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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採筍竹種苗病害驗證作業須知」係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以下簡
稱防檢局) 於2021年6月3日修正發佈，其前

身為2003年11月14日防檢局依據「植物種

苗疫病蟲害驗證輔導要點」第三點所訂定之

「綠竹種苗病毒檢定驗證作業須知」；復於

2018年11月27日修正內容及名稱為「綠竹種

苗病害驗證作業須知」。本次 (2021年) 修正
為「採筍竹種苗病害驗證作業須知」，將驗

證對象由原來的綠竹及烏腳綠竹擴增為6種
採筍竹，並減少採樣檢定次數，其目的為防

止病毒病藉由採筍竹種苗傳播蔓延，以提昇

採筍竹種苗及其產品品質。自2003年開始進
行綠竹種苗驗證迄今已20年，申請驗證的單

位含桃園市龍潭區、新北市鶯歌區、臺南市

白河區、關廟區等計29件，有鑑於申請驗證

之件數不多，但市面上卻多有標榜無病毒健

康種苗販售，或農民種植了無病毒苗後仍再

罹染病毒病而致前功盡棄，為使育苗者及農

民了解病毒病的正確觀念並推廣健康種苗，

特撰此文，詳細介紹採筍竹種苗病害驗證的

前世、今生與未來。

採筍竹種類

依據「採筍竹種苗病害驗證作業須知」

第2條用詞定義，採筍竹係指常食用六種竹

筍，包括孟宗竹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桂竹 (Phy. makinoi )、麻竹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 )、箭竹 (Pseudosasa usawae)、烏腳綠
竹 (Bambusa edulis)、綠竹 (B. oldhamii )等，分

屬於禾本科之孟宗竹屬、麻竹屬、矢竹屬、

蓬萊竹屬，依據「臺灣物種名錄」紀載，其分

類地位及物種紀錄如圖一，除綠竹及麻竹為

外來物種，其餘4種均為原生種。此6種竹筍
為臺灣常見的食用竹筍種類，其海拔分佈及

主要產期如圖二。依據農糧署2021年農情資
料，全臺竹筍種植面積為25,937公頃 (不包括
生產竹材為主之竹林竹筍)，總產量208,198
公噸，其中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以下簡稱本場) 
轄區 (含雲、嘉、南地區) 種植面積為12,502公
頃，年產量107,780公噸，分別佔全臺之48%
及52%。

竹類嵌紋病毒病

「採筍竹種苗病害驗證作業須知」所驗

證的作物對象為上述6種食用竹筍之採苗竹
園及竹苗繁殖圃或假植圃，驗證的病害種類

文／圖 ■   吳雅芳、鄭安秀



21

採筍竹種苗病害驗證之前世、今生與未來 農業新知與技術

臺南區農業專訊 121期2022年09月

為竹類嵌紋病毒病 (以下簡稱
竹嵌紋病 )，為竹類嵌紋病毒 
(Bamboo mosaic virus, BaMV) 
(以下簡稱竹嵌紋病毒) 感染所
引起，主要病徵為葉片呈現黃

綠相間之條型嵌紋，尤以心葉

最為明顯，新生之幼株竹桿有

明顯黃綠相間嵌紋出現，有些

老株竹桿亦有很明顯之黃綠

相間嵌紋，並間雜褐色條斑，

因此又稱為褐條病；筍肉木質

化，筍質變劣，粗硬難食，俗稱

「筍釘」，病筍或竹桿橫斷面有時可見變成黑

色或褐色小點 (病徵如圖三)。竹株罹病初期或
輕度感染時不易察覺，但發育受影響，到後期

或數年後，竹筍產期延後並提前結束致產量

顯著減少，至於減產程度依發病的嚴重程度

及肥培管理技術而有差異。

臺灣有關竹類病毒病害的報導始於1973
年中興大學陳大武教授之研究並定名為麻

竹褐條病，之後多位學者歷經20餘年的研
究調查，確認其病原為竹嵌紋病毒 (Bamboo 
mosaic virus , BaMV)，為馬鈴薯X群病毒 
(potexvirus) 群之一，無媒介昆蟲傳播，主要藉

圖一、6種採筍竹之分類地位及物種來源紀錄
*Bambusa edulis為Bambusa taiwanensis之同種異名，以Bambusa taiwanensis為有效學名

圖二、6種採筍竹之海拔分布及主要產期



22

採筍竹種苗病害驗證之前世、今生與未來農業新知與技術

臺南區農業專訊 121期2022年09月

葉部病徵：罹病葉

罹病竹筍病徵及筍釘

竹籜上的病徵

健康筍

竹稈上的病徵

葉部病徵：健葉

圖三、竹嵌紋病的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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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機械傳播及種苗傳播，且其在生體外相當

