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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吳雅芳、林國詞、吳盈慧、鄭安秀。2018。胡麻炭腐病之研究。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

彙報 71：70-83。
 胡麻炭腐病是由 Macrophomina phaseolina 感染所引起，在田間常造成嚴重的損失。病

原菌的菌絲在 30 ～ 35℃生長快速，藥劑篩選結果以三得芬、免得爛、四氯異苯腈對病原菌

菌絲生長抑制率較高，種子帶菌檢測結果發現半數以上的樣品均帶有炭腐病的病原菌，推測

此為臺灣田間炭腐病的重要感染來源。綜合田間觀察及各項試驗結果，並以臺灣目前胡麻的

耕作模式進行分析，胡麻炭腐病在臺灣的病害環以種子帶菌及苗期發病株為重要的感染源，

以藥劑或木黴菌處理種子，可有效抑制苗期的發病並降低田間感染源，在中耕後再輔以 1 至

2 次的預防性防治，可有效降低此病害的發生。

現有技術： 農民常過量施用農藥防治胡麻炭腐病卻可能因時機及藥劑種類不對而達不

到防治效果。

創新內容： 以種子處理降低感染源並配合適時的田間防治，可有效降低炭腐病的發生

率。

對產業影響： 透過正確的防治措施，可減少農藥的施用量，減輕因病害所造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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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胡麻 (Sesamum indicum L.) 又稱芝麻、油麻、烏麻及麻仔等，為胡麻科 (Pedaliaceae) 胡
麻屬之一年生草本植物，原產於東印度，依據 2016 年聯合國農糧組織 (FAO) 統計資料，栽

培面積最大的國家依序為蘇丹、印度、緬甸、坦尚尼亞、南蘇丹、奈及利亞、中國、布吉納

法索等 (1)。臺灣以栽培黑胡麻為主 (5)，基於政府的推廣政策及油品食安事件所造成的衝擊，

消費者對國產胡麻油的需求增加，因此近幾年面積大幅成長，依據 2016 年農業統計年報資

料，近 10 年胡麻的種植面積從過去每年約 1,000 公頃左右，至 2016 年已達到 2,500 公頃 ( 圖
1 )。主要種植地區集中在臺南市的西港、安定、善化、佳里、將軍、七股及新市等地 (2)。

圖 1. 臺灣近年之胡麻生產概況

Fig. 1. Production and planting area of sesame in Taiwan during 2007 to 2016

胡麻性喜溫暖，適當的生長溫度為 24 ～ 32℃，不耐低溫，氣溫低於 18℃則植株延遲生

長，不耐淹水，為需水性較低的耐旱作物。臺灣的胡麻種植分為春、秋二作，但春作於栽種

時期常遇到梅雨季、鋒面或颱風帶來的雨水而受損，因此目前胡麻的種植以秋作為大宗 (4,6)。

但秋作期間若逢颱風也常造成極大的損失，即使氣候平順，短短 80 ～ 100 天的生長期，也

必需注意各種主要病蟲害的管理，病害方面，遇雨易罹疫病，秋作後期溫度降低後常見白粉

病，此外，白絹病、萎凋病及炭腐病為胡麻主要的土壤傳播性病害，常造成田間植株大面積

萎凋死亡。其中「炭腐病」( 又稱為褐斑病 ) 尤其是胡麻農民最害怕遇到的病害，農民稱之

為「黑腳」，不只在臺灣，國外的胡麻產區也常因此蒙受損失 (3,11,12)。

胡麻炭腐病是由 Macrophomina phaseolina 感染所引起 (15)，胡麻罹病後莖部由下往上變

黑，呈現失水萎凋而後全株死亡，並且常常蔓延全區，除了土壤內可能殘存病原菌之外，也

會藉由種子帶菌而傳播感染 (13)，苗期罹病造成幼苗快速死亡大量缺株，田間通常在胡麻開

花後進入發病高峰，植株陸續萎凋，若田間淹灌或遇雨水則迅速蔓延，造成嚴重損失。本研

究針對炭腐病的病原菌特性及胡麻耕作模式進行探討，利用綜合管理的方式擬定防治策略，

以減少農民因炭腐病發生所造成的損失 (8,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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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一、田間病害調查及病原菌分離

