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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年度共調查41個樣點，其中僅有1處位於嘉義縣水上鄉南鄉村為入侵紅火

蟻。入侵紅火蟻仍分布在嘉義市鹿寮里、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富收村、金蘭村、

裕民村、龍門村、同仁村、隆興村、義仁村、鹽館村、水上鄉三界村、國姓村、

南鄉村、番路鄉內甕村及台南縣白河鎮內角里。在6個入侵紅火蟻長期監測站均

能捕捉到入侵紅火蟻，從4月的採樣，全部昆蟲共2,214隻，其中彈尾目最多，佔

76.6％。其次為膜翅目，佔17.9％。雙翅目、蜚蠊目及纓翅目最少，合計佔0.5

％。於溫室以聖誕紅大量繁殖自官田及新港番茄園採回之銀葉粉蝨，以番茄上防

治銀葉粉蝨藥劑10.4％貝賽益達胺水懸劑2000倍及20％亞滅培可溶性粉劑4000

倍進行抗藥性試驗。官田鄉：以貝賽益達胺處理銀葉粉蝨成蟲之死亡率為88.9

％，若蟲之死亡率為86.7％。以亞滅培處理，成蟲之死亡率為91.1％，若蟲之死

亡率為91.1％。新港鄉：以貝賽益達胺處理銀葉粉蝨成蟲之死亡率為78.9％，若

蟲之死亡率為85.6。以亞滅培處理，成蟲之死亡率為95.5％，若蟲之死亡率為88.9

％。選取A1、F256及F295三個白殭菌菌株，於嘉義縣中埔鄉進行田間防治入侵紅

火蟻蟻巢。防除前各蟻巢的活動級數均為1，經灌注四週後，三個處理組的平均

活動級數降至2.2-2.4，各處理間無差異，而對照組之平均活動級數仍維持在

1.4，且與處理組有顯著差異。新增的蟻丘以對照組最多，達9個，其次為F295

之7個，而以F256之3個為最少。雖然灌注白殭菌並不能完全將入侵紅火蟻蟻巢消

滅，但是具有間接抑制入侵紅火蟻擴散的效果。以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提供之12

個白殭菌菌株，對銀葉粉蝨若蟲進行致病性測試。其中以A1之致死率最高，達57

％，其次為F242之53％，以F121最低，僅7％。所有菌株對銀葉粉蝨若蟲之致死

率均未超過60％。將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提供之光桿菌(Photorhabdus 

luminescens)、枯草桿菌(Bacillus subtilis)及澱粉液化芽胞桿菌(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等檬果炭疽病拮抗菌製劑，稀釋150及300倍，處理後第6天，

