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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現今主流農業環境下，大面積單一作

物的栽培無可避免的提升了病蟲害風險，化學

農藥雖可於短時間內防除病蟲害，但過度依賴

時，則帶來了抗藥性、化學殘留、防治無效等

後果。然而考量到生產成本，我們也無法否認

化學防治的重要性。面對化學農藥負面影響

與經濟效益的衝突拉扯，整合性病蟲害管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即是一項可以
依循的解方。IPM與過往單獨倚重化學農藥防
治的觀念不同，其理念包含在合理用藥之下同

時採納多元防治方法，並落實良好田間管理，

降低病蟲害發生，藉此減少化學農藥使用量，

也間接維護包含生產者、消費者與環境之健

康，是一種共贏及永續的管理模式。

IPM下的害蟲密度管理
與有機栽培的嚴格規範相比，IPM訴求

的是在經濟效益之下同時兼顧作物品質與安

全，因此只要遵守規定合理用藥，化學防治並

不會受到太多限制。然而，盡可能的減少化學

農藥使用，多方採行其他防治方法，是其重要

精神。IPM的基礎在於對病蟲害的認知與密度

管理，並依循著三項基本原則：1. 維持害物族
群於經濟危害之下，而非徹底滅除；2. 降低害
物族群時，盡量採用環境友善資材；3. 在需
要化學防治時，選擇對生物、人類及環境影響

最低的藥劑。簡而言之，監測病蟲害密度、適

時導入合適防治方法、儘量減少化學農藥使

用以維持病蟲害在不造成經濟損失的程度即

可。這一點可能對許多農友來說有點難以接

受，畢竟在田裡看到害蟲就如同看到仇人般，

必得殺之而後快，而化學農藥成本低效果好，

何不趁勝追擊一舉殺光呢？實際上，對於許多

栽培期長或連續採收的作物來說，要長時間

維持田間害蟲族群為零是幾乎不可能的事。

農藥成本雖低，一但偏重使用忽略環境平衡

時，濫用之下的後遺症如害蟲的反撲、次要害

蟲崛起與抗藥性等，都是我們難以承受的後

果。除此之外諸如施藥者健康危害、作物農藥

殘留以及環境惡化的衝擊，更是無形的隱藏

成本。

生物防治天敵為主軸的IPM
番茄IPM的實施架構首重良好的栽培管

理，包括落實合理化施肥、健康種苗、抗病品

種或根砧、周遭環境管理、田間衛生等，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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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操作，間接降低害物入侵的可能性。而面

