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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對於採行非化學農藥生產的

農友來說，病蟲害往往是栽培上

最大的問題。雖說應從根本上選

擇抗病蟲品種、進行適切的田間

管理與肥培操作等，來減低病蟲

害發生機會，但田間狀況多變，環

境中利於病蟲害的因子繁多，尤其

像是粉蝨、薊馬、葉蟎等體型細小

的害蟲，初發生時密度低，若未能

及時察覺，遇上合適氣候，很容易

在短時間內大量繁殖，讓人措手不

及。為了對應這種情況，非化學農

藥資材的田間應用，仍是相當重要

的。

環顧目前市面上，獲取及操作較容易、

應用於蟲害防治的資材大致有微生物製劑、

礦物油、乳化植物油、皂液、植物萃取物

等，這些資材有的屬於登記農藥，有些為免

登記植物保護資材，也有部分可以透過原料

取得即可自行配製，相當多樣。不過對於使

用者來說，最重要的資訊像是施用量、稀釋

倍數、防治對象及藥效等，常常是缺乏的。

就以防治對象來說，多數免登資材標示可防

文／圖 ■ 張淳淳

治小型害蟲，然而田間小型害蟲種類繁多，

蚜蟲、薊馬、粉蝨、介殼蟲、蟎類等皆屬此

類，不同害蟲對於資材的感受性可能存在差

異，不可一概而論。此外像是用量與稀釋倍

數等就更為模糊了，常見的是給予一個建議

範圍，很多時候都需要仰賴使用者的經驗嘗

試與資訊交流。

本場針對市面上常見、易取得之資材，

包括了礦物油、苦楝油、菸草萃取液、無

表一、文中所用之資材與稀釋倍數

資材名稱 建議倍數 試驗倍數 備註

99％礦物油乳劑 200～500 300 登記農藥

苦楝油 1000 500

菸草萃取液 50 50

菸草萃取液＋礦物油 50+300 50+300

無患子 200-500 200

1  試驗用的兩種薊馬：蔥薊馬（左）、小黃薊馬（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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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子等 (表一)，對於作物上常見的蔥薊馬

(Thrips tabaci) 及小黃薊馬 (Scirtothrips 
dorsalis) (圖1)，利用噴藥塔直接噴灑藥液

於蟲體的方式，進行致死效果的探討，期能

對於相關資材的應用提出建議，供農友於實

際操作上參考。

油劑類資材

油劑應用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朔至18世

紀，主要用於昆蟲與蟎類的防治，也有部分

抑制病害的用途而作為殺菌劑使用。農業上

所用的油劑大抵可分礦物油與植物油，兩種

作用機制相似，都是以阻塞昆體體表氣孔，

干擾氣體交換導致蟲體窒息死亡，此外油劑

經稀釋後覆蓋於植物表面，可以干擾昆蟲取

食，達到忌避的效果。礦物油為原油煉製過

程的衍生物，依精煉程度不同，用途與使用

時間點也有差異，精煉程度高的礦物油可降

低藥害發生機率，使用範圍較廣，而精煉度

較底者，則須避免高溫高濕環境，或僅能於

作物休眠期使用，限制較多。植物油萃取自

植物組織，經乳化後施用。

有的植物油除了覆蓋體表

造成窒息外，另含有其他

植物素或精油成分，額外

可產生忌避、生長調節、行

為干擾或殺蟲的功效。與

化學農藥相比，油劑類資

材更偏向物理性的防治，

基本上不會有抗藥性的問

題。此外雖然具有廣效性，

但必須確實噴灑到蟲體才有效果。礦物油無

殘留疑慮，對於部分非標的生物如蜜蜂等沒

有影響，對使用者及環境低毒等優點，也是

能夠歷久彌新不被淘汰的原因。

礦物油

本文採用之99%礦物油乳劑屬於登記

農藥，由於精煉程度高，田間使用較不易產

生藥害，被廣泛用於多種作物與生育時期，

最早登記於柑橘與茶之葉蟎，與梨木蝨的防

治，後陸續延伸至多種作物上的介殼蟲類，

與菊花蚜蟲防治，稀釋倍數依作物種類及生

育時期在20～500倍之間。除此之外，雖然

目前並沒有相關試驗登記，但礦物油仍常被

作為包括薊馬在內等各種小型害蟲防治用。

試驗以稀釋300倍藥液測試，藥液噴施

後觀察薊馬起初因藥液浸濕而停止活動，待

藥液乾後即恢復正常活動，48小時後蔥薊馬

與小黃薊馬之死亡率分別為23.6%及34.9% 

(圖2)。

2  資材對於兩種薊馬之死亡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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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體的死亡率與藥液中實際所含劑量高

