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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黴菌對落花生白絹病防治效果之探討 1

蔡孟旅、張顥瀚、鄭安秀 2

摘　　要

蔡孟旅、張顥瀚、鄭安秀。2017。木黴菌對落花生白絹病防治效果之探討。臺南區農業

改良場研究彙報 69：42-48。
落花生為臺灣重要雜糧作物，白絹病為其主要病害之一，高溫多濕環境有利此病害發

生，目前防治方法主要為化學藥劑，本研究於 2015 年在 8 個田區以木黴菌 T3 菌株（Tricho-
derma virens T3 isolate）進行種植前粉劑拌種及開花期稀釋 100 倍澆灌處理，測試其對白絹

病之防治效果，結果顯示 8 個田區之木黴菌處理組罹病度均低於對照組，效果最明顯之田

區，處理組之罹病度比慣行對照組低 39.38％，統計分析結果顯示 8 個田區中有 7 個田區具

顯著差異，由此結果可知木黴菌處理可有效抑制秋作落花生白絹病之發生。

現有技術： 目前仍以使用化學藥劑拌種或澆灌做為落花生白絹病的主要防治方式。

創新內容： 使用拮抗真菌木黴菌來減少白絹病的發生，能有效降低白絹病罹病度。

對產業影響： 增加落花生白絹病防治方法的選擇，同時減少農民直接接觸化學農藥的

次數，也減少化學農藥對環境造成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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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落花生（Arachis hypogaea L.）又名花生，因其具有開花後子房柄伸長入土中，發育成

莢果的特性，故又稱「土豆」，臺灣一年可種植春、秋二期作 (2)。臺灣每年約生產 40,000 ～

60,000 公噸的落花生莢果，主要栽培地區為雲林縣，其 2015 年栽培面積及產量即分別佔總

量之 73％及 80％；其次為彰化縣及嘉義縣 (4)。莢果用途可供帶殼或脫殼料理後食用，或加

工為糕餅糖類、花生粉等，均為傳統美食，為臺灣重要雜糧之一 (2)。

白絹病（southern blight）為落花生栽培期間主要病害之一，受感染植株外觀呈失水乾枯，

莖地際部褐變壞疽，有時上附一層白色絹狀菌絲，被害豆莢腐敗，可見白色絲纏繞其上 (3)，

美國研究顯示此病害一般造成之產量損失平均約為 7 ～ 10％，鮮少超過 25％，但遇環境氣

候利於發病之年度也可能損失達 80％以上，更有 6年期間總產值損失達 3.6億美元之案例 (9)。

白絹病菌〔Sclerotium rolfsii Sacc.（有性世代：Athelia rolfsii (Curzi) Tu & Kimbrough）〕係

屬土壤傳播之病原真菌，寄主範圍廣泛，至少可感染 100 科、500 種以上之植物，幾乎全球

均有病例發生，尤其熱帶及亞熱帶地區較為嚴重 (6)，高溫多濕環境有利於本病發生 (8)，高溫

的影響尤為明顯 (5)。

落花生白絹病目前之慣行防治方式，為播種前使用化學藥劑拌種，或定植後於植株

莖基部澆灌農藥，現今仍為一有效之防治方法 (7)，唯農藥減量為現今全球趨勢，不論消費

者或農民均對健康安全十分重視，尋求生物性農藥來防治病蟲害已相當普遍。木黴菌屬 
（Trichoderma spp.）真菌可藉由產生抗生素或酵素、營養競爭、超寄生、誘導抗性等機制來

抑制病原菌生長 (1)，為真菌中最常被使用做為拮抗微生物之種類，已知其對白絹病菌等許多

病原真菌具有拮抗能力 (10)，本研究嘗試使用木黴菌取代化學藥劑來預防落花生白絹病的發

生，評估其防治效果，以提供防治資材的選擇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期間及試驗田區資訊

1. 第一次田間試驗

2014 年 8 ～ 11 月落花生秋作期間，於雲林縣北港鎮及土庫鎮各選 5 塊及 3 塊面

積介於 0.1 至 0.45 公頃不等之田區進行試驗，栽植之落花生品種由農民自選，包括臺

南 9 號、黑金鋼及花仁。

2. 第二次田間試驗

2015 年 8 ～ 11 月落花生秋作期間，於雲林縣北港鎮 2 塊田區進行試驗，栽植之

落花生品種為臺南 9 號及臺南 14 號。

二、試驗設計

8 塊田區各劃分出 0.1 公頃之處理區，其餘部份為對照區，以下列方式進行處理：

1. 種子處理：將已培養於固態介質上之木黴菌T3菌株（Trichoderma virens T3 isolate）（國

立虎尾科技大學羅朝村教授提供）以不鏽鋼粉碎機打成微細粉末，置於 4℃冷藏保存。

落花生種植當天，將木黴菌粉末與落花生種子以 10 g 木黴菌 / 每公斤種子（w：w ＝

1：100）之比例混合，置於兩層大塑膠袋中，多次來回倒置晃動手動拌種。拌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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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已均勻附著木黴菌粉末之種子倒入播種機中，於處理區進行機械播種。對照區則以

