序常有雙叉，

果萼及果色漂亮、產量高

▲番茄｀花蓮 24 號 - 友愛´果實側面及橫切面，

果色亮深紅，具有 2-3 個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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