僅枯草桿菌300倍之罹病度4.3低於對照組之4.7，其餘處理之罹病度均高於對照

組。柑桔窄胸天牛化學防治藥劑防治試驗，供試藥劑稀釋100倍時以亞滅寧、加

保扶及賽洛寧對初齡幼蟲防治率達100％最佳，加保利76.67％最差 ，約1500倍

時以加保扶95.0％之防治率最佳，而以加保利之54.2％之防治率最差，在土面撒

粒劑，進行土中幼蟲防治效果之室內試驗，其中芬滅松、加保扶及托福松粒劑的

防治效果均相近，防治率有60％左右，而以氰氮化鈣(黑肥)的防治較差，防治率

為33％，各供試藥劑對卵的防治效果並不理想。抽驗種子公司市售之番茄種子共

計檢測21批種子，感(污)染番茄捲葉病毒（TYLCV）0.9％，番茄嵌紋病毒（ToMV）

為0.8％，胡瓜嵌紋病毒（CMV）為0.5％，馬鈴薯Y病毒(PVY)為0.2％，並無檢測

到番茄斑點萎凋病(TSWV)。環控設施下文心蘭常見的有害動物有蝸牛、蛞蝓、蜘

蛛、蟎類及野鼠等，昆蟲有跳蟲、蚜蟲、粉介殼蟲、斜紋夜盜蟲、粉蝨及螞蟻等



危害。95年進行蟲害相調查，切花部僅1月發現1株有肉食性蜘蛛，地下部跳蟲及

蟎類1月發生株率為60％，2月發生株率為43.3％，3月發生株率為36.7％，4月因

更新為木塊介質發生株率降為0％，5月發生株率為6.7％，危害度輕微。95年軟

腐病之發生株數較94年同期大幅降低。以濾紙圓盤頂層培養基擴散法測試市面上

之多種農藥，結果顯示，20％歐索林酸可濕性粉劑1000倍及68.8％多保鏈黴素可

濕性粉劑1000倍處理之抑制圈分別為2.17及1.53cm(濾紙直徑0.8cm)。將藥劑與

病原細菌懸浮液混合後培養， 20％歐索林酸可濕性粉劑1000倍的抑菌率達100

％，混合培養5小時後， 85％鹼性氯氧化銅可濕性粉劑300倍、68.8％多保鏈黴

素可濕性粉劑1000倍、10％鏈四環黴素可溶性粉劑1000倍及81.3％嘉賜銅可濕性

粉劑1000倍的抑菌率亦可達100％，培養24小時後，除40％銅快得寧可濕性粉劑

500倍、35％護粒丹可濕性粉劑1000倍、10％維利黴素溶液600倍及72％波爾多可

濕性粉劑400倍之外，其他供試藥劑均可達100％的抑菌效果。2005年6月至9月南

部地區連續遇到三個颱風及豪雨重創，木瓜黑腐病在南部地區木瓜栽培區快速蔓

延。本研究室於2006年元月起分別由台南縣玉井鄉、大內鄉、嘉義縣中埔鄉及雲

林縣林內鄉木瓜栽培區採集罹病葉、莖及果實，共分離純化得15個病原細菌菌

株。噴霧接種於不同木瓜品種(系)，台農1號、台農2號及代號17及28者罹病級數

較低。利用濾紙圓盤法及液體培養法於實驗室中進行藥劑篩選，結果顯示抑菌效

果以85％鹼性氯氧化銅可濕性粉劑、20％歐索林酸可濕性粉劑、68.8％多保鏈黴

素可濕性粉劑及10％鏈四環黴素可溶性粉劑較佳。以噴霧接種於木幼苗後施藥，

初步結果顯示，第三次施藥後18天，20％歐索林酸可濕性粉劑1000倍稀釋液、10

％鏈四環黴素可溶性粉劑1000倍稀釋液及81.3％嘉賜銅可濕性粉劑1000倍稀釋

液處理的罹病度較無藥劑處理為低達顯著性差異，但歐索林酸可濕性粉劑1000

倍稀釋液噴施於木瓜苗有藥害現象。針刺接種後施藥則供試藥劑均無防治效果。

95年度洋香瓜安全生產體系試驗田設置於台南縣新化鎮台南場本場，供試品種為

藍寶石2號，處理別為接種內生菌根菌與對照無任何處理。種植前土壤肥力分析

pH值為7.38，EC(1:5)值為0.16，整地時施用有機堆肥(12500kg/ha)及43號複合

肥料(800kg/ha)，每株留2蔓2-3果，留果後穴施兩次複合肥料500倍稀釋液。在

病蟲害防治上，母蔓摘心時需避免罹病毒株造成機械傳播。生育初期加強白粉

病、銀葉粉蝨防治，以亞磷酸提高植株對露菌病的抵抗性，結果期注意甜菜夜蛾、

蔓枯病防治，及瓜實蠅的誘殺。生育期間共計施藥10次，接種內生菌根菌處理區

及無任何處理之對照區，公頃產量分別為13,450公斤及14,150公斤，甜度

13-16Brix，處理間無差異。火龍果針刺後接種腐黴菌菌絲塊(直徑0.5公分)，噴

施81.3％嘉賜銅混合可濕性粉劑1000倍或53％腐絕快得寧混合可濕性粉劑1000

倍或72％波爾多可濕性粉劑400倍及76.5％銅滅達樂混合可濕性粉劑1200倍等防

治藥劑，4天後以76.5％銅滅達樂混合可濕性粉劑1200倍及53％腐絕快得寧混合

可濕性粉劑1000倍對火龍果莖腐病病斑之進展抑制性較佳。病原菌對紅豆、毛

豆、黃金葛及蝴蝶蘭無病原性，對甘藍及大花犀角病原性弱，西瓜、瓠瓜、南瓜、

三角柱仙人掌及紅肉火龍果病原性強。建構了西瓜銀斑病毒 WSMoV的複製酶保留



性區域之可轉譯性、非轉譯性與雙股之不同構築。並以農桿菌感染的方式將所構

築之基因片段導入煙草 (Nicotiana benthamiana) 、番茄及洋香瓜中，以期獲

得具廣泛抗性之轉基因植物。所育成之轉基因煙草於溫室條件下評估其抗性表

現。將洋香瓜的西瓜銀斑病毒（WSMoV）之L RNA上具有高保留性的區域轉殖到煙

草，轉殖後150個品系之煙草已完成抗性分析，共有4品系抗五種番茄斑萎病毒。

將洋香瓜的西瓜銀斑病毒（WSMoV）之L RNA上具有高保留性的區域轉殖到番茄，

番茄接種WSMoV、TSWV及GRSV，目前已篩得16個抗WSMoV及TSWV，9個品系抗三種

病毒之番茄植株。 偵測內外銷市售種子80批帶菌22批，比率為27.5％。研擬出

種子帶菌檢查之標準流程，利用種子帶菌回收及增量培養方法及1.種子漂洗法或

2.液體培養法或3.種子培養法再以ELISA確定其是否為黑腐病菌。94及95年防檢

局將楊桃細菌性斑點病防治費用列入計畫補助，台南縣政府、楠西鄉農會及本場

全力宣導，與罹病園區農友進行協商，但並未獲得農友的配合，對罹病株進行適

當的處理。目前細菌性斑點病已隨風雨飛散，在楠西地區慢慢蔓延開來，本計畫

截至95年共計監測460個偵測點。其中至少有25個楊桃園區罹患此病害，使建立

非疫區的工作受到嚴重的考驗，故欲建立及維持疫病蟲害非疫區，除需有建全的

規劃與技術外，更仰賴農民的全力配合才能達成。作物病蟲害診斷及處方服務：

1至12月共計1240件。疫情監測及通報：共同監測包括16個鄉鎮19種作物病蟲害，

本年度共計通報38次。發佈24件新聞稿提醒農民注意病蟲害防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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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個監測站，針對檬果果實蠅於台南縣及嘉義縣設置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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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LISA檢驗轄區蝴蝶蘭園3409株樣品，其