穩定，割過病筍之採筍刀、栽培管理之工具、

或病株與健株間葉片的摩擦等均有機會將病

毒從病株帶到健康植株；早期的竹苗來源多

為農民自留或取自鄰近老竹園為主，使得竹類

嵌紋病毒隨著無性繁殖的竹苗傳播與蔓延。

竹類品種中以綠竹最易罹病，烏腳綠竹及麻

竹次之，近二十餘年來臺灣之綠竹、麻竹等二

種竹筍鮮食及加工竹類普遍受嵌紋病危害，

是竹筍生產上的一大限制因子。

本場葉忠川博士與鄭安秀博士自1989～

2001年，於雲嘉南平原、新北市五股地區、桃

園市大溪、復興地區及南投縣竹山地區等綠

竹與麻竹之主要栽培區，調查竹嵌紋病罹病

情形，結果顯示，臺灣主要綠竹栽培區受竹

嵌紋病毒感染的情形相當嚴重，罹病株率為

81～100%。而依據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以下
簡稱桃改場) 2010～2012年調查結果顯示，其

轄區內主要綠竹栽培區 (含新北、桃園及新竹

等區域)，竹嵌紋病罹病率高達80～100%。為

此，葉、鄭二人積極擬定防治策略並進行田間

試驗及示範推廣工作。

竹類嵌紋病毒病之防治策略及推廣

竹嵌紋病並無媒介昆蟲，主要藉由機械

傳播及種苗傳播，防治策略應從培育健康無

病毒竹苗著手，利用無病毒竹苗做全園更新，

建立無病毒竹園，為防治本病害之上策，因

此，建立竹苗無病毒繁殖體系以生產健康種

苗，供應新植竹園或竹園更新，並配合田間綜

合管理進行管控為首要的工作。田間的主要

傳播途徑為工具 (主要為筍刀)，因此以無病毒

竹苗全面更新竹園後，應注意所使用之耕作

工具，只限於該園區中使用，避免其它竹園的

病毒藉工具引入無病毒竹園。若無病毒竹園

中有缺株需補植時，種苗需來自經過驗證檢

定之竹苗繁殖圃或自己園區中經檢定為無竹

嵌紋病毒之植株。若此缺株為罹病毒株剷除

所造成，剷除時需將病株殘體清除乾淨，包括

殘留之根，半年後再行補植，且剷除時所使用

之工具不可再留在繁殖圃中使用。

為建立無病毒綠竹苗之繁殖體系，本場

自1989年起利用目視檢查並配合酵素結合免
疫分析法 (以下簡稱ELISA) 篩選健康綠竹，

於本場前新化分場建立母本園，開始進行利

用無病毒綠竹苗防治竹嵌紋病的示範推廣工

作。1990年4月由本場母本園移植66株無病毒
綠竹苗到臺南市關廟區歐茂進農友之竹園，

單株編號，竹株成活後每月採取新葉以ELISA
檢定，若發現罹病毒株立刻剷除，兩年後該

綠竹園不但產筍量增加、竹筍品質提高，更能

生產無病毒綠竹苗供應其他園區更新栽培。

1991年及1992年綠竹筍生產期間，以歐茂進

農友之無病毒綠竹園為示範圃進行產量及品

質調查，結果顯示無病毒綠竹示範圃的產量

較對照圃增加48.7%至18.7%。初步比較竹筍

品質，無病毒綠竹筍的重量 (215.4克/支) 較罹
病毒綠竹筍 (205.6克/支) 重，無病毒綠竹筍

的截切力 (442.0克/平方公分) 較罹病毒綠竹
筍 (495.5/克/平方公分) 為小，表示無病毒之

綠竹筍質地較為細嫩。1993年4月由本場母本
園移植250株無病毒綠竹苗到臺南市白河區張
國禎農友處建立無病毒綠竹苗繁殖圃，成活

後以單株編號，每月進行竹類嵌紋病毒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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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檢定，均未發現罹病毒株，兩年後改為每半