對病蟲害時，首要的工作就是田間密度的監

測，掌握最佳防治時機，適時導入包含化學農

藥、免登記資材、微生物等多元化資材進行直

接控制。近年來隨著生物防治天敵量產技術

的發展，市面上出現了天敵商品與服務，供農

民嘗試選擇。在過去天敵常被與有機、不能用

化學農藥畫上等號，然而實際上順應作物栽

培採收限制，提前規劃好化學防治與天敵釋

放時程，同時採用影響較小的選擇性藥劑，天

敵並非限制化學防治的應用，反而更能減少使

用化學防治次數，提升整體成效。但在決定使

用之前，也必須認知到天敵與其他資材防治

技術相當不同，無法要求即時效果，也無法放

了就撒手不管，必須於釋放前備好合適環境

與條件，且在害蟲密度尚低時就預防施用，並

適時補充，方能在重要時刻發揮效果。臺南場

109年於雲林縣口湖鄉進行設施小果番茄IPM
的示範試驗，嘗試導入天敵昆蟲菸盲椿控制

銀葉粉蝨族群密度。當地設施小果番茄一年

一作，採收期可達半年之久。銀葉粉蝨是栽培

上最難管理的害蟲，在初期的影響為傳播病

毒病，而在開始採收後，更因藥劑使用受限而

難以控制，往往在每年二、三月時蟲口密度開

始爆升，輕拍下位葉，大量竄飛的粉蝨應該是

農友熟悉的影像。此時粉蝨除了持續傳播病

毒病外，更大的問題在於造成果實煤煙病，影

響收成與品質。採收期的粉蝨防治相當惱人，

環境友善資材雖也可壓制密度，但須更加頻

繁施用，在農忙期間難以徹底落實。而若使用

化學農藥，則有未符合安全採收期的問題，加

上為提升著果率，設施內導入授粉熊蜂漸為

普遍，因此在保護授粉昆蟲的前提之下，一併

導入天敵。示範試驗透過種苗預先藥劑處理

及粉蝨密度監測、前期化學防治維持粉蝨於

低密度，以避免病毒病發生。開花後配合熊蜂

進場停用化學農藥，同時開始釋放菸盲椿，透

過多次施放後建立族群，有效控制採收期粉

蝨危害，提升產品品質，增加收益。

天敵昆蟲菸盲椿特性與生物防治
應用

菸盲椿屬於椿象家族成員之一。一般椿

象多為植食性，以口器穿刺植物組織吸取汁

液，因此若其寄主剛好為農作物時，則變成了

害蟲。在臺灣，較為農友所知的椿象多是不受

歡迎的角色，如惡名昭彰的荔枝椿象、危害酪

梨的刺副黛緣椿等。椿象也有少部分以肉食

1 應 用 黃 色 黏 紙
( 1 0 . 7 5  ×7 . 5 c m )
進行監測，當每週
黏獲超過 5 0隻粉
蝨時應加強防治

2 粉蝨大量發生導
致果實煤煙病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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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種類，而被選擇作為害蟲的天敵，像是

黃斑粗喙椿象、小黑花椿象等。由此可見食性

是人類用以簡單評斷昆蟲好壞的依據。但事

情從來不是只有二分法，有少部分的椿象相當

獨特，吃素之餘也愛開葷，因此在不同場域或

時空背景下，就產生了不同的定位。

本文的主角-菸盲椿 (Nesidiocoris tenuis)，
即是這樣複雜的角色。菸盲椿是雜食性的種

類，一般在田間以葫蘆科、茄科為寄主，此外

更偏好胡麻，常常大量發生，是栽培上的害

蟲。在取食植物外，菸盲椿亦能夠捕食粉蝨、

葉蟎、小型鱗翅目幼蟲等害蟲，是很有應用

價值的天敵昆蟲。菸盲椿體型很小，具有紅

色明顯的複眼，成蟲體細長呈淡綠色，約5～

6mm，具翅善飛，頭部後方具有明顯黑色條

帶，大小外型有點類似蚊子。若蟲體翠綠色

較圓短，約1～4mm，活潑好動。生育適溫約

在為23～33℃之間，適合設施番茄栽培期使

用。

菸盲椿雌蟲卵產於枝條組織內，肉眼難

以觀察辨識，卵期約一周，孵化後大概需要2
週左右發育為成蟲。由於市面上的菸盲椿商

品是以成蟲及若蟲直接施用，由其生活史推

算，若釋放後順利存活，最少也需要1個月左

右時間才能有下一代的族群產生。一般天敵

的使用可分為少量多餐的預防型釋放，與一

次大量淹沒式的治療型釋放。但由於番茄生

育期長且天敵商品成本高，以長遠且考量經

濟效益的角度來看，事先預防釋放幫助菸盲

椿在設施內建立族群，進而在採收期間控制

粉蝨族群，是較合理且節約的應用模式。

銀行植物增加菸盲椿存活

銀行植物 (Banker plant) 另有載體植物、

儲蓄植物等譯名，即是指其能具有儲備天敵

的特性，是近年來發展出能增益天敵生物防

治的操作方法。當某些天敵食性較廣，或能利

用、取食某些特定植物時，進而在田間栽植這

些天敵喜好的植物以幫助其存活並繁殖。銀

行植物不具收穫目的，但對於天敵來說相當

重要，尤其在相對封閉的設施環境中，被放入

其中的天敵若不能即時找到能夠利用的資源，

常常還沒開始發揮作用就早早陣亡。前文提

到胡麻是菸盲椿偏好之寄主，如果能善加利

用這樣的特性，在使用天敵的設施內同時種

植胡麻，就可維護釋放的菸盲椿族群，並幫助

牠們及早安居樂業，也可減少後續所需施用

量及次數，降低成本。

3 菸盲椿 
若蟲  (左 )及
成蟲  (右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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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實務上建議可在番茄第三串花時開