中感染CyMV者740株，ORSV者343株，複合感染者230株。吉園圃產銷班至12月止，

轄區內共計498班，較94年度成長19班。農作物安全用藥至12月止輔導8797人次。

完成牛蒡白粉病3種藥劑，胡蘿蔔白粉病3種藥劑，牛蒡之夜盜蟲類(斜紋夜蛾、

甜菜夜蛾、番茄夜蛾) 3種藥劑、茼蒿4種藥劑、胡蘿蔔4種藥劑、菠菜之夜盜蟲

類4種藥劑擴大使用範圍防治試驗、番茄根瘤線蟲、洋香瓜蔓枯病、番茄銀葉粉

蝨2種藥劑、毛豆之銀葉粉蝨3種藥劑、毛豆之甜菜夜蛾、十字花科黃條葉蚤2種

藥劑、結球萵苣之番茄斑潛蠅、胡瓜棉蚜、洋香瓜棉蚜、木瓜神澤氏葉蟎、荔枝

細蛾及檬果葉蟬 (褐葉蟬、綠葉蟬)等藥劑防治試驗。    

▲入侵紅火蟻快速鑑定技術應用於分布監測調查工作 
本年度共調查41個樣點，其中僅有1處為入侵紅火蟻，位於嘉義縣水上鄉

南鄉村，其他均為熱帶火蟻。從目前的調查資料顯示，入侵紅火蟻仍分布在嘉義

市鹿寮里、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富收村、金蘭村、裕民村、龍門村、同仁村、

隆興村、義仁村、鹽館村、水上鄉三界村、國姓村、南鄉村、番路鄉內甕村及台

南縣白河鎮內角里。 在6個入侵紅火蟻長期監測站均能捕捉到入侵紅火蟻，而

從4月的採樣資料中，昆蟲共2,214隻，其中彈尾目最多，佔76.6％。其次為

膜翅目，佔17.9％。雙翅目、蜚蠊目及纓翅目最少，合計佔0.5％。  



▲雲嘉南地區銀葉粉蝨抗藥性調查 

於溫室以聖誕紅大量繁殖自官田及新港番茄園採回之銀葉粉蝨。以番茄上

防治銀葉粉蝨藥劑10.4％貝賽益達胺水懸劑2000倍及20％亞滅培可溶性粉劑

4000倍進行試驗。官田鄉：以貝賽益達胺處理銀葉粉蝨成蟲之死亡率為88.9％，

若蟲之死亡率為86.7％。以亞滅培處理，成蟲之死亡率為91.1％，若蟲之死亡

率為91.1％。新港鄉：以貝賽益達胺處理銀葉粉蝨成蟲之死亡率為78.9％，若

蟲之死亡率為85.6。以亞滅培處理，成蟲之死亡率為95.5％，若蟲之死亡率為

88.9％。 

▲不同白殭菌菌㈱對入侵紅火蟻之防治試驗 

選取A1、F256及F295三個白殭菌菌株，於嘉義縣中埔鄉進行田間防治入

侵紅火蟻蟻巢。防除前各蟻巢的活動級數均為1，經灌注四週後，從表一可以

看出，三個處理組的平均活動級數降至2.2-2.4，各處理間無差異，而對照組

之平均活動級數仍維持在1.4，且與處理組有顯著差異。新增的蟻丘以對照組

最多，達9個，其次為F295之7個，而以F256之3個為最少。由結果推論，

雖然灌注白殭菌並不能完全將入侵紅火蟻蟻巢消滅，但是具有間接抑制入侵紅

火蟻擴散的效果，因為入侵紅火蟻多蟻后之族群主要擴散方式為，從主蟻巢向

外建立衛星蟻巢，逐步向外延伸。因此如能降低蟻巢內之族群數量，亦可減緩

其向外擴散建立新巢。 

▲不同白殭菌菌㈱對銀葉粉蝨致病性之試驗 
以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提供之 12 個白殭菌菌株，對銀葉粉蝨若蟲進行致病

性測試。將含有銀葉粉蝨若蟲 30 隻之聖誕紅葉子浸漬於濃度為每毫升 3×107菌
數之白殭菌菌液中 10 秒，將處理過之葉子置於塑膠盒中，於葉柄包覆棉花並提

供水分，防止其乾枯。一星期後，鏡檢銀葉粉蝨若蟲有無被感染而產孢。其中以

A1之致死率最高，達57％，其次為F242之53％，以F121最低，僅有7％。所

有菌株對銀葉粉蝨若蟲之致死率均未超過60％。 

▲開發芒果儲藏性病害炭疽病之微生物殺菌劑 