低有關，澳洲學者Herron等人 (1995) 曾對

多種柑橘害蟲進行礦物油致死劑量的研究，

發現不同種類害蟲對於礦物油的感受性差異

很大，如桃蚜 (Myzus persicae) 在每平方公

分50微克的劑量時就能達到95%的死亡率，

柑橘葉蟎 (Panonychus citri) 為71微克，二

點葉蟎 (Tetranychus urticae) 則需166微

克。研究同時發現，同種但不同齡期的昆蟲個

體間也存在差異，例如溫室薊馬 (Heliothrips 
haemorrhoidalis) 的成蟲為74微克，而前蛹

卻需要351微克，才能達到95%的死亡率。礦

物油對於蔥薊馬及小黃薊馬致死量是否也有

差異尚需探討，而以本文試驗中所用施藥方式

計算，實際的噴灑劑量約在每平分公分23微

克，死亡率僅二到三成，顯然必須提升劑量，

才能達到較高的防治率。在實際操作上，要提

升致死的劑量除了提高藥液的濃度，此外就是

增加藥液的噴施量。許多技術資料中都提及在

噴灑礦物油時，需要以充足水量均勻噴灑，如

同「洗欉」這樣的方法。而實際上若以噴霧器

模擬田間施藥，直接噴灑300倍礦物油於作物

上，隨後可觀察到薊馬在植株上之分布活動

隨藥液噴灑均勻差異而有不同。在藥液累積

處死亡蟲數較多、而噴灑較不足的區域仍能

在藥液乾燥後看到薊馬回復正常活動，此外

也發現到不少薊馬是隨藥液滴落，而減少在

植株上分布。然而不管是提高濃度抑或增加

藥液的噴施量，在實際施用上都需基於作物

種類、栽培模式等去考慮藥害問題。而礦物

油施用後續對於害蟲取食、發育及生殖的干

擾等，也是防治的一部分。

苦楝油

苦楝油是由印楝種子提煉出來的植物

油，除了具有油劑覆蓋體表的窒息效果外，

另有特殊氣味可對昆蟲產生忌避效果，而其

中所含之印楝素也有額外之防治效果。苦楝

油依製程的不同可分為含印楝素及不含印楝

素成分兩種。印楝素對於害蟲有拒食、生長

調節、生殖干擾等影響。目前防檢局公告印

楝素含量不超過0.5%之苦楝油可申請為免

登記植物保護資材，另有一含量4.5%之印

楝素乳劑為登記農藥，用以防治粉蝨及鱗翅

目害蟲等。苦楝油使用倍數依商品建議約在

200～1000倍左右，一般農民考慮權衡藥效

與成本，常採用500倍噴灑。試驗採用之苦

楝油，其印楝素含量約在0.15～0.25%間，

以500倍噴灑，48小時後對蔥薊馬及小黃薊

馬之死亡率分別為28.5%及45.9% (圖2)。

苦楝油對小黃薊馬之發育影響

試驗中苦楝油對兩種薊馬的直接致死

率雖然都不到五成，但另外觀察到苦楝油對

於若蟲生長發育有很大的影響。在小黃薊

馬的試驗中觀察二齡蟲蛻皮進入前蛹的比

例 (圖3)，每30隻個體於施用苦楝油48小時

後，平均存活者有15.3隻，但只有0.2隻順利

3  小黃薊馬二齡蟲（左）與前蛹（右），可由是否具有翅芽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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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皮進入前蛹期 (表二、圖4)，對照於其他資

