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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農委會農糧署看好大豆市場發展潛力，

極力推廣集團產區並擴大規模，以契銷帶動

大面積契作生產，根據農糧署統計，近3年

來國產大豆種植面積及產量呈現逐年上調趨

勢，於2014年國內大豆種植面積已上升至

680.1公頃，總產量合計約1,173公噸。目前

台灣大豆前三大生產縣市中，臺南場轄區內

就含括了兩縣市，分別為臺南市及嘉義縣，

臺南市以善化、下營及西港為主，嘉義縣則

以新港、太保、六腳及鹿草為主。隨著國內

種植大豆面積急遽擴增，病蟲害帶來的威脅

與侵擾更是日趨嚴重，本文針對近年來大豆

種植期間發生之病蟲害及防治方法進行介

紹，以提供農友管理之參考。

一、蛀食性螟蛾類

白緣螟蛾及豆莢斑螟蛾為目前豆科較

為嚴重的蛀食性害蟲。雌蟲多將卵產於幼

嫩葉柄、花萼或豆莢表面。初孵化幼蟲約經

24小時鑽入未成熟豆夾中取食豆子，影響

豆子產量與品質。

防治方法：

1.田間衛生：被螟蛾幼蟲危害之豆莢應處理

文／圖 ■  陳盈丞、蔡孟旅

掉，不應隨意棄置

於田間。

2.參考大豆螟蛾類、毒

蛾類及夜蛾類登記

藥劑防治。最佳防治

時機為開花期間及成

蟲好發期及幼蟲孵化

期，在幼蟲鑽入豆莢

前進行藥劑防治。

二、毒蛾類及斜

紋夜蛾

毒 蛾 類 有 臺 灣 黃

毒蛾、柑毒蛾等，皆為

雜食性害蟲，可危害多種作物，如豆科、十字花

科、葫蘆科等。終年可見幼蟲危害，雌蛾產卵於

葉緣上，初孵化幼蟲群集取食葉肉，三齡後各自

分散，可危害花器、幼果、葉片等。斜紋夜蛾亦

為雜食性害蟲，寄主廣，危害多種雜糧作物及蔬

菜、水果、觀葉植物與多種花卉。終年可見幼蟲

危害，成蟲在傍晚時最活潑，雌蛾將卵產於葉

背，卵塊上覆以雌蛾之鱗毛。初孵化幼蟲有群棲

性，第3齡以後逐漸分散，幼蟲於葉背取食而殘

留上表皮，老齡幼蟲則取食地上部植株。

1  蛀食性螟蛾幼蟲取食於豆莢

2  蛀食性螟蛾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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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方法：

1.摘除含有卵塊

或蟲繭之葉片、於

一、二齡幼蟲群集

時，直接拔除危害葉片。

2.於種植前整地翻犁後浸水一天以上，可將土中

之蛹或幼蟲淹死。

3.清除雜草以減少害蟲之隱蔽場所。鄰田若

有田菁、綠肥大豆等豆科綠肥作物，須注

意加強防治。

4.利用性費洛蒙誘殺斜紋夜蛾雄成蛾。每公

頃設置5∼10個誘蟲盒，放置高度約為離地

150公分或作物生長點上方30∼60公分，每

月更新性費洛蒙誘餌一次。誘蟲盒誘得昆蟲

後每周應清除一次。

5.參考大豆螟蛾類、毒蛾類及夜蛾類登記藥劑

防治。

三、薊馬類
可危害大豆的薊馬有小黃薊馬、豆花

薊馬、花薊馬。薊馬會躲在大豆未

開展之心葉中銼吸汁液，造成葉片

皺縮扭曲。大豆開花時，則會在花

器內吸食，造成落花或植株授粉不

完全等現象，進而影響結莢與產量。

乾旱的季節薊馬發生較嚴重。

防治方法：

1.田區四周之雜草應清除，以減少薊馬棲息

之場所。

2.設置黃色黏紙或黃色水盤 (水盤內盛肥皂

水) 誘殺成蟲，每隔10公尺設置1點，高

度約與植株齊高。

3.可使用苦楝油、窄域油、葵無露等防治薊

馬，每隔7天施用一次，勿於高溫下施用。

4.參考大豆薊馬類及葉部薊馬類登記藥劑防治。

四、葉蟎類

可危害大豆的葉蟎有二點葉蟎、神澤

葉蟎及赤葉蟎等。葉蟎在乾旱期發生相當

普遍，因此在大豆秋作後期會有較嚴重危

害。葉蟎於大豆葉背取食，被害部位呈灰白

斑點，全面被害成黃化或褐化狀，導致提早

落葉。結莢期間取食豆莢，造成豆莢畸形及

結實不飽滿。

3  臺灣黃毒蛾幼蟲取食葉片危害

6  斜紋夜蛾成蟲受性費洛蒙(紅色
條)誘引

4  柑毒蛾取食葉片危害

5  斜紋夜蛾幼蟲取食大豆葉片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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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豆花薊馬在花器上取食危害 8  小黃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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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方法：