將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提供之光桿菌(Photorhabdus luminescens)、枯草

桿菌(Bacillus subtilis)及澱粉液化芽胞桿菌(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等檬果炭疽病拮抗菌製劑，稀釋150及300倍，浸漬市售愛文芒果60粒5分鐘，

處理後第6天，僅枯草桿菌300倍之罹病度4.3低於對照組之4.7，其餘處理之

罹病度均高於對照組，澱粉液化芽胞桿菌300倍之罹病度為9.0。 

▲柑桔窄胸天牛之管制及防治技術之研發 
探討不同化學防治藥劑對卵、幼蟲之防治效果，結果供試藥劑 100 倍時以

亞滅寧、加保扶及賽洛寧對初齡幼蟲防治率達 100％最佳，加保利 76.67％最差 ，
約 1500倍時以加保扶 95.0％之防治率最佳，而以加保利之 54.2％之防治率最差，
在土面撒粒劑，進行土中幼蟲防治效果之室內試驗其中以芬滅松、加保扶及托福

松粒劑的防治效果均相近，防治率有 60％左右，而以氰氮化鈣(黑肥)的防治較
差，防治率為 33％ ，各供試藥劑對卵的防治效果並不理想。 



▲番茄無病毒種子種苗驗證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抽驗種子公司市售之番茄種子共計檢測21批種子，感(污)染番茄捲葉病毒

（TYLCV）0.9％，番茄嵌紋病毒（ToMV）為0.8％，胡瓜嵌紋病毒（CMV）為0.5

％，馬鈴薯Y病毒(PVY)為0.2％，並無檢測到番茄斑點萎凋病(TSWV) 

▲文心蘭病蟲害管理模式之建立 
環控設施下文心蘭常見的有害動物有蝸牛、蛞蝓、蜘蛛、蟎類及野鼠等，

昆蟲有跳蟲、蚜蟲、粉介殼蟲、斜紋夜盜蟲、粉蝨及螞蟻等危害。95年進行蟲

害相調查，切花部僅1月發現1株有肉食性蜘蛛，地下部跳蟲及蟎類1月發生株

率為60％，2月發生株率為43.3％，3月發生株率為36.7％，4月因更新為木塊

介質發生株率降為0％，5月發生株率為6.7％，危害度輕微。因為94年10月

起以臭氧處理灌溉水，95年軟腐病之發生株數較94年同期大幅降低。以濾紙圓

盤頂層培養基擴散法測試市面上之多種農藥，結果顯示，20％歐索林酸可濕性粉

劑1000倍及68.8％多保鏈黴素可濕性粉劑1000倍處理之抑制圈分別為2.17及

1.53cm(濾紙直徑0.8cm)。將藥劑與病原細菌懸浮液混合後培養， 20％歐索林

酸可濕性粉劑1000倍的抑菌率達100％，混合培養5小時後， 85％鹼性氯氧化

銅可濕性粉劑300倍、68.8％多保鏈黴素可濕性粉劑1000倍、10％鏈四環黴素

可溶性粉劑1000倍及81.3％嘉賜銅可濕性粉劑1000倍的抑菌率亦可達100％，

培養24小時後，除40％銅快得寧可濕性粉劑500倍、35％護粒丹可濕性粉劑1000

倍、10％維利黴素溶液600倍及72％波爾多可濕性粉劑400倍之外，其他供試

藥劑均可達100％的抑菌效果，至於田間防治效果則尚待進一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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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黑腐病防治研究 
    由Erwinia sp.引起之木瓜黑腐病，在台灣於1979年春，台東地區首次發