於臺南市胡麻主要種植地區調查病害發生情形，收集田間罹患炭腐病植株分離病原

菌，將罹病組織以 75％酒精表面消毒後，切取病健交接處組織或直接自罹病組織挑取

孢子移入 WA (Water Agar) 平板上生長，待長出菌絲後，切取菌落邊緣移至 PDA (Potato 
dextrose agar) 培養基上生長供試驗用。

二、病原菌鑑定、生長適溫測試及防治藥劑篩選

(一) 病原菌鑑定

病原菌分離純化後，接種到胡麻植株莖基部，待發病再行分離完成柯霍式法

則。於顯微鏡下觀察孢子型態，並以 ITS4、ITS5(ITS4 TCCTCCGCTTATTGATATGC 
ITS5 GGAAGTAAAAGTCGTAACAAGG) 引子對進行序列分析 (16)，鑑定病原菌種

類。

(二) 病原菌生長適溫測試

病原菌培養於 PDA 平板上至菌絲長滿，於菌落邊緣以 6 mm 打孔器切取菌絲

塊放置於新的 PDA 平板上，將放有菌絲塊的 PDA 平板分別培養於 5℃、10℃、

15℃、20℃、25℃、30℃、35℃、40℃、45℃、50℃的溫度條件下，觀察菌絲生長

情形，並定期量測菌落直徑，每處理 4 重複。

(三) 防治藥劑篩選

1. 測試不同來源菌株對藥劑之感受性：

依據作用機制挑選殺菌劑做為供試藥劑，包括 30% 殺紋寧溶液 1,000 倍、

60.8% 氟比拔克水懸劑 1,500 倍、40% 邁克尼可濕性粉劑 8,000 倍、12% 芬瑞莫

可濕性粉劑 10,000 倍、42.4% 白克列水懸劑 2,500 倍、25% 三泰芬可溼性粉劑 
2,000 倍、40% 銅快得寧可溼性粉劑 500 倍、18.7% 達滅克敏水分散性粒劑 1,000
倍、52.5% 凡殺克絕水分散性粒劑 2,500 倍、10% 保粒黴素 ( 甲 ) 可濕性粉劑 800
倍、23.7% 依普同水懸劑 1,000 倍、50% 福多寧可濕性粉劑 5,000 倍、23.6% 百

克敏乳劑 3,000 倍、250 g/L 曼普胺水懸劑 2,500 倍、23% 亞托敏水懸劑 2,000 倍、

50% 達滅芬可濕性粉劑 3,000 倍、75% 四氯異苯腈水分散性粒劑 500 倍、50% 撲

滅寧可濕性粉劑 2,000 倍、99% 礦物油乳劑 500 倍、22.7% 腈硫醌水懸劑 700 倍

等 20 種藥劑，將藥劑分別依照植物保護手冊登記的稀釋倍數，加入 PDA 培養基

內，混合均勻後製成平板，並以不添加藥劑的 PDA 平板做為對照。供試病原菌

株 MPSN3、MPSN5、MPSN13 分離自臺南市將軍區，菌株 MPSN6、MPSN7、
MPSN8 分離自臺南市善化區，菌株 MPSN12、MPSN14 分離自臺南市西港區，

菌株 MPSN17 分離自臺南市七股區及菌株 MPSN19 分離自嘉義縣朴子市等 10 個

菌株，培養於 PDA 平板上至菌絲長滿，於菌落邊緣以 6 mm 打孔器切取菌絲塊

放置於上述混有藥劑的 PDA 平板上，於 25℃培養，定期量測菌落直徑至對照組

的菌絲長滿平板，每處理 4 重複。

2. 胡麻登記藥劑之藥效測試

以延伸登記於胡麻病害之藥劑，包括 42.4% 白克列水懸劑 2,500 倍、50% 福

多寧可濕性粉劑 5,000 倍、75% 四氯異苯腈水分散性粒劑 500 倍、99% 礦物油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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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 500 倍、5% 菲克利水懸劑 2,000 倍、84.2% 三得芬乳劑 3,500 倍、23% 亞托敏

