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重要種子(苗)植物病原檢定技術標準作業流程建立 

邱燕欣、張惠如、鍾文全、沈翰祖、蘇士閔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良繁殖場 

楊佐琦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種子種苗產業 

種苗(子)為作物生產根源，是農業永續發展的基石，具備資本密集、技術密

集及高度專業化、企業化特性。臺灣植物種苗之需求量不斷成長，基本供應國內

所需之外，了解外銷國際市場動態需求及供應，更是各種苗(子)業者經營的重要

目標。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展現我國農業軟實力，透過推動新南向政策「區域農業

發展」旗艦計畫，與新南向國家在農業產業方面加強鏈結與合作，盤點我國11 項

農業項目具有國際競爭力，亦具備與新南向國家合作潛力，其中種子種苗產業即

為其一要項，不僅是因為臺灣在國家政策、學術相關研究以及相關產業發展，在

產官學通力合作之下，種子種苗產業在國際上具有一席之地。 

目前臺灣種苗(子)年產值已達 150 億元以上，其中園藝種苗產值約占 68%，

商用種子的總市場規模約 3 億美元，全球排名第 22 名，占全球市場 0.7%，因此

種苗(子)生產不論在量的增加或質的提升，都是保有臺灣農業競爭力的關鍵。  

種子種苗病害檢定 

種苗(子)的國際貿易頻繁，對於健康種苗(子)或種子檢疫的相關議題也日益

升溫， 依據國際植物保護公約（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IPPC）

的要求，必須檢疫外來有害生物，以便控制他們在新區域散布的情形。因為種子

是主要攜帶媒介，所以有關種子的進出口需要檢疫規範來約束。而建立動植物檢

疫適用測量標準協定 (WTO Agreement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SPS)，是為確保各國可自行提出適當保護的獨立權，但一方面又不會錯誤使用造

成貿易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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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年 4 月 6 日於南韓召開的國際植物保護公約〈IPPC〉會議決議將納

入以種子為檢疫標的國際植物防疫檢疫措施標準〈ISPM〉第 38 號，並要求

IPPC183 個會員國盡快執行，並且提供植物種傳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指引與各國家

植物保護機關（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NPPO）。 

檢定技術建立實驗室 

種苗改良繁殖場(種苗場)核心業務為種苗(子)檢測、健康種苗(子)發展、種苗

(子)產業發展與國際接軌，在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檢局)及農委會國際處

等單位協助推動下，開發多樣種苗(子)傳播病原之檢定技術，並以標準流程化為

目標，建立植物病原檢定技術標準作業流程。 

目前本場執行相關業務為種苗場 TAF 實驗室及 ISTA 種子檢查室，TAF 實驗

室為本場生物技術課於 2008年 7月正式取得全國認證基金會(TAF)依據 ISO/IEC 

17025：2005 之檢測實驗室認證，主要檢測項目為基因轉殖作物(GMO)與植物病

原。而 ISTA 種子檢查室則為本場種苗經營課於 2012 年 6 月正式承接種子檢查

室(原屬農糧署)業務，種子檢查室係國際種子檢查協會(ISTA)認證實驗室，主要

業務為種子批取樣及種子水分、發芽與潔淨度檢驗、執行國內農作物良種繁殖體

系的田間檢查與室內檢查工作以及核發國際種子(批)檢驗證。 

上述實驗室皆具備符合國際標準(如 ISO/IEC 17025、ISTA Rules…)對申請實

驗室之能力及品質系統進行評鑑；經認可之實驗室即可在出具的認證範圍內的報

告上使用認證機構之認證標誌(正式證明)以證明其能力。實驗室認證體系相互承

認關係的建立，可促使外銷產品直接在本地由認可實驗室執行檢測，而其檢測結

果為輸入國所接受，突破國際間非關稅貿易障礙，且可避免產品重複檢測，降低

產品成本，暢通國際貿易。 

檢定技術分類 

以病原特性及檢定需求建立不同階段之檢測技術。如作物生產的內部管控檢

定，以組織培養苗、植物葉片及果實為檢定標的；或為種子生產，檢測種傳性病

害。檢測技術則包含傳統分離培養、生理生化特性鑑別、血清學及分子生物學等

檢查技術為主。而技術的選擇必須兼具敏感性(sensitivity)、專一性(Specificity)、

重現性(repeatability)與經濟性(Economic)，而且必須在試驗的決定性步驟設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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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點，藉由陽性(陰)對照物及對照標的有無判斷試驗的可信度，而檢定流程執行