現。2005年6月至9月南部地區連續遇到三個颱風及豪雨重創，使沉寂多年的

木瓜黑腐病由屏東縣新埤地區爆發後，在南部地區木瓜栽培區快速蔓延。本研究

室於2006年元月起分別由台南縣玉井鄉、大內鄉、嘉義縣中埔鄉及雲林縣林內

鄉木瓜栽培區採集罹病葉、莖及果實，共分離純化得15個病原細菌菌株。田間

觀察，罹病植株葉片黃化後落葉，黃化葉柄橫切面可見褐化維管束，有菌泥泌出；

病原細菌可於莖部維管束上、下蔓延，造成更多黃化落葉、株心黑腐及果梗腐爛

落果。病原細菌於NA培養基上呈現乳白色菌落，菸草葉肉接種24小時後呈現過



敏性反應。將病原細菌調製成108cfu/ml之細菌懸浮液，均勻噴霧於木瓜株苗，

接種後3-4天植株葉背即出現水浸狀斑點，斑點漸擴大、癒合，葉片捲曲、下垂、

萎凋。病原細菌由莖部維管束往上蔓延至株心部，呈現水浸狀後變黑進而壞死，

亦往下蔓延至地際部及根部。噴霧接種於不同木瓜品種(系)，接種後40天調查

結果顯示台農1號、台農2號及代號17及28者罹病級數較低。利用濾紙圓盤法

及液體培養法於實驗室中進行藥劑篩選，結果顯示抑菌效果以85％鹼性氯氧化

銅可濕性粉劑、20％歐索林酸可濕性粉劑、68.8％多保鏈黴素可濕性粉劑及10

％鏈四環黴素可溶性粉劑較佳。以噴霧接種於木幼苗後施藥，初步結果顯示，第

三次施藥後18天，20％歐索林酸可濕性粉劑1000倍稀釋液、10％鏈四環黴素可

溶性粉劑1000倍稀釋液及81.3％嘉賜銅可濕性粉劑1000倍稀釋液處理的罹病

度較無藥劑處理為低達顯著性差異，但歐索林酸可濕性粉劑1000倍稀釋液噴施

於木瓜苗有藥害現象。針刺接種後施藥則供試藥劑均無防治效果。 

▲建構洋香瓜安全生產體系 
95年度洋香瓜安全生產體系試驗田設置於台南縣新化鎮台南場本場，供試

品種為藍寶石2號，95年10月18日育苗，處理別為接種內生菌根菌與對照無

任何處理。種植前土壤肥力分析pH值為7.38，EC(1:5)值為0.16，整地時施用

有機堆肥(12500kg/ha)及43號複合肥料(800kg/ha)，11月2日定植，每株留2

蔓2-3果，留果後穴施兩次複合肥料500倍稀釋液。在病蟲害防治上，母蔓摘心

時需避免罹病毒株造成機械傳播。生育初期加強白粉病、銀葉粉蝨防治，以亞磷

酸提高植株對露菌病的抵抗性，結果期注意甜菜夜蛾、蔓枯病防治，及瓜實蠅的

誘殺。生育期間共計施藥10次，接種內生菌根菌處理區及無任何處理之對照區，

公頃產量分別為13,450公斤及14,150公斤，甜度13-16Brix，處理間無差異。 

▲火龍果莖腐病病害生態及防治研究 
火龍果針刺後接種腐黴菌菌絲塊(直徑0.5公分)，噴施81.3％嘉賜銅混合

可濕性粉劑1000倍或53％腐絕快得寧混合可濕性粉劑1000倍或72％波爾多可

濕性粉劑400倍及76.5％銅滅達樂混合可濕性粉劑1200倍等防治藥劑，4天後

以 76.5％銅滅達樂混合可濕性粉劑 1200 倍及 53％腐絕快得寧混合可濕性粉劑

1000 倍對火龍果莖腐病病斑之進展抑制性較佳。病原菌對紅豆、毛豆、黃金葛

及蝴蝶蘭無病原性，對甘藍及大花犀角病原性弱，西瓜、瓠瓜、南瓜、三角柱仙

人掌及紅肉火龍果病原性強。 

 
 

 不同藥劑對火龍果莖腐病之防治效果 



 