水懸劑 1,000 倍、33% 鋅錳乃浦水懸劑 600 倍、80% 免得爛可濕性粉劑 500 倍、

80% 碳酸氫鉀水溶性粉劑 1,000 倍進行炭腐病菌之菌絲生長抑制測試，供試菌株

為 MPSN8 及 MPSN13，培養於 PDA 平板上至菌絲長滿，於菌落邊緣以 6 mm 打

孔器切取菌絲塊放置於上述混有藥劑的 PDA 平板上，於 25℃培養，定期量測菌

落直徑至對照組的菌絲長滿平板，每處理 4 重複。

三、拮抗微生物篩選

將本實驗室篩選保存之木黴菌菌株 FuN101、FuN184、FuN256、FuN294、FuN295、 
FuN297 分別與自胡麻植株分離之土壤傳播性病原菌炭腐病菌 (MPSN8)、萎凋病菌

(FuN120)、疫病菌 (OoN13) 及白絹病菌 (FuN100) 進行對峙培養，將供試病原菌與木黴

菌分別接種於 PDA 平板二側，並以未接種木黴菌者為對照，於 25℃培養，逐日觀察木

黴菌的拮抗效果，每處理 3 重複。

四、病原菌接種源製備

取 100 克馬鈴薯切丁製成太空包以高溫高壓滅菌，供試病原菌培養於 PDA 平板上

至菌絲長滿，於菌落邊緣以 6 mm 打孔器切取菌絲塊，接種於馬鈴薯太空包中，置於

28℃生長箱中不照光生長 7 天，將長滿菌的馬鈴薯丁取出加入 100 ml 無菌水，以果汁

機打碎，與滅菌過的介質以重量 1：10 的比例混拌均勻，每 3 天混拌 1 次，製備病土 (7)。

病土製備 0 天、1 週、2 週、3 週、4 週、5 週後取出置於 128 孔育苗穴盤，播種胡麻種 
子，並以滅菌介質做為對照，調查播種後的發芽率及罹病株率，每組 3 重複。

五、種子帶菌檢測

收集不同來源的胡麻種子，以平板法檢測其炭腐病菌帶菌率。將胡麻種子點播於

WA 平板上，每 1 個平板 10 粒種子，每 1 個樣品 30 個 WA 平板共 300 粒種子，置於室

溫下 3 ～ 5 天後，調查發芽率及種子帶菌率，帶菌率 (%) 計算方式為帶菌種子數 / 300 × 
100。

六、種子處理

(一) 藥劑處理

供試種子帶菌率為 16.7％，供試藥劑為 75% 四氯異苯腈可濕性粉劑 0.2% 及

0.5% (W/W)、84.2% 三得芬乳劑 1,000 倍稀釋液、二氧化氯 30 ppm 稀釋液、漂白

水 (6% 次氯酸鈉 ) 5 倍稀釋液，未處理為對照組，粉劑處理方式為將藥劑乾粉與種

子置於塑膠袋內充滿空氣後混勻，溶液處理方式則是將種子浸泡於藥液中 15 分鐘

後以無菌水漂洗 3 次後晾乾。

處理後的種子點播於 WA 平板及播種於穴盤上，調查發芽率及罹病株率，每一

處理 30 個 WA 平板及 3 個穴盤。

(二) 木黴菌處理

供試種子為經檢測未帶菌之種子，供試木黴菌為篩選出的 FuN184 及 FuN297，
木黴菌於 PDA 上培養 7 天後，以含 0.01% Tween 20 之無菌水將孢子洗下，製備成

108 spores/ml 孢子懸浮液，將胡麻種子 ( 孢子懸浮液體積：種子重量 = 1.5：1) 浸泡

於孢子懸浮液內 30 分鐘後取出晾乾。

處理後的種子分別播種於混拌病原菌之介質穴盤上，並以滅菌過之介質做為對

照，調查發芽率及罹病株率，每一處理播種 3 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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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田間防治觀察試驗

(一) 木黴菌 FuN184 處理之種子，播種於本場田間，該田區為上期作種植胡麻曾罹炭腐

病之病田，與種子未處理之對照組等間隔種植，每組各播種 6 小區，出現病株後開

始每週調查罹病株數，至採收為止。

(二) 以四氯異苯腈處理之種子於臺南市西港區進行田間試驗，據農民表示，該田區過去

數年種植胡麻均發生炭腐病，使用的種子為農民提供，經檢測其炭腐病菌帶菌率為

0.8%，以 75% 四氯異苯腈可濕性粉劑 0.2% (W/W) 處理，並以同批種子未處理為對

照組，考量田區環境，於角落處封閉區域設置不施殺菌劑之 A 區，分成左右 2 小區

分別播種處理與未處理之種子，另外較大的田區 B 區則於左邊 26 畦播種處理組，

右邊 4 畦播種未處組，田區配置如圖 2。

圖 2. 西港試驗田區配置圖

Fig. 2. Arrangement of field test in Xigang Dist

結果與討論

一、田間病害調查及病原菌分離

於臺南市胡麻主要種植地區包括西港、安定、善化、佳里、將軍、七股等地，調查

炭腐病在田間的發生情形，田間發病通常有 2 個時期，種植初期發病多集中在間拔 ( 約
播種後 2 週 ) 之前，依據胡麻的耕作習慣，種子的播種量常大於實際種植株數很多，因

