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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番茄優良育苗場認證  
制度

7月14日辦理「建構優良番茄育苗
場座談會」，完成修正「優良番茄育苗

場育苗繁殖作業標準」及相關文件。實

地檢視4家育苗場基本設施，其共通問
題包括：生產資材的存放管理、種苗生

產區衞生管理、場區內的通風設計、生

產流程控管、病蟲害防治技術等。將中

興大學建置完成的生產流程管理系統及

農試所的ICT系統導入育家及上盛育苗
場進行測試，收集相關數據包括生理參

數、病蟲害資料等。育苗場內害蟲以粉

蝨為主，以門邊及門的對向密度最高，

將來可針對這個特性進行改善及預防措

施。裝設風扇改善通風可降低細菌性斑

點病的發生，取樣種子並未檢出細菌性

斑點病。參考國際規範及檢測標準，配

合臺灣種苗業者的現況，撰寫完成「番

茄健康種苗生產驗證規範」草案。

研究 室

植物保護

↑於朴子分場進行育苗業者座談會

↓育苗場監測害蟲及調查生理參數，並運用 
條碼進行生產流程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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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區關鍵有害生物防疫技

術之研發與應用

一、馬鈴薯瘡痂病生態調查

拮抗菌防治馬鈴薯瘡痂病盆栽試

驗，各處理間瘡痂病罹病度如下：不接

菌負對照組0%；接菌正對照87.5%；拮
抗細菌B300為29.17%；拮抗細菌B303
為100%；拮抗細菌B307為41.67%；拮
抗木黴菌Fu374為41.67%。顯示拮抗細
菌芽孢桿菌B300效果較好，唯收成薯
量偏低，每組處理僅約2∼5粒。

二、水稻葉鞘腐敗病之綜合防治

從一期作與二期作田間水稻植株上

之葉鞘腐敗病病斑分離病原菌，除分離

到Sarocladium oryzae外，亦共同分離到
Fusarium spp.，且經病原性測定後均具
有致病性。利用培養基初步篩選防治藥

劑，以貝芬同、免賴得、甲基多保淨、

菲克利等4種藥劑之抑制率超過90%。

三、草蛉防治銀葉粉蝨評估

於設施番茄園內進行試驗，在停用

化學農藥防治後開始施放草蛉卵，連續

施放14週。設施內對照組及處理組的
銀葉粉蝨密度於草蛉施放後6週內均呈
現低密度，黏紙調查

成蟲數皆在個位數以

下。第7至10週時開
始呈現變化，對照區

之成蟲數呈現劇烈變

動，而草蛉施放區為

緩慢上升，期間連續

4週葉片上幼蟲數量

皆以對照區顯著大於試驗區。11週後兩
區之粉蝨密度皆急速攀升，成、幼蟲數

量於兩區內未有顯著差異。

臺南區重要作物綜合管理  
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一、設施蘆筍小型害蟲防治研究

非化學農藥資材對於設施蘆筍蔥

薊馬的防治效力探討，以苦楝油稀釋

100倍、菸草浸液稀釋50倍+礦物油稀
釋300倍之死亡率較高，分別為93%及
75%。單獨施用菸草浸液稀釋50倍時，
死亡率僅約20%。

以培養皿進行水稻葉鞘腐敗病之防治藥劑篩選

表一、葉片採樣調查之銀葉粉蝨幼蟲數量

銀葉粉蝨成蟲數 (mean±SD)
P

草蛉施放區 對照區

7th week 0.3±1.6 2.0± 4.1 0.019*

8th week 0.2±0.6 3.7±12.4 0.013*

9th week 0.8±0.5 2.3± 7.0 0.0002*

10th week 0.2±0.7 3.8± 9.6 0.0007*



36

二、設施栽培彩色甜椒整合防治
管理

側多食細蟎為甜椒上之重要害蟎，

主要危害取食新葉，造成新葉皺縮，嚴

重時導致植株生長不良。本年度於嘉義

縣布袋鎮設施栽培 (2.14分地) 內，進行
非化學農藥資材防治甜椒細蟎試驗。2
種處理分別為可濕性硫磺粉與窄域油，

均稀釋500倍，對照組為完全不噴施。
第一次施藥後7日調查新葉上細蟎數，
並換算防治率，可濕性硫磺粉與窄域油

之防治率分別為57.4%與-42.1% (無防
治效果)。第二次施藥後7日防治率分別
為54.8%與37.2%。

大豆重要病蟲害防治技術  
開發及安全生產體系

豆花薊馬 (Megalurothrips usitatus)
為臺灣大豆、紅豆與花生等豆科作物之

重要危害薊馬，為提供慣行、有機與友

善農法防治用藥之建議，以浸葉餵食法

測試16種殺蟲劑，以及9種安全性植物
保護資材，另以噴藥塔法測試8種安全
性植物保護資材對豆花薊馬成蟲之毒

效，殺蟲劑篩選結果以「1.92%因滅汀
乳劑1500倍」、「40.8%陶斯松乳劑
1000倍」、「2%阿巴汀乳劑2000倍」
及「11.7%賜諾特水懸劑2000倍」對豆

