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農1號(翠玉)之育成
◎ 農試所嘉義分所 張哲瑋 程永雄 趙政男
屏東科技大學
顏昌瑞

一、前言
荔枝為台灣重要的常綠果樹，栽培面
積近一萬二仟公頃。台灣荔枝栽培品種以
「黑葉」為主，約佔全部栽培面積 85 ﹪，
造成產期集中的現象。“大年”因產量
高，滯銷情形十分嚴重，產銷失衡導致價
格甚低；若為“小年”荔枝多不開花，縱
使價格高，農民亦無利可圖。主要栽培品
種單一、隔年結果及優良品種產量不穩定
是荔枝產業所面臨較主要的問題。因此，
有必要利用育種的方式選育出不同產期、
風味佳、種子小及產量穩定的品種，以分
散產期。
目前主要栽培品種「黑葉」，具有產
量高、適應性強的優點，但種子大、糖度
低，略有酸味是其缺點，而種子小品質佳
的品種如「玉荷包」，又有產量低不易栽
培，且成本較高的問題。有鑑於此，本所
嘉義分所於民國 76 年以「黑葉」為母本，
「玉荷包」為父本進行人工雜交授粉，希
望能結合雙方的優良特性，選育出產量高
品質佳的品種。經過 17 年的試驗選拔出代
號「76-C-2」優良品系，於民國 93 年 6 月 8
日獲得果樹育種、栽培、植物病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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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及生物統計等專家委員審查通過，命
名為荔枝「台農 1 號」， 93 年 6 月 15 日於農
委會正式對外發表，商品名稱經過網友票
選結果，定名為「翠玉」，取其果實成熟
時帶有綠色果皮(圖一)，果肉乳白如玉之
意。

二、育成經過
民國 76 年以「黑葉」為母本，「玉荷
包」為父本進行人工控制授粉，同時期尚
有「沙坑」（母本）×「玉荷包」（父本）
等 10 種組合，取得種子後播於盆缽中，民
國 77 年將這批幼苗以密植方式定植於果
園，民國 82 年起，陸續開花結果，民國 83
年選出品質優良者6品系，民國85年選出8
品系，經過綜合評估結果，以「台農 1 號」
(編號 76-C-2)表現最佳。因此民國 86 年將
「台農1號」與對照種「黑葉」
，及另一品系
在嘉義農業試驗分所進行品系(種)比較試
驗，並於民國 87年及88年分別於雲林縣古
坑鄉及高雄縣大樹鄉進行區域試驗，供試
植株均為高壓苗。 在古坑試區，對照品種
為「黑葉」、「沙坑小核」及「糯米滋」，
在大樹試區，對照品種為「玉荷包」
。
作
者 ：張副研究員哲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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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各試區各年度之試驗結果顯示，
「台農 1 號」不僅結果率高，果實品質亦頗
為優良，「台農 1 號」之平均單果重約為
22 公克，略輕於「沙坑小核」及「玉荷
包」，但重於「黑葉」及「糯米 」；「台
農1 號」之果肉率約為 83 ％，遠較「黑葉」
及「沙坑小核」為高，亦較著名之高果肉
率品種「糯米 」及「玉荷包」為高；
「台農 1 號」之平均焦(小)核率約 74 ％(圖
二)，與著名焦(小)核品種「糯米滋」及
「玉荷包」相當，「黑葉」則未發現任何
的焦(小)核現象；另一焦(小)核品種「沙坑
小核」亦僅有 30% 的焦(小)核率；「台農 1
號」之糖度約為18oBrix，雖低於「糯米 」
但與「玉荷包」相當，而高於「黑葉」及
「沙坑小核」；「台農 1 號」產期在古坑試
區介於「黑葉」與「玉荷包」之間，而在
大樹試區則與「玉荷包」相近。至於產
量， 5 年生植株之單株產量約為 36 公斤(圖
三、四)。

三、病蟲害調查
為明瞭「台農 1 號」的感病蟲特性，
乃進行病蟲受害率調查，根據研究資料顯
示，目前荔枝最主要的病蟲害有危害果實
的露疫病、酸腐病、荔枝細蛾及危害植株
的褐根病，因此調查這四個項目，調查地
點為雲林古坑試區，對照品種為「黑
葉」，結果顯示「台農 1 號」及「黑葉」均
未發現露疫病及褐根病；「台農 1 號」有
4% 的果實羅患酸腐病，而「黑葉」則
無，此與「台農 1 號」果皮較薄容易裂果
有關，另「台農 1 號」有 1 ％的果實受荔
枝細蛾危害，而「黑葉」則無，此應是