1.勿密植，保持通風之環境，以減少葉蟎之

棲息。

2.可使用苦楝油、窄域油、葵無露等防治葉

蟎，每隔7天施用一次，使用足夠水量，均勻

噴灑於葉背葉蟎棲息處，勿於高溫下施用。

3.參考大豆葉蟎類登記藥劑防治。

五、潛蠅類

(一) 番茄斑潛蠅寄主廣，可危害葫蘆

科、豆科、茄科、十字花科及菊科等多種作

物。雌蟲將產卵管刺入幼嫩葉組織中產卵，

幼蟲孵化後潛入蛀食葉肉而殘留上、下表

皮，外觀如蜿曲白色圖畫，又名畫圖蟲。老

熟幼蟲在土中或畦上覆蓋之塑膠布上化蛹。

9 10

防治方法：

1.注意田間衛生，隨時清除田間雜草及受害

葉片。

2.幼蟲一般在土中化蛹，整地前宜浸水一天，殺

死土中之蛹，畦上塑膠布上蛹應徹底清除。

3.設置黃色黏紙或黃色水盤 (水盤內盛肥

皂水) 誘殺成蟲，每隔10公尺設置1點，

高度約與植株齊高。

4.參考大豆潛蠅類登記藥劑防治。

(二) 大豆莖潛蠅及大豆根潛蠅主要危

害大豆、紅豆及綠豆等豆科作物。南部地區

以秋作發生較嚴重，種植後1個月內受害最

嚴重。成蟲會以腹部末端刺破葉表，吸食

汁液，導致葉面呈現白色斑點。雌蟲產卵於

葉背近基部主脈附近表皮下，莖潛蠅幼蟲

孵化後會沿主脈經葉柄和分支到達莖部，

蛀食莖內髓部，造成大豆植株生育異常、矮

化，莖易折斷倒伏，受害株常提早開花或不

結實;根潛蠅幼蟲則是孵化後先取食葉肉，

二天後沿葉柄，莖部而潛入土中在根部表

皮內危害，並在取食處化蛹。

防治方法：

1.設置黃色黏紙或黃色水盤 (水盤內盛肥皂

水) 誘殺成蟲，每隔10公尺設置1點，高

9  大豆葉片上的葉蟎成、若蟎及卵

10  葉蟎取食危害造成葉上灰白斑點

12  番茄斑潛蠅幼蟲

11  番茄班潛蠅潛食葉肉危害造成如畫圖狀

11 12

14  大豆莖潛蠅幼蟲化蛹於莖內13  大豆莖潛蠅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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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約與植株齊高。

2.參考大豆根、莖潛蠅登記藥劑防治。

六、黑條豆螢金花蟲

黑條豆螢金花蟲主要可危害豆科作物。生

活史可分為卵、幼蟲、前蛹、蛹及成蟲期。雌

蟲產卵於大豆根上或土中，幼蟲孵化後隨即潛

食於根中，造成根系腐爛，植株生長勢衰弱。

幼蟲三齡，化蛹於土中。成蟲為夜行性，可取

食葉片及莖造成危害。

防治方法：

1.於種植前整地翻犁後浸水一天以上，可將

土中之蛹淹死。

2.目前無推薦登記用藥，由於幼蟲為潛食害

蟲，可參考使用大豆根、莖潛蠅藥劑防治。

七、	白粉病

白粉病是常見的葉部病害，空氣傳播，

初期通常由下位葉開始，葉表面出現白至

淺灰之圓形小病斑，擴大癒合後好似一層

糖霜覆蓋整個葉面，影響光合作用，若遇

久旱不雨的天氣，嚴重時葉片黃化，提早落

葉，此真菌和一般喜歡高溫多濕多雨的病

原菌較不同，好發於氣

溫20～26℃之涼爽季

節，枝葉太過茂密通風

不良則更為嚴重，又怕

水淋，若下雨或人工噴

水可將葉面上孢子沖洗

掉，減緩病情。

防治方法：

1.種植抗白粉病品種。

2.避免密植。

3.注重田間衛生

4.發病初期可施用葵無露或窄域油。

5.參考大豆白粉病登記藥劑防治。

八、露菌病

露菌病常和白粉病搞混，病原特性卻

大不相同‧露菌病菌由空氣及雨水傳播，感

染初期於葉表呈現淡綠到淡黃色小斑點，

漸擴大成淡褐色斑，易受葉脈限制而呈現

角狀斑，最後變成暗褐色且外圍帶黃暈。

15  黑條豆螢金花蟲成蟲

16  黑條豆螢金花蟲幼蟲取食根部

17  黑條豆螢金花蟲卵及蛹

18  黑條豆螢金花蟲啃食大豆莖部

15 16 17 18

19  大豆白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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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白粉病不同的是露菌病的病原是長在葉