此需要進行間拔疏苗，所以在間拔前後的罹病株容易因為此時有大量的幼苗而被忽略，

但嚴重時也可能會造成田區的大量缺株 ( 圖 3)，若在這段時期便嚴重罹病，則該田區往

往廢耕。另外一個發病的時間點從胡麻開花結莢開始，大約在播種後 6 ～ 7 週，胡麻經

過追肥、中耕、灌溉後快速生長，而此時的農事操作可能造成根莖部傷口，及因為灌溉

提供了病原菌感染及傳播的條件，苗期病株殘體或是前期作殘存在田間的病原菌則成為

此時期的重要感染源，如果再遇上溫暖潮濕的氣候，28 〜 35℃高溫多雨，或是田間土

壤濕度變化大，排水差的田區，病害將迅速蔓延 ( 圖 3)。罹病株呈現失水萎凋狀，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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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由下往上變黑，因此農民稱之為「黑腳」，罹病後期在病部密生極小的黑點 ( 圖 3)，
在陽光下遠看黑黑亮亮形似木炭，故有炭腐病之稱。

於田間收集病株，在顯微鏡下觀察罹病莖部，初期表面變黑並因為失水萎凋而略

為隘縮，後期病部表面密生黑色小點，為病原菌的柄子殼 (pycnidia)，罹病莖部內部亦

可見密生黑色球形小點，為病原菌產生的微菌核 ( 圖 3)。將罹病組織以 75％酒精表面

消毒後，切取病健交接處組織或直接挑取孢子放在 WA 平板上生長，經 1 ～ 2 天長出

菌絲後，切取菌落邊緣移至 PDA 培養基上生長供試驗用。本菌尚未發現有性繁殖，在

WA、V8 (V8 Juice Agar)、PDA、CMA (Corn meal Agar) 等人工培養基上均不產孢，但

可形成大量微菌核。

A

C

B

D

圖 3. 胡麻炭腐病病徵：A 幼苗期罹病導致田間缺株；B 嚴重罹病田區；C 罹病莖部密生柄

子殼；D 罹病莖部內密生微菌核

Fig. 3. Sesame charcoal rot disease: (A) The sparsely interspersed seedlings revealing spaces left 
seedlings contracted charcoal rot disease; (B) Sesame plants showing serious wilt symptom; 
(C) Pycnidia on stem; (D) Microsclerotia in stem

二、病原菌鑑定、生長適溫及防治藥劑篩選

(一) 病原菌鑑定

病原菌分離純化後，接種到胡麻植株莖基部，經 2 ～ 3 週萎凋發病後再分離完

成柯霍式法則。於顯微鏡下觀察，罹病莖部表面密生的黑色小點，為病原菌的柄子

殼 (pycnidia)，黑色近球形，大小 184 〜 219 μm，可產生分生孢子 ( 圖 4)，單胞，透 
明，橢圓形或卵形，大小 15 〜 25 μm × 9.5 〜 12 μm，將罹病莖部剖開，內部亦

可見密生黑色球形小點，為病原菌產生的微菌核 ( 圖 4)，大小 66 〜 91 μm。以

ITS4、ITS5 引子對進行序列分析，鑑定病原菌種類為 Macrophomina phaseolina。
(二) 病原菌生長適溫測試

將放有病原菌菌絲塊的 PDA 平板分別培養於 5℃、10℃、15℃、20℃、25℃、

30℃、35℃、40℃、45℃、50℃的溫度條件下，每 24 小時量測菌落直徑，結果以

30 〜 35℃菌絲生長速度最快 ( 圖 5)，72 小時可長滿 9 公分的培養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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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D

