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宜蘭花蓮地區有機水稻面積截至 106年 7
月底共有 1,261公頃，占全台有機水稻面積將
近一半，農民對於水稻收成的關心面向，由追

求產量逐漸轉變為追求品質，同時也關心農田

的生態是否豐富，不論是地上部的動物或是土

壤裡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相，都與作物的生長

都有極大的關係。然而為了方便農事操作，水

稻田通常集中栽種在生產專區，形成大面積單

一作物栽植的景象，要在這種地景下加強生物

多樣性，田埂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草生栽培

的田埂由於蘊涵較多的生物，因此較水泥田埂

的稻田提供更穩定的生態平衡，然而田埂上什

麼樣的植被應該被留下，或是種植，則是一門

學問。

水稻田生物多樣性營造方式

在有機栽培耕作四個階段當中，一開始的

耕作控制和植栽管理是最重要的兩個階段，接

續兩個階段才是釋放生物控制因子、有機資材

和費洛蒙的使用，意味著前兩個階段若能操作

得好，後續外加資材的機率就跟隨著大幅減

少。其中第二階段指的就是生物棲所營造。(
詳見圖 2)
生物棲所營造 (habitat manipulation)、農

田生態工法 (Ecological engineering)、農田景
觀化 (Farmscaping) 這三個名詞意思相似，意
指以環境營造的方式增加農田生物多樣性，通

常是以增加植物種類的方式著手，隨著時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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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混植多種菊科開花植物可增加田區寄生蜂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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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吸引倚賴植物生存的植食者、和捕食者，

以及更高營養階層的生物，建構複雜而穩定的

食物鏈，有效管理害蟲族群。植物是生態系統

的根本，豐富健康的草相才可以讓天敵有良好

棲身之處，維持生物的多樣性與穩定性，減少

病蟲害的大發生，同時也可減緩雨水的淋洗與

土表逕流，防止水土流失崩塌，調節農田微氣

候。

植物的種類主要以具有明顯開花特性為

佳，因花粉和花蜜可以提供捕食性和寄生性天

敵成蟲足夠的能量來源，使天敵族群達成高效

能的生物防治功能。花粉和花蜜為害蟲天敵昆

蟲生活史中某些階段之營養來源，大部分的花

蜜含有 13-15種胺基酸，包含昆蟲生長發育
所需的必需胺基酸。昆蟲可以從花蜜中獲取到

氮、脂類、維他命 C、鉀和鈉，這些營養組成
比例隨著植物種類和生長環境而有所不同，花

蜜內含的糖濃度和型態也會影響天敵昆蟲和

牠們的寄主的取食反應；另外具有花外蜜腺

特性的植物也能提供天敵昆蟲碳水化合物的

營養來源，例如棉花就具有這樣的構造，可

增加草蛉的生物防治效果。多樣的開花植被

環境亦能有效增加捕食性蜘蛛的防治功效，

主要是多樣的植物棲地造成捕食性節肢動物

有較多的藏匿空間，藉此穩定捕食者與被掠

食者的交互關係。

國外研究案例

澳洲研究指出，若要使田間天敵達到有

效的生物防治，可藉由增加蜜源植物的方式

達成，但須慎選開花植物種類，以免反而有

利於害蟲的生長表現。例如，中國浙江的研

究發現稻田周邊種植芝麻，其蜜源可增加寄

生蜂 (天敵 )的壽命和生殖率，尤其是纓小蜂
科 (Mymaridae)的數量，但對於蛾類成蟲 (害
蟲 )則無法提供養分，因此營造芝麻花的稻田
環境並搭配減少化學農藥施用，可明顯抑制飛

蝨害蟲和捲葉蛾，且芝麻成熟後亦可採收，等

於同時提供經濟上和生態上的助益，這個成功

的案例目前仍持續被推薦應用。位於菲律賓的

國際稻米研究中心 (簡稱 IRRI)則是在稻田旁
間作開花後採收的蔬菜如秋葵，不僅蔬菜的花

朵發揮了功效，農民對於種植經濟作物的意願

較非作物高，在應用推廣面上相對容易。

另外玉米的花粉亦可以延長纓小蜂科的

Anagrus nilaparvatae 這隻寄生蜂的壽命，並
明顯增加寄生於褐飛蝨的能力。而在捕食性天

敵的部分，斑點瓢蟲 (Coleomegilla maculate) 
喜好苜蓿和玉米的花粉勝過其他花粉，顯示天

敵對於花粉具有偏好特性。

事實上，若以條帶式種植開花植物效果並

不如田區周遭大面積種植多種開花植物好。區

脂類、維他命 C、鉀和鈉，這些營養組成比例隨著植物種類和生長環境而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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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有機病蟲害管理四階段(Zehnder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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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耕作控制 
包含土壤肥培、輪作、 栽種位置與環境條件、抗性品種 