前尚包括採樣單位取樣及分樣動作，其樣品數量及頻度與植物病原傳播特性有

關，必須針對病原特性設計取樣數及檢定技術，採集具統計分析代表性之種子數

量，進行均勻分樣後，進入檢定流程(圖一)。 

 

 

 

 

 

 

 

 

圖一、種子(苗)病原檢定流程。 

 

以下就常使用之檢定技術特性進行介紹： 

微生物培養觀察法：運用病原微生物生長特性及盤據種子上型態，將種子或

種子洗出液培養於選擇(鑑別)性培養基，觀察病原微生物菌落(如圖二)、菌絲，

或是代謝培養基成分呈現顏色變化藉以判斷，由於培養過程較為耗時，且必須借

重檢定人員實務經驗及判斷能力，必要時輔助接種試驗，確認其病原性，故該項

檢定技術逐漸被其他技術取代，但因其所需設備較簡易，在部分國家仍為通用。 

 

 

 

 

 

 

 

 

 

 

 

圖二、十字花科黑腳病菌 Leptospharia maculans (anamorph: Phoma lingam)於溼濾紙法  

觀察種子上真菌菌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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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連結抗體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簡稱 ELISA）-血清學

診斷：此技術係利用「抗體與抗原」的專一性結合，經由標定於抗體上酵素催化

呈色基質反應，將檢測結果以顏色變化呈現，輔以分光光度計讀取其吸光度數

據，判斷陽性(陰性)反應如圖三。因其抗體抗原結合順序差異或酵素連接抗體與

抗原的直接與間接性，又可分為直接法與間接法，ELISA 技術因操作方便，適用

於大量樣品之病毒檢測，利用 ELISA 診斷有許多檢查的方法，在偵測已未經純

化之材料為被檢體時，常用的基本檢查法是雙抗體包夾法(Double antibody 

sandwich ELISA)。 

 

 

 

 

 

 

 

 

 

 

 

 

 

 

 

 

 

 

 

 

 

 

 

 

圖三、ELISA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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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聚合酶連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簡稱 PCR）核酸檢測法係建

立於物種間獨特的核酸序列，然後依此序列設計出該物種人工合成的短片段專一

性核酸引子對，再配合核酸聚合酵素連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簡稱

PCR）技術，此技術乃利用一種分離自細菌的耐高溫核酸複製酵素，在適宜的變

溫循環程式下，針對目標的特定區域核酸進行快速複製，約經 2 小時 30 個循環

左右，即可複製出約 10 億倍的核酸，再經由電泳分析以肉眼判別所增幅的核酸

條帶如圖四。 

 

 

 

 

 

 

 

圖四、利用反轉錄聚合酶鏈鎖反應(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RT-PCR)進行菊花種苗病毒

檢定之電泳圖。 

 

而植物病毒核酸大多屬於 RNA，故在變溫循環前，須先以病毒反轉錄酵素

（reverse transcriptase）進行反應，將 RNA 反轉錄成 DNA 分子，簡稱 RT-PCR，

由於 PCR 係針對病毒蛋白前驅物-核酸分子進行檢測，因此較 ELISA 技術更敏

感，可更早偵測到病毒的存在。 

近年來，更發展出結合分子生物學、酵素動力學、電子學、光學與訊號處理

等技術結合成生物晶片（Biochip）如圖五，應用於植物病原檢定，但尚未普及

運用於標準技術建立。 

 

 

 

 

 

 

 

 

圖五、利用反轉錄聚合酶鏈鎖反應(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RT-PCR)結合晶片呈色，進

行茄科類病毒等病原檢定之晶片(測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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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苗場自防檢局支持下，持續建立輸出種子植物病原之檢測標準作業檢測技

術如表一，至「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良繁殖場受託辦理基因轉殖及植物病原

檢測收費標準」公告施行(公告施行日為 102/03/14)以來針對植物病原檢測受委託

收費檢測的樣品數及收費金額逐年增加如表二。 

 