圖 4. 胡麻炭腐病病原菌型態：A 莖部柄子殼產生分生孢子；B 分生孢子型態；C 微菌核型

態；D 培養於 PDA 之菌落型態

Fig. 4. Macorphomina phaseolina: (A) Pycnidium and conidia; (B) Conidia; (C) Microsclerotia; (D) 
Colony on PDA

圖 5. 溫度對菌絲生長的影響

Fig. 5.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mycelium growth

(三) 防治藥劑篩選

病原菌培養於 PDA 平板上至菌絲長滿，於菌落邊緣以 6 mm 打孔器切取菌絲

塊放置於混有藥劑的 PDA 平板上，並以不混藥的 PDA 平板做為對照，於 25℃培

養，定期量測菌落直徑，並計算菌絲生長抑制率 (%) = (diameter of colony without 
chemical amended－diameter of colony with chemical amended) / diameter of colony 
without chemical amended × 100，每處理 4 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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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測試不同來源菌株對藥劑之感受性：

10 個菌株對不同藥劑的感受性略有差異 ( 圖 6)，但整體而言，對多數菌株可

達到 80% 抑制率的藥劑包括殺紋寧、銅快得寧、依普同及四氯異苯腈，而各菌

株的抑制率均未達 50% 的藥劑則包括氟比拔克、三泰芬、福多寧、曼普胺、亞

托敏、達滅芬、礦物油等。

2. 胡麻登記藥劑之藥效測試：

過去胡麻並無登記藥劑可用，自 2014 年起陸續延伸用藥，初期的延伸並無

炭腐病的防治藥劑，為快速篩選可供農民使用的有效藥劑，從已延伸登記的藥劑

中進行篩選，測試結果以四氯異苯腈、免得爛及三得芬之菌絲抑制率可達 90%
以上 ( 圖 7)，其中三得芬後也經防檢局延伸為炭腐病用藥。

圖 6. 不同來源菌株對藥劑之感受性測試

Fig. 6. Fungicide susceptibility of isolates obtained from different locations

圖 7. 胡麻登記藥劑之藥效測試

Fig. 7. Susceptibility test of two isolates towards fungicides registered applicable on se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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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拮抗微生物篩選

將本實驗室篩選保存之木黴菌菌株分別與自胡麻植株分離之土壤傳播性病原菌炭腐

病菌、萎凋病菌、疫病菌及白絹病菌進行對峙培養，逐日觀察木黴菌的拮抗效果，包

括菌落的生長抑制，病原菌及木黴菌的產孢情形等，綜合各種因素，篩選出 FuN184 及

FuN297 做為後續防治試驗之拮抗菌株。

四、病原菌接種源製備

病土製備 0 天、1 週、2 週、3 週、4 週、5 週後取出置於 128 孔育苗穴盤，播種經

檢測過未帶有炭腐病菌的胡麻種子，並以滅菌介質做為對照，播種後 7 天調查發芽率，

7 天、14 天及 21 天分別調查罹病株率，結果如表 1。混拌 3 ～ 4 週對發芽率影響降低，

並仍維持高致病力，可做為日後試驗製作病土的標準。

表 1. 接種源混拌培養時間與罹病率之關係

Table 1. Correlation between disease incidence and time periods of inoculum mixed within 
cultivation medium

接種源混
拌培養週數

發芽率 (%) 播種後定期調查罹病株率 (%)*

帶菌介質 滅菌介質 7 天 14 天 21 天

0 週 18 96 0 22 43
1 週 69 97 0 11 12.5
2 週 91 89 4 7 8
3 週 94 98 4 16 20
4 週 83 97 0 24 32
5 週 88 94 7 10 16

* 播種於滅菌介質之對照組罹病株率均為 0%

五、種子帶菌檢測

供試之胡麻種子，分別收集自本場近幾年場內場外之試驗田區，及農民用於播種之

種子等計 46 批次，於 WA 平板上的發芽率均可達 90% 以上，其中 21 批帶菌率為 0，
有 6 批帶菌率為 1% ( 含 ) 以下，12 批介於 1% ( 不含 ) ～ 5%( 含 )，4 批為 5 ( 不含 ) ～
10% ( 含 )，有 3 批帶菌率大於 10%，供試樣品中帶菌率最高者為 32%，樣品來自於嚴