未用任何資材及農藥處理之種子播種。

2. 生長期澆灌處理：種植後一個月，於植株開花後、子房柄伸入土中前，將木黴菌粉末

以水稀釋 100 倍，以 25 公升電動噴藥機噴施處理區植株基部，至植株表面呈明顯潮

濕之程度，對照區不處理。

3. 第二次田間試驗將木黴菌拌種用量改為 5 g 木黴菌 / 每公斤種子（w：w ＝ 1：
200）；開花期澆灌稀釋倍數為 200 倍，其餘方法相同。

三、白絹病調查方法

於種植 3 個月後之預定採收日期前 1 週進行白絹病罹病度調查，調查方法為分別於

每個田區之處理區及對照區，各隨機挖掘 4 個點，每點面積為 1 m2 之植株，目視調查

莢果病徵，每採樣點隨機調查 10 株。將白絹病之發病級數分為 0 ～ 4 級，0 ＝莢果無

病徵；1 ＝罹染白絹病莢果數佔總莢果數 1 ～ 10％；2 ＝罹染白絹病莢果數佔總莢果數 
11 ～ 20％；3 ＝罹染白絹病莢果數佔總莢果數 21 ～ 50％；4 ＝罹染白絹病莢果數佔總

莢果數 51％以上，並以下列公式計算罹病度：罹病度（％）＝ Σ（罹病級數 × 該等級

罹病株數）/（4 × 總調查株數）× 100。
四、統計分析

試驗所得之資料皆以 SAS Enterprise Guide 7.1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為比較每一田

區中，木黴菌處理與農民慣行作業下之白絹病罹病度（％）差異，罹病度數據資料經 
arcsin  轉換後以 Fisher 之 LSD 法進行比較分析，統計顯著水準皆設為 5％。

五、木黴菌（T. virens）T3 菌株粉劑拌種用量對植株生長影響之盆栽試驗

於第一次與第二次田間試驗之間，為測試不同比例之木黴菌粉劑用量對花生植株生

長高度影響，將已培養於固態介質上之木黴菌 T3 菌株以不鏽鋼粉碎機打成微細粉末，

將木黴菌粉末與臺南 14 號及臺南 16 號落花生種子拌種，處理量分別為 5 g 木黴菌 / 每
公斤種子（w：w ＝ 1：200）及 2.5 g 木黴菌 / 每公斤種子（w：w ＝ 1：400）；對照

組種子不處理，拌種後種植於 64 × 22 × 18 cm 花槽，每槽種植 5 株，兩個花生品種及每

處理各 3 重複（槽），分別於種植後 15 天及 30 天測量植株株高（cm），所得數據以 
Fisher 之 LSD 法進行比較分析。

結　　果

一、木黴菌處理對落花生白絹病罹病度之影響

第一次田間試驗中，落花生經木黴菌拌種及開花期澆灌處理後之白絹病罹病度比

較如表 1。8 個田區之木黴菌處理組罹病度均低區對照組，處理組罹病度介於 1.25％～

6.25％；對照組罹病度介於 6.25％～ 44.38％。其中效果最明顯之田區，木黴菌處理之

罹病度比慣行對照組低 39.38％。將各個田區之罹病度數據分別經統計分析後結果顯示，

8 個田區中有 5 區的木黴菌處理之白絹病罹病度相較於慣行有統計上之極顯著差異 （P
＜ 0.01）；有 2 個田區具顯著差異（P ＜ 0.05）；1 個田區沒有顯著差異，可見在多數

田區中，經木黴菌處理之落花生白絹病罹病度顯著低於慣行法。另將 8 個田區做為 8 重

複，共同比較罹病度結果如表 2，經木黴菌處理之落花生白絹病罹病度顯著低於慣行法

（P ＜ 0.01）。第二次田間試驗之二處田區全區均無白絹病發生，故無法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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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八個田區經木黴菌 T3 菌株處理與慣行對照之花生白絹病罹病度各別比較

Table 1. Disease severity of southern blight on peanut pods after Trichoderma virens strain T3 
treatment and conventional culture in eight different fields respectively

Average severity of Southern blight disease on peanut pods (%)x

Field Trichoderma treatment Conventional culture

A 6.25*Y 27.5

B 5**z 44.38

C 3.75** 30.63

D 2.5** 25

E 3.75** 36.88

F 5** 27.5

G 2.5* 12.5

H 1.25 6.25
X Percent severity data were analyzed after transformation to the arcsine of the square root of the 

proportion of severity.
Y Means (n = 4) followed by an asterisk (*) in a row within the same field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from the conventional culture control according to Fisher’s protected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est.

z Means (n = 4) followed by two asterisks (**) in a row within the same field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1) from the conventional culture control according to Fisher’s protected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est.