「台農 1 號」產量高，每一結果枝的果實數
多，且枝條較軟，果實成熟後會疊合在一
起，因而較不容易噴葯防治。

四、品種特性
1. 果實品質優良，果肉率在 80 ﹪以上、糖
度在18 oBrix以上，於適當採收期，果皮
顏色為綠中帶紅，果實形狀為心臟形。

圖一、台農 1 號翠玉荔枝(左)，果實成熟時帶有綠
色果皮。

圖二、台農 1 號翠玉荔枝之平均焦(小)核率約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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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焦（小）核率約 70% 以上，若在適當環
境焦核率更可達到 90% 以上。主要的商
業品種「黑葉」並無焦核的現象，而其
餘焦核品種之焦核率常隨氣候條件而改
變，甚至常會降至 30%以下。
3. 產量高且穩定，高壓苗種植 5 年，單株
產量達 30 公斤以上，估算每公頃可達
12000 公斤以上，此與大年之「黑葉」
種相當。
圖三、台農 1 號翠玉荔枝結果率高，結實纍纍。

4. 栽培容易，促進著果不須剪穗處理亦不
用噴灑植物生長調節劑，因此成本低，
相對的農友易獲得較高的利潤。

五、台農 1 號與現今栽培種特性比較
台農 1 號與台灣現今栽培種性狀比較
如表一，保有現今優良栽培種「玉荷
包」、「糯米 」之高小核率且品質佳的特
點，並加入了「黑葉」種之適應性強及豐
產的優點，至於產期，「台農 1 號」在南
部為 5 月下旬，中部為 6 月上旬，可與
「黑葉」產期互補(表二)。
圖四、台農 1 號翠玉荔枝栽培容易，產量高而穩定。
表一、台農 1 號與台灣現今栽培種性狀比較表
適應性

開花
難易

台農 1 號

強

易

高，穩定

玉荷包

差

易

黑葉

強

糯米

差

品種

產量
性狀

焦(小)核率
(％)

焦(小)核率
的穩定性

果皮
顏色

糖度
(oBrix)

栽培難易及
生產成本

74

穩定

綠中帶紅

18-20

栽培容易，

低，不穩定

65

穩定

鮮紅

17-20

易

高，不穩定

0

無焦核現象

暗紅

16-18

難

低，不穩定

90

不穩定

鮮紅

18-21

生產成本低
栽培不易，
生產成本高
栽培容易，
生產成本低
栽培不易，
生產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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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栽培管理注意事項
1. 栽 培 容 易 ， 管 理 方 式 可 參 照 「 黑 葉 」
種，適當行株距為 5 × 5 公尺，在果實
採收時一併將垂直向上的枝條自基部剪
除，當植株日益長大導致樹冠相接觸時
則採隔株強修剪的方式，以維持果園的
產量。南部果園在 11 月初，中部果園在
11 月中可噴灑益收生長素 1,500 倍，防
止冬梢促進結果。
2. 果實採收後應立刻施用臺肥 43 號及有機
肥，以促使植株迅速抽梢，在第二次生
理落果後(約著果後 5~6 週後)可施用臺
肥 36 號，若施用單質肥料，本次應多施
鉀肥，減少氮肥的施用，以免因甜度下
降而影響果實品質。在果實發育期可視
需要葉面噴灑鈣及其他微量元素。
3. 果皮薄，久旱驟雨偶會裂果，因此果實
發育期間應注意灌溉，維持一定土壤濕
度，避免忽乾忽濕以減少裂果。
4. 若發現裂果的情形，應立刻將裂果摘
除，並立刻噴灑 5% 菲克利水懸劑 3000
倍，以避免罹患酸腐病。
5. 謝花結果 10 日後，應加強防治荔枝細
蛾。

表二、台農 1 號與台灣現今栽培種產期對照表
品種別

產期

台農 1 號 南部：五月下旬

栽培面積
推廣中

中部：六月上旬
玉荷包

五月中下旬

約 1,500 公頃

黑葉

六月中旬

約 10,300 公頃

糯米

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

約 200 公頃

6. 果實發育期間若遇長期的乾旱，果重會
減輕，因此須注意灌溉。
7. 遇有多天 10 ℃以下低溫之強烈寒流來襲
時，宜在果園噴水防止寒害。
8. 本品種果實雖然酸味降低早，但為顧及
果實品質仍應在九分熟時再採收。

七、選購要項及保存方法
消費者選購時以果色綠中帶紅，果棘
較平，果實飽滿為佳。購買後若無法立即
食完，請放入塑膠袋，並將袋內積水排
掉，綁住袋口放入冰箱，可存放3週左右。

八、結語
本所嘉義分所經雜交育種法所培育的
荔枝優良品種「台農 1 號」產期早於「黑
葉」，果實品質優良，焦核率在 70 ﹪左
右，果肉率亦在 80 ﹪以上，產量高不會有
隔年結果且栽培容易，本品種的推出將可
部份取代「黑葉」
，有助於解決荔枝主要栽
培品種單一、隔年結果及優良品種產量不
穩定問題，可望為荔枝產業帶來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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