表一、輸出種子植物病原之檢測標準作業檢測技術 

年度 
病原 

種類 
病原名稱 技術類別 

十字花科黑腳病菌(Leptospharia maculans) 種子病原培養型態特性
真菌 

瓜類蔓枯病(Didymella bryoniae) 種子病原培養型態特性

菸草嵌紋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 出芽檢測/ELISA 

豌豆種媒嵌紋病毒(Pea Seed-borne Mosaic Virus) 出芽檢測/ELISA 病毒 

南瓜嵌紋病毒(Squash mosaic virus) 出芽檢測/ELISA 

茄科細菌性斑點病菌(Xanthomonas spp.) 種子研磨/PCR 

102 

細菌 
番茄細菌性葉斑病菌(Pseudomonas syringae pv. tomato) 種子研磨/PCR 

菜豆炭疽病(Colletotrichum lindemuthianum) 種子病原培養型態特性
真菌 

豌豆葉斑病或果莢黑斑病(Ascochyta pinodis) 種子病原培養型態特性

香瓜茄嵌紋病毒(Pepino mosaic virus) 出芽檢測/ELISA 

香瓜壞疽斑點病毒(Melon necrotic spot virus) 出芽檢測/ELISA 

菸草微綠斑駁病毒(Tobacco mild green mosaic virus) 出芽檢測/ELISA 
病毒 

豌豆早褐病毒(Pea early browning virus) 出芽檢測/ELISA 

馬鈴薯紡錘形塊莖類病毒(PSTVd) 種子研磨/RT-PCR 

番茄類病毒(TPMVd) 種子研磨/RT-PCR 

番茄黃色矮化類病毒(TCDVd) 種子研磨/RT-PCR 

辣椒小果類病毒(PCFVd) 種子研磨/RT-PCR 

番茄頂矮化類病毒(TASVd) 種子研磨/RT-PCR 

103 

類病毒 

金魚藤潛伏類病毒(CLVd) 種子研磨/RT-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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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種苗場植物病原檢測受委託收費檢測的樣品數及收費金額 

(106 年度為統計到 106/09/26) 

年度 案件(件) 收入(千元) 

102 31 26.1 

103 148 45.25 
104 156 77.75 
105 233 175.25 

106 303 152.3 

合計 871 476.65 

未來展望 

為永續發展臺灣期能取得國際認證的實驗室，是以管理的手段達到減少檢測

發生錯誤的機會，不僅可提升實驗室的檢測能力，為種苗品質把關；所開出的結

果報告受到國際承認，可大幅提升其公信力與業者之國際競爭力。期待本場種子

檢查室往亞太種子檢測中心的願景來邁進。 

一、精進種子檢查技術強化國際合作 

加強種子檢查國際視野：積極參與 ISTA 會員國合作與交流，參加 ISTA 

Workshop 訓練，提昇種子檢查技術與國際接軌，爭取辦理 ISTA Workshop，於

臺灣舉辦 ISTA 年會活絡我國外交。種子檢查技術深植產業：除執行種子檢查業

務外，輔導、訓練種子業者，以相同的國際標準進行種子品質管制，提昇我國種

子業者競爭力。 

二、增加種子健康檢查及病害鑑定業務 

完成健康種子檢查加項認證作業：我國種子檢查目前僅執行純度、水分、發

芽率檢查，應針對業者需求增加健康檢查之加項認證。開發更有效率健康種子檢

測技術：以縮短健康種子檢查及認證之時程，提送 ISTA 進行檢測方法認證，研

發有效之種子清潔調製技術：協助種子出口業者生產無病原菌、高品質種子，提

升出口產值。 

三、提升種子檢查效率 

分作短-中-長期目標進行，短期：調整檢查流程：例如種子經風選後逕進行

發芽試驗，進行相關試驗：例如種子打破休眠試驗。改變行政規範：例如種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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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率達門檻值即認定為合格種子，提升助理檢測技術等。中期：加入品種影像辨

識系統，增加自動化系統設備。長期：串聯各部門自動化系統如分樣、發芽統計

及病害檢定報告，達到自動化及智能化串聯實驗室工作群，使得後端連結數據分

析及回饋機制，能夠更具效率執行內部管控及稽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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