始育苗胡麻，第五串花時定植，定植處選擇田

間粉蝨好發熱點處，並將第一批導入的天敵

釋於其上，於設施內開始擴增族群。需特別注

意的是，胡麻雖能提供菸盲椿良好食源與棲

所，但其生育期較番茄為短，同時也是粉蝨喜

好的寄主，管理上雖不用像對於番茄那般細

心呵護，但育苗或移入設施時仍要避免夾帶

病蟲，定植後也需要定時關心菸盲椿存活與

病蟲害發生，若植株老化或粉蝨較嚴重時，適

時移除更新。

化學防治與天敵分工合作

設施番茄為避免病毒病的傳播，定植後8
週內需盡可能的防除粉蝨，由於天敵釋放後仍

需要時間才建立族群，較不適用於需即時發揮

效果的防治工作，建議此時應以施用非化學農

藥防治資材或化學防治為主，方能迅速壓制

粉蝨，避免植株罹病。

在化學防治上，施藥時程應與天敵釋放

有所區隔，也需注意施用後對天敵的殘留影

響。廣效性殺蟲劑如胺基甲酸鹽類 (作用機制
1A)、有機磷類 (1B)、除蟲菊類 (3A) 及類尼古
丁類 (4A) 對菸盲椿多為高毒性，且殘留影響

較長。其中如畢芬寧、賽滅寧、賽洛寧、益達

胺、賽速安等，殘留影響約為4～8週，需謹慎

使用。經過初期病毒病預防的工作後，為及早

建立天敵族群，停藥後即可開始施放菸盲椿，

以因應後期的粉蝨危害。菸盲椿釋放後原則

上不施用化學農藥，在初期天敵族群尚低還無

法發揮功效時，可施用非化學農藥資材如礦

物油、柑橘精油等以控制粉蝨數量，遇鱗翅目

幼蟲發生時以蘇力菌防治。

此外，若因環境氣候或其他特殊狀況致

使粉蝨密度爆升，需即時壓制時，可施用選擇

性藥劑如氟尼胺、賜滅芬、賜派滅、百利普芬

等，對於菸盲椿族群影響較低。若至後期需進

行番茄斑潛蠅防治時，則以賽滅淨之影響較

阿巴汀為低。關於藥劑對於天敵之影響，可參

考本文備註資訊，或洽詢天敵供應業者。

4  設施番茄利用胡麻作為天敵銀行植物，增加菸盲
椿存活

5  釋放後的菸盲椿在胡麻葉片取食造成孔洞，可作
為觀察存活狀況的依據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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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田間示範概要與成果
雲林口湖示範設施面積0.26公頃，定植

前經徹底清園、翻耕淹水、嫁接苗預先以藥劑

處理，以防治可能附著於其上的卵及幼蟲。定

植後8週內除隨時移除罹病株外，也以平均每

分地10張之比例設置黃色黏紙 (高冠牌，大小

10.75×7.5cm)，全面進行監測。並依照農試

所設定之防治基準，當每週平均黏獲50隻以
上粉蝨成蟲時，則次週植株罹病毒病將超過

5%，應進行防治。

示範設施配合授粉熊蜂的使用，定植後

40天內採化學防治。除使用選擇性藥劑外，也

需事先確認各類藥劑的毒性與殘留影響時間  
(請參考備註)，以維護後續進場的有益昆蟲。

10月上旬停藥後熊蜂進場，此後防治皆採用

友善資材，同時進行胡麻育苗並定植於田間粉

蝨發生熱點處。11月初將首批1,000隻菸盲椿
釋放於胡麻上，後續分別再於11月中與11月底
補充施放2,000隻，12月中釋放7,500隻。

除此之外也配合採收作業定時清除下位

葉，減少粉蝨藏匿繁殖。菸盲椿田間族群於12
月後穩定發展且均勻分布，並與粉蝨族群變動

達平衡狀態，至110年2月期間，粉蝨單週監測

數量皆維持在每張黏紙平均100隻以下。

110年2月中期為防治番茄斑潛蠅施用一
次賽滅淨，此時菸盲椿監測數量下降，而粉蝨

開始上升，然而此時田間並無過往常見粉蝨紛

6  田間定植番茄嫁接苗，定植前預先處理藥劑
7  以黃色黏紙監測，採收期間清除下位老葉減少粉蝨
藏匿 (示範田為直立式整枝，可見架網上方處老葉已
摘除)