表二、非化學農藥資材對蘆筍蔥薊馬防治試驗結果

資材 稀釋倍數
48hr死亡蟲數
(mean±SD)

48hr防治率
(%)

苦楝油 100X 28.1±2.3 a 93.1
農皂 100X 15.3±2.3 bcd 48.0
無患子乳劑 200X 16.1±7.0 bc 51.0
6%苦蔘鹼溶液 1000X 3.9±1.3 e 7.9
99%礦物油乳劑 200X 18.7±8.5 b 60.0
99%礦物油乳劑 300X 2.5±0.6 e 2.7
菸草粉萃取液 50X 6.6±1.0 de 17.3
菸草粉萃取液+礦物油乳劑 50X+300X 22.8±2.3 ab 74.4
對照 (水) - 1.7±2.2 e

表三、非化學農藥資材對甜椒細蟎防治試驗結果

處理方式

蟎數/葉 防治率 (%)

CK
可濕性

硫磺粉
窄域油 CK

可濕性

硫磺粉
窄域油

第一次施藥前 8.48a 1.88a 0.45a - - -
第二次施藥前 3.98b 0.38a 0.3 a - 57.3 -42.1
第二次施藥後7日 0.75ab 0.08a 0.03a - 54.8 37.2

*：同一列資料不同字母表示達顯著性差異 (P<0.1)



作
物
環
境
課

37

年報

花薊馬的毒效最佳，處理後48小時的死
亡率達95–98.3%，但其中僅因滅汀及
賜諾特為大豆登記藥劑；安全性植物保

護資材篩選結果，以金桔力 (橘子皮油
劑) 對豆花薊馬的毒效最佳，處理後48
小時的死亡率達75%。另以花生醋液、
菱角醋液、金桔力油劑、大蒜萃取液及

賜諾特藥劑進行防治豆花薊馬盆栽試

驗，結果顯示，賜諾特藥劑效果最佳，

防治率達100%，大蒜萃取液次之，最
佳防治率達75%，而金桔力 (橘子皮油

劑) 最佳防治率僅16.7%，花生醋液及
菱角醋液則無防治效果。

安全性植物保護資材於蓮病

蟲害防治應用技術之建立

為探討不同安全性植物保護資材應

用於小黃薊馬及蓮莖腐病之防治效果，

選取25倍、50倍、100倍之菸草浸液、
4.5%印楝素乳劑、95%苦楝油、無患子
乳劑，以噴藥塔定量噴灑藥液，測試資

材對蓮葉上小黃薊馬若蟲之防治效力，

表四、噴藥塔測試安全性植物保護資材對豆花薊馬之防治效力

保護資材 稀釋倍數
豆花薊馬死亡率(%)

6小時 24小時 48小時
金桔力 200 3.3±0.0 a 28.3±8.3 a 75.0±2.9 a
苦蔘鹼 1500 5.0±0.0 a 8.3±1.7 b 15.0±2.9 b
大蒜萃取液 40 0.0±0.0 a 0.0±0.0 c 0.0±0.0 c
菱角醋液 1000 0.0±0.0 a 0.0±0.0 c 1.7±1.7 c
花生醋液 1000 0.0±0.0 a 0.0±0.0 c 1.7±1.7 c
對照組 0.0±0.0 a 0.0±0.0 c 0.0±0.0 c

表五、各種資材對豆花薊馬防治效力盆栽試驗結果

處理
稀釋

倍數

處理前

蟲數

第1次
施藥後3天

第2次
施藥後3天

第3次
施藥後3天

第4次
施藥後3天

平均

蟲數

(隻/株)

平均

蟲數

(隻/株)

防治

率

(%)

平均

蟲數

(隻/株)

防治

率

(%)

平均

蟲數

(隻/株)

防治

率

(%)

平均

蟲數

(隻/株)

防治

率

(%)
花生醋液 100 0.4 a 0.5 a ─ 3.3 a ─ 2.2 a ─ 3.4 a ─

菱角醋液 1000 0.2 a 0.5 a ─ 3.3 a ─ 2.1 a ─ 1.8 ab ─

金桔力 200 0.2 a 0.4 a ─ 1.2 b ─ 0.4 b 16.7 0.3 c ─

大蒜萃取液 40 0.5 a 0.5 a 16.7 0.8 b 27.3 0.3 b 75.0 0.4 c 33.3
賜諾特 2000 0.3 a 0.0 a 100.0 0.3 b 45.5 0.2 b 38.9 0.0 c 100.0
對照組 0.5 a 0.6 a 1.1 b 1.2 ab 0.6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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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菸草浸液之防治率隨濃度提升