重罹病田區。由檢測結果可見，種子帶菌相當普遍，在供試樣品中佔半數以上。檢測到

帶菌之種子雖在 WA 平板上可發芽，但在數天後因病原菌罹染而死亡，帶菌苗株周圍長

出微菌核，罹病株後期亦可見到柄子殼及微菌核。( 圖 8)
六、種子處理

(一) 藥劑處理

經處理後的種子點播於 WA 平板上檢測發芽率及帶菌率，並播種於穴盤上調查

發芽率及罹病株率。各處理在 WA 平板上的發芽率均達 95% 以上，與對照組無差 
異，藥劑處理組的帶菌率檢測均為 0，對照未處理組為 8%，漂白水及二氧化氯分

別為 3.3 及 5%，顯見藥劑處理可抑制種子上的病原菌生長。穴盤播種之發芽率對

照組為 75.9%，其中多數種子出芽後因罹病而無法順利長出，其它各組除漂白水處

理組降至 86% 之外，均可達 90% 以上，播種後 4 週各處理組的罹病株率均低，但

4 週後罹病率漸增，8 週後，各組均達 20% 以上如表 2，比較各處理組之間的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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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及罹病株率的表現，以四氯異苯腈 0.2% 處理種子，可有效降低初期的發病，且

粉劑處理方式簡便易操作，應可做為初期的防治措施，但其保護效果在 4 週後漸 
減，田間需再視需要進行防治。

A B

C

圖 8. 種子帶菌檢測：A 種子於 WA 平板上檢測帶菌率；B 帶菌苗株周圍長出微菌核；C 罹

病株後期見到柄子殼及微菌核

Fig. 8. Macrophomina phaseolina on sesame seeds: (A) Test of seed infection rate using WA, 
showing an infected seed; (B) Pathogen expanding from sesame seed and growing onto WA 
where microsclerotia are formed; (C) Pycnidia and microsclerotia produced on seedlings in 
late stage of infection

表 2. 種子經藥劑處理後之發芽率及罹病株率

Table 2. Germination rate and disease incidence after seed treatments

WA 點播檢測 播種後定期調查罹病株率 (%)*

處理別 發芽率 (%) 帶菌率 (%) 發芽率 (%)
罹病株率 (%)

播種後 4 週 播種後 8 週

1 99 0 93.7 1 23
2 96.7 0 96 0 35
3 98.7 0 97.9
4 98 3.3 86.5 0.67 20
5 97.7 5 91.4 2.3 51
6 97.7 8 75.9 5.3 57.3

處理別 1：75% 四氯異苯腈可濕性粉劑 0.2%；2：75% 四氯異苯腈可濕性粉劑 0.5%；3：
84.2% 三得芬乳劑 1,000 倍稀釋液；4：漂白水 5 倍稀釋液；5：二氧化氯 30 ppm；6：對照
未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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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木黴菌處理

處理過木黴菌 FuN184 及 FuN297 之胡麻種子播種於帶菌介質及滅菌介質上，7
天後調查發芽率，FuN297 處理組的發芽率為 50%，且苗期生長緩慢，雖經 3 週後

可恢復正常生長，但考量其對發芽率的影響太大，因此後續不再調查，FuN184 處

理組的發芽率不受影響，播種後的罹病株率較對照組大為降低，如表 3，量測苗株

的大小，發現處理木黴菌有促進根系生長的現象。

表 3. 處理木黴菌 FuN184 之胡麻種子播種於帶菌介質之發芽率及罹病株率

Table 3. Germination rate and disease incidence after seeds were treated with Trichoderma 
FuN184

介質種類 
發芽率 (%) 播種後 14 天罹病株率 (%) 

處理組 對照組 處理組 對照組

帶菌介質 83 58 15 29 
滅菌介質 90 93 0 0

七、田間試驗

(一) 經木黴菌 FuN184 處理之種子及未處理之對照組，於 2017 年 3 月 3 日，播種於本

場曾罹炭腐病之田區，播種 8 週後出現罹病株，開始每週調查 1 次罹病株數，並將

罹病株拔除，至採收前 1 週為止，共調查 4 次，可觀察到處理組的發病較為緩和如

表 4，處理組與對照組之罹病株數經 t test 統計分析後具顯著差異 (P < 0.05)。

表 4. 處理木黴菌 FuN184 之胡麻種子播種於田間後之罹病植株數

Table 4. Number of disease plant after seeds were treated with Trichoderma FuN184