▲廣泛性抗多種番茄斑萎病毒屬病毒轉基因作物之開發 
建構了西瓜銀斑病毒 WSMoV 的複製酶保留性區域之可轉譯性、非轉譯性與

雙股之不同構築。並以農桿菌感染的方式將所構築之基因片段導入煙草 

(Nicotiana benthamiana) 、番茄及洋香瓜中，以期獲得具廣泛抗性之轉基因植

物。所育成之轉基因煙草於溫室條件下評估其抗性表現。將洋香瓜的西瓜銀斑病

毒（WSMoV）之L RNA上具有高保留性的區域轉殖到煙草，轉殖後150個品系之

煙草已完成抗性分析，共有4品系抗五種番茄斑萎病毒。將洋香瓜的西瓜銀斑病

毒（WSMoV）之L RNA上具有高保留性的區域轉殖到番茄，番茄接種WSMoV、TSWV

及GRSV，目前已篩得16個抗WSMoV及TSWV，9個品系抗三種病毒之番茄植株。  

 
基因轉殖番茄對WSMoV、TSWV及GRSV之抗性表現 

 

▲十字花科蔬菜黑腐病病原細菌血清偵測技術之研發 
偵測內外銷市售種子 80 批帶菌 22 批，比率為 27.5％。研擬出種子帶菌檢

查之標準流程，利用種子帶菌回收及增量培養方法及 1.種子漂洗法或 2.液體培

養法或3.種子培養法再以ELISA確定其是否為黑腐病菌。 

▲楊桃細菌性斑點病非疫區之建立 

台南縣楊桃栽培面積為665公頃，佔全省栽培面積的38.2﹪，主要分佈於

楠西鄉及玉井鄉。90年底於楠西地區楊桃園發現由病原細菌Pseudomonas 

syringae 所引起之細菌性斑點病，為避免本病害擴大蔓延至影響楠西地區楊桃

產業，本場會同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台南縣政府、楠西鄉農會於91年10月對罹

病園區所有植株進行強剪處理，將強剪後之罹病枝條及果實清除集中，以燒燬或

立即噴灑殺草劑去除感染源，並加強藥劑防治。9由於94年多個颱風來襲，至

當年底調查細菌性斑點病於楠西地區已擴散至22個園區。雖然94及95年防檢

局將防治費用列入計畫補助，台南縣政府、楠西鄉農會及本場全力宣導，與罹病

園區農友進行協商，但並未獲得農友的配合，對罹病株進行適當的處理。目前細

菌性斑點病已隨風雨飛散，在楠西地區慢慢蔓延開來，本計畫截至95年共計監

測460個偵測點。其中至少有25個楊桃園區罹患此病害，使建立非疫區的工作

受到嚴重的考驗，故欲建立及維持疫病蟲害非疫區，除需有建全的規劃與技術

對照植株      感病植株      轉殖植株 



外，更仰賴農民的全力配合才能達成。 

▲加強病蟲害監測及預警系統 

一、作物病蟲害診斷及處方服務：1至12月共計1240件。 

二、疫情監測及通報：共同監測包括16個鄉鎮19種作物病蟲害，本年度共計通

報38次。 

三、共發佈24件新聞稿提醒農民注意病蟲害防治。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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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個監測站，針對檬果果實蠅於台南縣及嘉義縣設置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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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世貿組織強化植物有害生物防範措施 

   以ELISA檢驗轄區蝴蝶蘭園3409株樣品，其中感染CyMV者740株，ORSV者

343株，複合感染者230株。 

▲農作物安全用藥及吉園圃產銷班之輔導 

吉園圃產銷班至12月止，轄區內共計498班，較94年度成長19班。農作物安

全用藥至12月止輔導8797人次。 

▲番茄根瘤線蟲藥劑防治試驗 
10％歐殺滅溶液 200倍對番茄根瘤線蟲之防治試驗結果顯示，最後收穫時，

供試藥劑 200倍或 300倍.等處理番茄田根瘤線蟲密度均與對照無施藥區達 1％極
顯著差異，收穫時番茄根部根瘤罹病程度，供試藥劑 200倍及對照藥劑與對照無
施藥區達 5％顯著差異。 

▲洋香瓜蔓枯病藥劑防治試驗 
50％三氟敏水分散性粒劑對洋香瓜蔓枯病防治試驗結果顯示，供試藥劑

3000倍或4000倍處理之洋香瓜蔓枯病罹病度與對照無施藥區達1％極顯著差異。 

11.3％保粒黴素水分散性粒劑(polyoxin D WG)對洋香瓜蔓枯病 (D. 
bryoniae)防治試驗結果顯示，供試藥劑1500倍或2000倍處理之洋香瓜蔓枯病罹

病度與對照無施藥區達1％極顯著差異。 

▲胡蘿蔔白粉病擴大使用範圍藥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50％克收欣水分散性粒劑3000倍、5％三泰隆可濕性粉劑2000倍