圖 1. 木黴菌處理與慣行法之落花生白絹病罹病度差異

Fig. 1. Comparisons among Trichoderma virens strain T3 treatment for disease severity of southern 
blight on peanut pods. Error bar is the standard error of mean (n = 8). Means with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y at 5% level by L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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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木黴菌處理對落花生植株生長高度之影響

第一次田間試驗時使用 10 g 木黴菌 / 每公斤種子（w：w ＝ 1：100）之比例拌種，處理

區之植株於生長初期較對照區略為矮小，後期即恢復正常，採收時產量與對照區亦無統計上

之差異。而後於盆栽中進行 5 g 木黴菌 / 每公斤種子（w：w ＝ 1：200）及 2.5 g 木黴菌 / 每
公斤種子（w：w ＝ 1：400）對臺南 14 號及臺南 16 號花生拌種測試，結果顯示 200 倍、

400 倍之木黴菌拌種倍數處理下之植株，在生長第 15 日、第 30 日時，兩品種花生之平均株

高均無統計上之顯著差異，於第二次田間試驗時以 200 倍拌種及開花期澆灌一次處理，植株

之生長勢、產量也均不受影響。

討　　論

第一次田間試驗中所使用之木黴菌 T3 菌株粉劑拌種比例為 100 倍，目的是使其處理時

之孢子量為 106 spores/g，然而以此濃度粉劑處理過後的花生植株，可觀察到其生長初期會

比對照組植株矮小，但後期即恢復，花生果莢產量亦無統計上之差異。然與羅朝村教授討論

其在虎尾之試驗，顯示 T. harzianum T2 菌株會在初期促進落花生之萌芽速率與生長，此一

差異可能會因不同菌株而異。而盆栽拌種試驗及第二次田間試驗均顯示 200 倍之拌種用量對

植株生長高度無影響，而此稀釋倍數仍能使處理濃度維持在 106 spores/g 內，因此未來在使

用木黴菌製劑拌種時，稀釋 100 倍到 200 倍都是可選擇的範圍。需特別注意的是使用前應再

用粉碎機將固態之木黴菌製劑再磨成較細的粉末狀，拌種時才有較好的附著力；也避免花期

以水稀釋澆灌時堵塞噴頭；不可與殺菌劑混合使用，而沒用完的木黴菌粉末應避免光線直射，

置於 4° C 冷藏。

在本次試驗的 8 個落花生田區中，經木黴菌拌種及開花期澆灌處理後之白絹病罹病度均

低區對照組，效果最明顯之田區，處理組罹病度比對照組低 39.38％，其中 5 區的罹病度具

統計上之極顯著差異；2 區具顯著差異；1 個田區無顯著差異，可見木黴菌製劑對白絹病之

防治是一可行且有效的方法。

普遍推廣使用木黴菌製劑於田間是否合乎成本效益，目前仍有待評估，因木黴菌雖然能

有效降低白絹病罹病度，但目前微生物製劑的價格仍普遍高於化學農藥，且由於病害的發生

生態每年隨氣候變化會有很大的差異，而生物製劑的使用均為預防性的特性，使得是否該投

入此防治成本變得難以評估，例如第二次田間試驗中，該年度無論處理與對照組均無白絹病

發生，產量也無顯著差異，反而因 9 月梅姬颱風的影響而造成普遍性的減產。

由於上述原因，目前除了對人身健康、農藥減量有多認知之農民外，微生物製劑之使用

尚未十分普及，臺灣的產品種類也不多，然而全球的食品安全及永續農業意識正在轉變，不

斷往更安全、更健康的方向前進，因此微生物製劑在不同作物、害物上的防治應用田間試驗

數據之累積，乃為提供未來微生物農藥產業發展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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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biocontrol of peanut southern blight 

disease by Trichoderma virens1

Tsai, M. L., H. H. Chang and A. H. Cheng2

Abstract
Peanut (Arachis hypogaea L.)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ryland crops in Taiwan. All cultivars 

of peanut are predisposed to southern blight disease, caused by Sclerotium rolfsii, in hot and humid 
environment. Application of fungicides is still the main method for the control of this disease in 
Taiwan. Trichoderma virens strain T3 was applied in this study for seed treatment (w : w = 1 : 100) 
before sowing and spraying it again during flowering in 8 experimental field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disease severity of southern blight on peanut plants treated by T. virens T3 were lower 
than the untreated control in all fields. Seven out of 8 field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treatment of seeds and soil with T. virens strain T3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suppress the occurrence of southern blight disease in peanut field.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Application of fungicides is still the main method for the control of peanut southern blight in 
Taiwan.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Treatment of peanut seeds with Trichoderma virens strain T3 treatment is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a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suppress the peanut southern blight.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Through this study we provide a new evidence and choice for peanut farmers to control 
southern blight, and biocontrol method is a less harmful way for human health and can help 
keeping a mor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Key words: Peanut, southern blight disease, Trichoderma viren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March 15, 2017

1. Contribution No. 469 from Taina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2. Assistant Researcher, Project Employee, and Researcher & Secretary, respectively. Taina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70 Muchang, Hsinhua, Tainan 712, Taiwan, R.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