第二階段:  植栽管理 

利用植栽分布增加天敵數量，並有效控制害蟲族群密度 

第三階段: 
大量或接種釋放生物控制因子 

第四階段:   
使用天然殺蟲物質或礦物油、各種交尾阻斷法 

2 �有機病蟲害管理四階段 (Zehnder�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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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式種植多種開花植物可以較有效增加棲地異

質性及多樣性，且較能調節農田生物的動態平

衡。迄今，農民為了增加土地利用性往往不希

望農田呈現閒置狀態，故發展條帶式種植開花

植物乃今日較為可行的工法。

國內研究案例

基於參考國外研究一年生開花植物當中，

最適合營造寄生蜂棲所的前四名植物分別為繖

形花科、菊科、豆科及蓼科，本場於 103年一
期作嘗試在花蓮縣豐濱鄉一處有機水稻田間進

行田埂營造試驗，以探討開花田埂植被對於水

稻田生態及蟲害抑制效果。當時選擇的田埂適

逢重新翻修，為了能短時間在裸露泥土田埂上

營造具花朵、能吸引天敵、種子取得容易及耐

踐踏特性的植物，最後選擇以菊科的孔雀草來

進行田埂植被營造，並且在田埂雜草成長過程

中保留非禾本科的開花植物如紫花霍香薊，結

果顯示開花植被包圍的田區寄生蜂和瓢蟲之平

均數量分別較無植被操作的田區多 1.3和 2.2
倍；而飛蝨類害蟲數量在植被操作區僅佔對照

組的 1/5。本試驗於結束後舉辦觀摩會，傳遞
當地農友田埂棲所營造相關資訊與指導生態農

業知識，降低慣行田區農藥使用，期望當地能

建構更友善有機耕種環境。

另外 104年則參考越南在稻田周邊混植不
同菊科的植物，本場亦測試在水田混植菊科開

花植物條帶，包括菊科的百日草、萬壽菊和向

日葵，並調查整期作重要害蟲及天敵的變化。

掃網結果可看出黑尾葉蟬的族群數量於對照田

區有驟增之現象 (圖五 )，然而開花植被田區
的黑尾葉蟬起伏較平緩，顯示花朵植被條帶對

於田間害蟲的發生具有緩衝作用，一期作的白

背飛蝨數量亦有相同的結果。另外雖然水稻的

害蟲二化螟數量都偏低，但會寄生二化螟的寄

生性天敵數量在開花植被營造區明顯高出兩倍

多。

  3  在裸露田埂上撒播孔雀草種子後的景象

  4  召開觀摩會說明稻田生物棲所營造技術及蟲害綜合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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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所營造、天敵昆蟲和田間害蟲的調查結

果證明不同農業操作的確對水稻田無脊椎動物

多樣性有所影響。在未來，加強捕食性與寄生

性天敵種類鑑定，並持續篩選適合天敵藏匿之

植被植物，乃為建立農業生物多樣性指標及發

展環境友善生態農法的重要方向之一。

結　語

生態營造並非萬能手段，以植物保護的立

場而言，仍須搭配各種防治方式，例如物理防

治、耕作防治和其他生物防治如釋放天敵。近

年來「生態農業」名詞崛起，農民也開始尋求

在大地景尺度下達成生產、生態和農民生計三

贏的最佳操作模式。有機農業最重要的精神在

於維持田區生物多樣性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之

外，但若能握有充分的試驗數據證明生態友善

的農田環境和產量或品質是不衝突且能互相產

生協力作用，則將能說服及鼓勵更多農民朝向

生態農業發展，本場目前正朝向此研究努力

著，期望利用豐富的生態力量，加強農業生態

系統服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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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田區內捕獲多種可抑制螟蛾的寄生蜂 
 
表一、二化螟的天敵寄生蜂於開花植被豐富處數量較多 

  二化螟 二化螟之寄生蜂 

開花植被田埂 1 52.0* 

對照組 0.7 19.7 

註：掃網 3 次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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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田區內捕獲多種可抑制螟蛾的寄生蜂

  6  黑尾葉蟬族群在植物多樣的環境下較穩定

表一、二化螟的天敵寄生蜂於開花植被豐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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