背，因此翻起葉背可見灰白色至淡紫色黴

狀物，質感也頗似粉狀，即是可能誤認的

原因，若豆莢被感染，往往表面無病徵，莢

內部及種皮卻包裹著一團白色菌絲及卵孢

子，因此也可經由種子傳播。與白粉病不同

的是，露菌病病原非常喜歡水，雨季、濕度

高更易發病，若將露菌病誤認為白粉病而

灑水的話，將會使病害更嚴重。

防治方法：

1.保持通風，降低濕度，注意排水，避免密植。

2.保持田間衛生，清除罹病植株。

3.油劑防治，99%礦物油乳劑。

4.亞磷酸與氫氧化鉀中和液預防。

5.參考大豆露菌病登記藥劑防治。

九、病毒病

病毒病為系統性之病害，可從一片葉

片感染至全株，因此至目前仍無農藥可治，

罹病種子往往不能發芽或發芽後之幼苗呈

現初生葉細長而捲曲、皺縮，本葉則呈現更

為嚴重之黃綠、濃綠相間之斑駁嵌紋、皺縮

等症狀。病毒一般可藉由特定媒介昆蟲傳

播，如蚜蟲，或機

械傳播，即罹病株

汁液經工具、手等

媒介沾染到健康植

株，有些種類的病

毒可經由種子傳到

下一代。

防治方法：

1.使用健康無帶病

毒之種子，病田

不留種。

2.防治媒介昆蟲。

十、銹病

銹病菌顧名思

義即成熟孢子有如

鐵鏽之顏色，可藉

空氣傳播之距離非

常遠，春、秋兩季發生較為嚴重。主要發生在

葉片，但葉柄及豆莢亦會被感染，多從下位葉

開始發生。初期為淡黃褐色小點，漸變為黃褐

色至暗褐色銹斑，並產生黃暈，其後表皮隆起

孢子堆，成熟後破裂散出粉狀孢子，病斑數目

較多時，葉片提前轉黃或多數病斑聚合在一

起成大塊壞疽斑，導致提前落葉，嚴重被害導

至產量減少。

防治方法：

1.保持通風，避免密植。

2.勿施用過量氮肥。

3.發病初期可使用油劑控制 (礦物油、窄域

油、葵無露等)。
4.參考大豆銹病登記藥劑防治。

20  大豆露菌病

20
21  大豆罹染黑眼豇豆嵌紋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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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長豇豆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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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紫斑病

紫斑病為真菌性病害，葉片被害後呈

紅褐色之角斑，葉柄及莖部則稍為凹陷而呈

不規則之紅褐色病斑。豆莢被害時呈褐色圓

形病斑，逐漸擴大成紫黑色。種子外表之病

徵最為明顯而易區別，由粉紅或淡紫到紫黑

色，而感染面積則由細小斑點到不規則之大

塊斑，甚至於覆蓋了整個種子之表面。初次

感染源來自罹病種子或前期作殘株，孢子可

藉風、雨傳播而感染鄰株。於溫度28∼30℃

且持續高濕度時，最有利於此病原菌生長。

防治方法：

1.選用品質較佳且無病種子種植。

2.避免密植及施用過量氮肥。

3.參考大豆紫斑病登記藥劑防治。

結語

大豆病蟲害管理要點為栽培時應避免

密植與施用過量氮肥、選擇耐病品種或品

質佳且無病種子種植，可降低病害的發生，

種植前整地浸水7天以上，可將土中的

蛹及幼蟲淹死，降低田間害蟲密度。

大豆栽培初期，應注意莖潛蠅及

根潛蠅防治，萌芽後施用登記藥劑進

行防治。栽培中期，主要依環境氣候

的變化來預防葉面病害，如雨季需慎

防露菌病，而少雨季節，則易發生白

粉病及銹病等，栽培中後期要注意蟲

害的發生，除化學藥劑施用外，另外

可用蘇力菌防治夜蛾類害蟲。田區周

圍放置斜紋夜蛾性費洛蒙，可降低該蟲密

度。病毒病害則與媒介昆蟲族群數量有關，

乾燥季節蟲數會上升，應適時防治媒介昆

蟲。紫斑病除了在結莢時期感染，也與種子

是否帶菌有關。

栽培期間定期監測病蟲害發生情況，

適時施用登記藥劑，對症下藥並遵守安全

採收期，才能確保所採收大豆維持品質且

農藥殘留符合安全標準。相關用藥資料可

連結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農藥資訊服務網>登記管理>病蟲害防

治http://pesticide.baphiq.gov.tw/web/

Insecticides_MenuItem5_5.aspx(作物名

稱查詢：蔬菜>乾豆類>豆科乾豆類>大豆)

或本場網站http://www.tndais.gov.tw/ht-

mlarea_file/web_articles/tndais/2566/

soybean-1050303.pdf查詢

23  大豆紫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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