而增加，三種濃度菸草浸液在施用24小
時後，皆達到95%以上之防治率，50倍
及25倍濃度於施用後48小時，可達99%
以上防治率。4.5%印楝素乳劑、95%
苦楝油及無患子乳劑之防治率皆未達

50%。蓮莖腐病預防試驗：於蓮苗種植
前以矽酸鉀溶液2000倍浸泡20分鐘，
種植後每隔一週以同樣倍數噴施葉面 
(加2000倍展著劑CS-7, Triton)，連續2
週，結果顯示經2000倍矽酸鉀溶液處理
之植株罹病度平均為25.08%，極顯著
低於罹病度100%之對照組。

胡麻病蟲害健康管理模式

以克凡派、畢芬寧及阿巴汀三種

藥劑防治田間胡麻細蟎，結果以克凡派

最好，可達50.0%，畢芬寧則無防治效
果。胡麻種子以75%四氯異苯腈可濕性
粉劑0.2% (相對種子重量) 處理效果最
佳，發芽率達99.0%，罹病率為0%。
胡麻經木黴菌處理種子或溝灌均能降低

炭腐病的罹病率，且種子粉衣木黴菌加

上溝灌木黴菌，可提升對炭腐病之防治

效果。田間綜合防治試驗：使用三次化

學藥劑之處理組，其白粉病罹病度為

22.5∼22.8%，經化學藥劑及木黴菌處
理之炭腐病罹病株率在1.3∼1.59%之
間。整體夜蛾類為害葉率為4.55%。細
蟎危害株率為18.0%，僅新葉受害輕微
且已近採收期，影響不大，並於11月8
日在臺南市西港鄉召開胡麻整合性管理

田間觀摩會。

外銷作物非疫生產地管理  
制度之評估與建立

於設施番茄園內 (32網目) 以黃色黏

小黃薊馬嚴重危害蓮葉

←11月8日於臺南市西港鄉試驗田召開 
胡麻整合性管理觀摩會

↓參與農民發問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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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甲基丁香油及克蠅等

誘引資材全年調查瓜實蠅與

東方果實蠅發生情形，結果在設

施內無誘集到任何成蟲。於27℃生長箱
環境下之飼養籠內進行瓜實蠅寄主偏好

試驗，處理組包括A：花胡瓜3條。B：
花胡瓜3條、玉女番茄綠色10個 (有萼片
與無萼片各5個)、紅色番茄10個 (有萼
片與無萼片各5個)。C：玉女番茄綠色
10個 (有萼片與無萼片各5個) 與紅色番
茄10個 (有萼片與無萼片各5個)。於雌
蟲產卵3日後開始觀察果實，結果發現
蟲卵可於花胡瓜、紅色番茄及無萼片之

綠色番茄孵化並發育至成蟲，然而雌成

蟲不產卵於有萼片之綠色番茄。

建構雲嘉南地區供應校園  
午餐蔬果之源頭安全生產  
體系

本年度輔導半結球萵苣、蕹菜及秋

葵農民共計10戶。田間調查蕹菜病蟲害
少，尤其是設施栽培內，相對使用藥劑

少。半結球萵苣使用之藥劑量較多，可

再加強輔導減少其使用量。秋葵為連續

採收作物，應特別小心農藥殘留，從初

步檢驗之殘留量結果來看，只要慎選用

藥、注意安全採收期及殘留量，應可達

到安全生產標準。編製7份用藥表單供
農民安全用藥參考。本年度總計採樣輔

導農民之農產品13件，僅1件不合格，
合格率達92.3%，不合格案件為半結球
萵苣上第滅寧超量，經輔導後再進行抽

驗，結果合格。本年度配合辦理安全用

藥講習會3場，共計282人。

農作物病蟲害診斷諮詢及  
用藥安全宣導

本年度作物病蟲害診斷及處方服

務共計1,482件。會同辦理病蟲害防治
及安全用藥講習會105場，參與農友共
9,284人次；彙整70種農作物病蟲害登
記用藥資訊，供農友查閱及下載。11月
8日於臺南市西港鄉召開胡麻整合性管
理田間觀摩會，參加人數達90人。

加強病蟲害監測及預警系統

作物特定疫病蟲害監測及通報作

業，包括7種作物病蟲害，監測調查共
計280次；發布新聞稿15則，提醒農民
注意病蟲害防治；辦理外來檢疫性害蟲

偵測，針對地中海果實蠅、蘋果蠹蛾及

其他檢疫性果實蠅類，轄區內設置20個
監測站，每15天調查一次並通報疫情系
統，截至目前無發現外來檢疫性害蟲。

於飼養籠內進

行瓜實蠅對寄

主之偏好測試

A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