調查時間 ( 播種後週數 )
罹病株數 *

木黴菌處理組 對照未處理組

8 12 22
9 10 21
10 13 39
11 35 113

合計罹病株數 70 195
* 6 小區之合計罹病株數

(二) 西港田區於 2017 年 8 月 29 日播種，種植期間依據田間病蟲害發生進行施藥防治，

A 區僅施用殺蟲劑，B 區則自中耕後 1 週開始，以四氯異苯腈、免得爛及三得芬輪

流施用進行炭腐病預防性施藥處理，至 11 月 15 日採收計施藥 3 次，10 月 30 日進

行第 1 次調查，調查萎凋株率，未施藥之 A 區因萎凋株數多，於田間計數每 100 株

之萎凋株率，隨機計數 3 組，計算其平均罹病株率，比較種子處理小區與未處理小

區之罹病株率；有施用殺菌劑之 B 區因萎凋株數極少，調查方法為計數全區之萎凋

株數。第二次調查為採收後，於 11 月 17 日調查莖桿上出現炭腐病徵的罹病比率，

未施藥之 A 區，於田間計數每 100 株之罹病株率，隨機計數 5 組，計算其平均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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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株率，施藥之 B 小區雖然萎凋株數少，但檢視其莖桿仍可見到炭腐病的病徵，

於左邊 26 畦處理組，扣掉左右 2 畦，以 6 畦為 1 個單位，每 1 個單位均分為 4 等 
分，各調查 100 株的罹病株數，再計算其平均罹病株率，右邊 4 畦未處理組則均分

為 4 等分，各調查 100 株的罹病株數，再計算其平均罹病株率，結果如表 5。種子

經處理後，不論在施藥區或未施藥區其罹病株率均遠低於未處理組，另外若再配合

適時的施藥，則可有效預防病害的發生。

表 5. 種子處理與田間施用殺菌劑之防治試驗結果

Table 5. Disease incidence in field where fungicides were applied or not, some seeds have been 
treated with chlorothalonil in advance while some seeds have not

處理別

炭腐病罹病株率

種子處理區 種子未處理區

A B A B

調查日期
10/30* 3.67% 5 株 /24 畦** 39.80% 12 株 /4 畦**

11/17*** 7% 0.97% 95% 4.55%

A：未施用殺菌劑之田區；B：施用殺菌劑之田區
* 萎凋株率
** 因萎凋株數極少，計算全區的萎凋株數
*** 採收後莖桿罹病株率

結　　論

胡麻炭腐病是胡麻生產極大的限制因子，其發生常因氣候、田區環境及種子來源而有差

異，綜合田間觀察及各項試驗結果，並以臺灣目前胡麻的耕作模式進行分析，胡麻炭腐病在

臺灣的病害環如圖 9，而種子帶菌檢測結果發現，半數以上的檢測樣品均有帶菌，因此針對

此病害擬定的防治策略為以藥劑或木黴菌處理種子以降低苗期發病及感染源，在中耕後再輔

以 1 至 2 次的預防性防治，經田間試驗結果驗證，可有效降低此病害的發生。 

圖 9. 胡麻炭腐病病害環

Fig. 9. Sesame charcoal rot disease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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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arcoal rot disease of Sesame1

Wu, Y. F., G. C. Lin, Y. H. Wu and A. H. Cheng2

Abstract
Sesame charcoal rot disease is caused by Macrophomina phaseolina, frequently leading 

significant yield losses in field. The mycelia of the pathogen grew rapidly at 30-35ºC. The results of 
chemicals screening showed that Tridemorph, Metiram and Chlorothalonil had high inhibition rate 
on mycelium growth. More than half of the seed samples were detected carrying Macrophomina 
phaseolina. Seed carrying this pathogen is supposed to be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infection in 
the field.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 of the field situation, experiment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farming mode of sesame in Taiwan suggested that inoculums of this 
disease are largely from seeds and disease seedlings. The disease severity in seedling-stage could 
be effectively inhibited by seeds treated with chemicals or Trichoderma fungus as biocontrol agent 
to reduce the inoculums source. Additionally 1-2 times of preventive control as supplemen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isease severity of charcoal rot disease of sesame.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Fungicides applied by farmers to control charcoal rot may not be effective due to the incorrect 
application timing or fungicides.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y was formulated to prevent and control charcoal rot by seed 
treatment in combination with appropriate chemical application in field.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Through prop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the amount of fungicides can be reduced and 
the losses caused by this disease can also be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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