年檢定一次，該繁殖圃採用高壓法繁殖無病

毒綠竹苗，每株約可繁殖20株竹苗，於1995
年開始供苗，供苗地區由新北市到屏東縣，至

2001年無病毒竹苗供應量約達60,000株，該

無病毒綠竹苗繁殖圃漸增至450株。

為方便北部地區農友栽植無病毒綠竹，

2000年春，在防檢局的經費委辦下，本場與

桃改場於桃園市復興區及龍潭區設置兩處繁

殖圃，共計500株，單株編號並定期檢定，

2002年起供苗。因該繁殖圃在種植後一年，

即可生產具銷售價值之綠竹筍，提高鄰近農

民利用無病毒綠竹苗全面更新之意願。

無病毒竹苗驗證體系之建立

經擬定竹嵌紋病之有效防治策略及示範

推廣後，有鑑於農民有取得無病毒竹苗的需

求，防檢局便委由本場協助擬定無病毒綠竹苗

的驗證措施及流程，於2003年11月發布實施
「綠竹種苗病毒檢定驗證作業須知」，主要驗

證作物對象為綠竹及烏腳綠竹，驗證病害種類

為竹嵌紋病毒 (BaMV)。驗證流程從母本園、繁

殖圃及假植苗圃的設置檢查、母株病毒檢定、

種苗病毒檢定採樣方法及比例，皆訂有嚴謹的

標準，因此通過驗證發給證明書之種苗，均為

無感染竹嵌紋病毒之種苗，可提高作物之品質

與產量。而鑑於竹嵌紋病除綠竹外，其他食用

竹類，如麻竹亦須建立健康種苗體系，防檢局

於2021年6月3日將綠竹種苗驗證作業，修正為

「採筍竹種苗病害驗證作業須知」，擴大驗證

對象為6種主要的採筍竹類，將無病毒健康竹

苗栽培管理業務更往前推動。

竹園申請做為竹苗繁殖圃的病害驗證程

序，需經過1年的檢查及病毒採樣檢定後取得
合格通知書 (效期為1年)，始得申請核發由該
驗證竹苗繁殖圃所生產種苗之病毒檢定證明

書 (效期為半年)，其中繁殖圃的設置條件及操
作管理等規定及管控相當嚴格，且需支付相

關的檢查及檢定費用。截至本 (2022) 年7月，

包括作業須知修正前後，竹苗驗證申請案均

以綠竹為主，計29個申請案，因歷時較久，有

些申請案已逾效期，目前完成驗證程序且尚在

驗證效期內的為臺南市白河區夏綠地農場張

國禎先生及張令騰先生各1區，而關廟區田香

筍園許清漢先生、桃園市龍潭區、新北市鶯

歌區等3區竹園正在進行驗證程序，預計今年

底或明年初可完成，加入無病毒驗證竹苗的

供應行列。

推廣無病毒竹苗之挑戰

過去無病毒綠竹苗的推廣有成功的案

例，但依照綠竹的栽培面積來看，擴展的速度

並不如預期，檢討可能的原因包括：

一、分株苗與高壓苗的差異

竹苗可採用分株苗或高壓苗，而分株苗

繁殖速度慢，且過度挖取將傷及母株根盤，故

在綠竹無病毒苗的推廣體系，係以高壓苗取

代分株苗，繁殖倍率可增加3至4倍。但部分

地區農友認為分株苗第1年即可生產有商品價
值的竹筍，而高壓苗第1年產的竹筍較小，因

而慣用分株苗致推廣受限。 

二、農友不願全面更新

依據竹嵌紋病之病原生態及傳播途徑，

只有全園更新種植無病毒苗，且使用全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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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消毒的耕作工具才可杜絕機械傳播的可

能性，但全園更新必需將竹株全數清除，而竹

株的地下根莖廣佈，挖除作業相當耗時費工，

但殘株若未完全清除，其上殘存的病毒亦可

能再度感染新植竹苗，因此逐棵補植是農友

認為損失最輕、風險最小，也最能接受的更新

方式。推廣期間常遇到農友將無病毒竹苗補

植或假植於老筍園中，或雖全面以無病毒苗

更新，但對未成活的缺株，不願再花錢購買無

病毒苗補植，而就近取感染病毒的分株苗進

行補植，如此，因為對病毒傳播的認知不足，

加上不願花費全面清園及購苗的費用，致所

種植的無病毒苗很快再罹病毒而失去信心。

三、無法防止偷採時的病毒機械傳染

種植無病毒綠竹苗在產筍第2年後，其

品質及產量均明顯高過於罹病毒筍，故無病

毒綠竹園中之竹筍或竹苗常發現被偷採的現

象，若偷採時使用的筍刀已帶有病毒，即可造

成感染。

檢討本場多年來在無病毒綠竹苗的推廣

經驗，如何改變農民的觀念與作業習慣，將是

無病毒竹苗推廣的一大挑戰。竹嵌紋病主要

靠汁液由耕作機械傳播，以及種苗傳播，宜加

強宣導促使農民認識其重要性，全面採用無

病毒竹苗來更新，在病害的防治上具有極高

成功的機會。

結語

目前防檢局有訂定種苗驗證作業須知的

品項包括草莓、香蕉、百香果、馬鈴薯、柑

桔、甘藷、採筍竹種苗及豇豆種子等，均為輔

導性質，並非強制規定，因此，市場需求將決

定這些驗證種苗的未來，育苗業者願意經過層

層挑戰，在政府訂定的嚴格規範下生產健康的

驗證苗，提升種苗及農產品的品質，但若是市

場不買單，將來這些驗證規範將會退場。雖然

未經驗證的竹苗並不一定罹染病毒病，但若

有經過驗證的竹苗可採用，針對竹嵌紋病的防

治，將更為有把握。已完成竹苗病害驗證程序

且尚在驗證效期內的有臺南市白河區夏綠地

農場張國禎先生及張令騰先生各1區，而關廟

區田香筍園許清漢先生、桃園市龍潭區、新北

市鶯歌區等3區竹園正在進行驗證程序，預計

今年底或明年初可完成，將大幅增加無病毒驗

證竹苗的供應數量。目前農業結構漸漸改變，

年輕新世代的農民加入，能夠接受正確的觀

念，期能整合栽培管理、病蟲害防治、採收後

處理及運銷等，導入健康種苗做為基礎，配合

正確的田間管理，以完整的產業經營理念，建

構新世代新的產業鏈，擴展竹筍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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