及18.6％賽福寧乳劑1000倍，田間試驗結果田間之藥效佳，全區各處理間植株

都無藥害之發生。 

▲牛蒡白粉病擴大使用範圍藥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11.76％芬瑞莫可濕性粉劑4000倍、5％三泰芬可濕性粉劑2000

倍及30％賽福座可濕性粉劑3000倍田間試驗結果田間之藥效尚佳，全區各處理

間植株都無藥害之發生。 

▲牛蒡之夜盜蟲類(斜紋夜蛾、甜菜夜蛾、番茄夜蛾（Spodoptera 



exigua）擴大使用範圍藥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4.95％芬普尼水懸劑 2000倍、10％克凡派水懸劑 1000倍、5％
克福隆乳劑 1000倍，田間試驗結果田間之藥效尚佳，全區各處理間植株都無
藥害之發生。 

▲茼蒿之夜盜蟲類(斜紋夜蛾、甜菜夜蛾、番茄夜蛾）擴大使用範圍

藥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4.95％芬普尼水懸劑 2000倍、19.7％得芬諾水懸劑 2000倍、10
％克凡派水懸劑 1000 倍、6.4％蘇力菌(32,000Iu/mg)水分散性粒 1000 倍，田
間試驗結果藥效甚佳，全區各處理間植株都無藥害之發生。 

▲胡蘿蔔之夜盜蟲類(斜紋夜蛾、甜菜夜蛾、番茄夜蛾）擴大使用範

圍藥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4.95％芬普尼水懸劑 2000倍、10％克凡派水懸劑 1000倍、2.8
％賽洛寧乳劑、10 ％蘇力菌水分散性粒劑 1000 倍，田間試驗結果藥效尚佳.
全區各處理間植株都無藥害之發生。 

▲菠菜之夜盜蟲類(斜紋夜蛾、甜菜夜蛾、番茄夜蛾）擴大使用範圍

藥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4.95％芬普尼水懸劑 2000 倍、10％克凡派水懸劑 1000 倍、5％
克福隆乳劑 1000倍、10.3％蘇力菌水分散性粒劑 1000倍，田間試驗結果藥效
尚佳。全區各處理間植株都無藥害之發生。 

▲番茄銀葉粉蝨藥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20％達特南 SG 2000倍與 3000倍第二次施藥後 14日調查，田間
防治效果甚佳，藥劑處理間無顯著差異，與不施藥差異顯著，施藥區植株青綠，

生育盎然，無施藥區葉片已黃化乾枯，有提早老化之現象。 

▲番茄銀葉粉蝨藥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40.4％CALYPSO (Thiacloprid)SC3300倍與 4000倍第二次施藥
後 7日調查，藥劑處理間無差異，田間防治效果不佳，與對照區之青綠比較則差
異顯著。供試藥劑處理葉片已黃化無枯，提早老化之現象，且田區白粉蝨漫天飛

揚，藥效不穩定。 

▲毛豆之銀葉粉蝨(Bemisia argentifolii Bellows & Perring)之藥

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0.5％可尼丁 Clothianidin G，在播種後畦上撒施 1次，經 14天
調查結果，較高劑量 9kg/分地，優於 6kg/分地，與對照藥劑 2 ％益達胺 G 6kg/
分地及連續噴 2次藥之 9.6％益達胺 SL 1500倍差異顯著，經 21天後調查粒劑
仍保有很好的殘效，尤其 0.5％可尼丁 G 9kg/分地表現優越，與 6kg/分地、2
％益達胺 G 6kg/分地差異顯著與對照藥劑 9.6％益達胺 SL 1500倍之間比較則
差異極顯著。 

▲毛豆之銀葉粉蝨(Bemisia argentifolii Bellows & Perring)之藥

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20％達特南 SG 2000倍與 3000倍第二次施藥後 7日，防治銀葉
粉蝨效果顯著，與對照藥劑 25％派滅淨 Pymetrozine WP 2000 倍之間差異不

顯著，第二次施藥後 14 日調查供試藥劑與對照藥劑差異顯著，達特南優於對
照藥劑，2000倍與 3000倍之間比較則無差異。 

▲毛豆之銀葉粉蝨(Bemisia argentifolii Bellows & Perring)之藥

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25％賽速安 Thiamethoxam SG以 2000倍第二次施藥後 7日及 14
日，防治銀葉粉蝨效果顯著，與對照藥劑 25％派滅淨Pymetrozine WP 2000