8  口湖示範設施內粉蝨與菸盲椿密度變化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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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的景象，相較之下反而以菸盲椿更

容易觀察。此後粉蝨監測密度雖較前

期為高，但未曾於有爆發與果實煤煙

病等現象，顯示菸盲椿存在的設施，

即使粉蝨族群仍持續發生，但對植株

影響也相對為小。

0.26公頃設施經4次釋放菸盲椿
即於田間建立穩定族群，總施放量

約12,500隻，能有效控制粉蝨發生

達5個月之久。在農藥減量上，對照

之化學農藥使用量為每0.1公頃3.9公
斤 (公升)、IPM僅為1.3公斤 (公升)，減
少66.6%之用量。而在防治成本上，

IPM全期防治資材成本每0.1公頃減少
3,800元，施用天敵所增加之成本約

等於化學農藥減量之金額。整體而

言，天敵IPM於採收期間蟲害控制得
宜，減少化學防治需求與提升產量，

與過往相比，產量提升約1.4倍，收益

提升約2倍。

菸盲椿施用要點與注意事項

1. 菸盲椿釋放後約需1～1.5個月族群數量才會開
始上升，預先釋放並搭配種植胡麻，以助田間

族群養成。

2. 預防性施放：每平方公尺釋放1～2隻，視情況

或粉蝨發生情形，一～二週補充一次，直至族

群建立。

3. 治療性施放：每平方公尺釋放5～10隻，每週

一次直到粉蝨數量下降。

4. 釋放後可定期觀察田間是否出現蟲體、蟲蛻或

黃色黏紙是否黏獲成蟲，判斷田間存活狀況。

兩種管理模式之防治資材成本分析表 (單位：元/0.1公頃)

資材項目
管理模式 比較

IPM (A) 慣行 (B) (A-B)

天敵 11500 +11500

化學農藥 5800 17300 -11500

友善資材 7700 11500 -3800

總計 25000 28800 -3800

9  示範田區管理良好，粉蝨族群控制得宜，產量收益皆有提升

10  菸盲椿在葉片上的蛻。在釋放初期尚不易觀察 
田間族群時，可以此作為是否存活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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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菸盲椿在族群密度過高，或田間捕食蟲源

不足時會取食番茄植株或果實。危害狀為

新梢上環狀食痕或果實斑點，此現象一般

出現在釋放成功之後族群穩

定發展之下，可以15公分新
梢上5隻菸盲椿為基準，超過

時施用脂肪酸鉀鹽或礦物油1
至2次，即可控制數量。

11  菸盲椿立足後，仍需觀察族群發展，密度過高時
也需適時控制 (圖中為5隻)

12  菸盲椿在釋放後期族群量大時，可能會對植株造
成影響，圖為取食新梢造成的環狀痕跡

13  菸盲椿在釋放後期族群量大時，可能會對植株造
成影響，圖為取食果實造成的斑點

國外廠商之化學藥劑對有益昆蟲影響 (Side effects) 資料庫：
1. Agrobio-https://www.agrobio.es/ informat ion/side-

effects/?lang=en
2. Biobest-https://www.biobestgroup.com/en/side-effect-manual
3. B io l i ne  AgroSc ience-  h t tps : / /www.b io l ineagrosc iences.

com/?products=bioline-app
4. Koppert- https://sideeffects.koppert.com/

備註

結語

菸盲椿本是胡麻害蟲，但透過轉換作物

使用的模式翻轉了角色，成為了農民的設施

番茄田間好幫手。此外菸盲椿的應用也展現

IPM所強調的管理意義，不光只是在於對害蟲

族群的壓制，還有如何幫助天敵族群擴增、補

充，預警及適時的管控。從一系列的田間操作

與效益分析中也可發現，IPM減少農藥用量，

將成本轉移至天敵。而透過菸盲椿控制採收

期的粉蝨危害，非但不會讓產量收益打折，也

更能節省資材施用的人力，還避免了農藥殘留

問題。IPM以宏觀的視野出發，看重田間生態

環境的維持，與各種角色間的平衡，進而改變

化學農藥濫用下的負面循環，減少對於環境

傷害，達到安全永續生產的願景。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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