材及噴水處理，能夠明顯的影響若蟲發育。

菸草萃取液

菸草中含有尼古丁之天然殺蟲成分，對

於昆蟲有接觸毒性、胃毒以及燻蒸的作用，

可作為蚜蟲、粉蝨等刺吸式口器害蟲防治，

但對鱗翅目害蟲無效。由於尼古丁溶於水，

因此用水浸泡即可簡單萃取。菸草萃取液常

用濃度為50倍，以1份乾燥菸草混合於50

倍重量的水中，浸泡隔夜過濾殘渣，即為50

倍萃取液，可直接使用。除了浸泡以外，也

可以煮沸方式縮短萃取時間。

萃取後之菸草液呈深咖啡色，

施用後可能會殘留顏色於植體

上。此外由於菸草本身可能帶

有病毒病原，因此要避免使用

於同為茄科的作物上。另外要

注意的是尼古丁對於人畜具

有毒性，雖以自行萃取方式含

量不高，但仍需注意基本的防

護。

試驗所用之菸草萃取液

是以市售未參雜其他成分之純

菸草粉，經50倍水煮沸過濾。

試驗包含兩種處理：1.單獨施

用菸草液、以及2.添加300倍

礦物油作為展著劑。結果發

現菸草萃取液在單獨施用下，

48小時後對蔥薊馬及小黃薊

馬之死亡率分別為20.5%及

76.5%，混合施用時死亡率則提升至74.4%
及100%。兩種處理下，菸草萃取液對小黃

薊馬的致死率都較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蔥

薊馬在單獨施用下，死亡率僅有2成，與混

合施用達7成有很大的差異。其實噴藥後立

即觀察兩種薊馬活動，即發現小黃薊馬呈現

抽蓄扭動等行為異常，但蔥薊馬不論在何種

處理下，都沒有觀察到與小黃薊馬類似的反

應。蔥薊馬對於菸草感受性不若小黃薊馬

之原因，或許可由其學名窺探一二，蔥薊馬

學名Thrips tabaci，其中tabaci即為拉丁

文菸草之意，而菸草正是其寄主之一。蔥薊

馬是否因此具有較高的耐受性，與礦物油扮

表二、小黃薊馬二齡蟲在不同資材處理下發育情形

處理
48 小時內化蛹數

(mean ± SD)

苦楝油 0.20 ± 0.45

菸草萃取液 2.75 ± 0.50 

礦物油 9.25 ± 2.36

無患子 11.75 ± 0.96

水 14.5 ± 3.11

4  小黃薊馬經資材處理後發育數與存活數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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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角色，仍需深入探究。不過翻閱國內外

文獻與資料，許多研究都會在以菸草萃取液

防治蔥薊馬的同時，額外添加其他資材如矽

藻土、無患子、皂液等，作為協力或展著之

用。

無患子

無患子果實中含有皂素，對於害蟲作用

機制是以直接接觸後破壞昆蟲體壁結構，進

而使其死亡，但其致死或趨避的效果較其他

資材為緩慢，因此相較於直接防治，無患子

較常被用為植物油之乳化劑，如葵無露即是

以無患子乳化葵花油後稀釋使用。試驗以市

售無患子液稀釋200倍，48小時後對於蔥

薊馬及小黃薊馬之死亡率分別為11.8%及

10.53%，結果可見其單獨施用下，對於薊

馬直接致死效果並不明顯。

結論

在實驗室測試下，非化學農藥資材對於

兩種薊馬之死亡率結果各異，但都以50倍菸

草萃取液混合300倍礦物油最高，尤其是小

黃薊馬，死亡率達100%，效果可與化學農

藥提並論。不過其屬於天然成分，穩定性不

若濃藥，在田間施用時可能受環境因素而影

響，變數較大。此外雖然尼古丁對害蟲毒性

強，但施用後即會自然分解，殘留時間短，

因此原則上必須完全噴施到蟲體，並可適度

的填加展著劑，以提升整體防治效果。

在油劑資材部分，礦物油可能由於試驗

未達足夠致死劑量，而直接顯現的死亡率並

不高，因此於田間應用時，需要均勻徹底噴

灑於蟲害發生處。降低稀釋倍數雖可能提高

死亡率，但仍需考慮作物類別與生育時期，

建議施用時仍先參考登記作物之使用方式，

或小面積試噴，才不至產生藥害。苦楝油造

成的直接死亡率雖然不高，但其對於小黃薊

馬發育有顯著的抑制效果，因此在田間施用

後可能不會看到即時的反應，必須稍微等待

一段時間，才能發揮效果。

此外，雖然本文測試的兩種害蟲都是

薊馬，但不同種間對於相同資材的感受性差

異顯而易見，這種差異在不同類上的害蟲可

能會更為明顯。因此準確地掌握田間發生害

蟲種類，精準的選擇資材，相當重要。整體

而言，非化學農藥資材低毒、無殘留風險，

對使用者較為安全等特性無可取代，但相對

的效果大多無法與化學農藥比擬，因此使用

者更應該認知到所用資材的特性與差異，預

先擬定防治時程，配合田間觀察，在病蟲害

發生初期即時導入，同時注意病蟲害發生狀

況，合理施用，適時補充，才能達到最高的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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