倍間差異不顯著，與不施藥處理差異顯著，田間防治效果 2000 倍較佳，3000
倍較不穩定。 

▲毛豆之甜菜夜蛾之藥劑防治試驗 
     毛豆播種發芽長出綠葉(約 2週)，以 10.3％蘇力菌WG 2000倍全園噴施一
次，第 4週始進行田間試驗,依田間試驗結果，供試藥劑 5％ 因滅汀 Emamectin 
benzoate SG 000倍與 4000倍第一次施藥後防治甜菜夜蛾效果效果顯著，第二
次施藥後防治率達 100％，施藥試區已找不到活蟲體，藥劑各處理間差異不顯
著，與無施藥處理則差異顯著。 

▲十字花科黃條葉蚤之藥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20％亞滅培 SP 2000倍與 3000倍或加展著劑出來通 3000倍防
治黃條葉蚤各處理均效果顯著，藥劑處理間差異不顯著,田間防治效果甚佳。
黃條葉蚤富遷移性，第三次施藥後無施藥之對照區,密度也遽降，田間之生育
勢及危害狀則以 20％亞滅培 SP 2000倍+展著劑出來通 3000倍及 24％毆殺滅
SL 500倍+展著劑出來通 3000倍(對照藥劑)最佳，與其他處理有明顯差異。 

  ▲十字花科蔬菜黃條葉蚤之藥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20％達特南 SG 防治黃條葉蚤效果佳，田間生育勢及危害狀以

20％達特南 SG 2000倍及對照藥劑 24％毆殺滅 SL 500倍較佳，藥劑處理間
差異不顯著，與無施藥區比較，則有極顯著之差異。 

  ▲結球萵苣之番茄斑潛蠅藥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0.5％可尼丁粒劑用藥量 9kg/分地與 6kg/分地無差異，防治效
果均佳，殘效可維持 21天以上，施藥區與無施藥區比較，則有極顯著之差異。 

▲胡瓜棉蚜之藥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10％ IKI-220 (Flonicamid) WG第一次施藥後防治棉蚜效果效
果顯著，2000倍與 4000倍與對照藥劑 50％派滅淨WG 4000倍，田間防治效
果均甚佳，經第二次施藥後防治率達 100％,藥劑處理間差異不顯著，與無處
理試區間則差異顯著。 

▲洋香瓜棉蚜之藥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10％蘇力菌 WG 1000 倍加 75％賽滅淨 WP 5000 倍、40.4％ 

CALYPSO (Thiacloprid) SC 3300倍、4000倍與對照藥劑 18.2％益達胺SC 8000
倍施藥處理間無差異，施藥區與無施藥對照區有顯著之差異。 



▲木瓜神澤氏葉蟎之藥劑防治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30％賜派芬 SC 2,000 倍與 2500 倍與對照藥劑 1％密滅汀乳劑
1500倍全株噴藥一次以後，經 3、7、14、21、28天調查，都有很好之防治效
果，無施藥區黃化落葉情形幾近廢耕，藥效優越，可維持 28 天，甚至更長，
供試藥劑 2000倍與 2500倍比較無差異。 

▲荔枝細蛾之藥劑防治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42％益洛寧可濕性粉劑 1000倍與 1500倍與對照藥劑 40.8％陶
斯松乳劑 1000倍於第 3次至第 5次施藥前 1天及最後 1次施藥後第 6天，落
果率及鮮果蟲害率（％），供試藥劑鮮果蟲害率明顯減少，各處理落果率均低。 

▲檬果葉蟬 (褐葉蟬、綠葉蟬)之藥劑防治試驗 

      供試藥劑 42％益洛寧WP 1500倍與 2000倍與對照藥劑 9.6％益達胺 SL 
3000倍與 2.8％賽洛寧 EC 4000倍，第一次施藥後 7天與第二次施藥後 7天，
田間防治效果甚佳，防治率達 100％。 

▲玉米螟寄生蜂片生產與供應（朴子分場） 
玉米螟蟲綜合防治技術示範與改進，95 年秋作供應朴子市農會生產有機超

甜玉米7.43公頃及巨農有機農場2.2公頃，其防治玉米螟蟲所需赤眼卵寄生蜂

片5,778片，以防治玉米螟危害，並生產無農藥之有機超甜玉米鮮穗供應國內市

場，增加農民收益。另供應種苗繁殖改良場辦理 16 公頃飼料玉米採種田防治玉

米螟蟲用4,800片，合計生產量供應蜂片10,578片。 

▲小黑椿象食餌粉斑螟蛾卵生產與供應（朴子分場） 

粉斑螟蛾卵生產與供應，此工作係配合農業試驗所及苗栗區農業改良場辦理

小黑花椿象生物防治技術改進之需，生產粉斑螟蛾卵粒7,000毫升，供大量繁殖

小黑椿花椿象防治薊馬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