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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蔥產業新技術

青蔥甜菜夜蛾防治技術

前　言

青蔥為亞洲地區重要的辛香料調味品，宜

蘭縣因氣候環境特殊，所產青蔥品質優良，為

重要的經濟作物。據農情報告資源網統計，宜

蘭縣 108年度全年栽培面積 566公頃，主要
栽培在三星鄉、壯圍鄉、宜蘭市及員山鄉等鄉

鎮。109年夏季因氣候持續高溫且乾燥無雨，
甜菜夜蛾危害青蔥情形較往年嚴重，甚至有部

分蔥田廢耕重新定植，因此本場和宜蘭防疫

所，以及在地農會合作，進行性費洛蒙懸掛及

相關試驗調查，以提供農民有效之防治策略參

考。

甜菜夜蛾生態習性

甜菜夜蛾 Spodoptera exigua (Hubner) 
為鱗翅目夜蛾科害蟲，幼蟲寄主範圍廣，除了

青蔥甜菜夜蛾防治技術

作者：林　立 助理研究員、
　　　陳怡樺 研究助理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3603

青蔥之外，葫蘆科瓜菜類、豆科、茄科、十字

花科、禾本科之玉米等皆有危害記錄。甜菜夜

蛾完成一世代最短 21天、長則達 79天，在
田間多有世代重疊現象。成蟲將卵塊產於蔥葉

表面，甫孵化之幼蟲有群棲性，於蔥葉表皮啃

食呈細微薄膜狀，幼蟲亦喜好躲藏於蔥葉凹折

處，因此施藥時難以接觸到。隨著齡期增長，

幼蟲會咬穿蔥葉潛入蔥管內躲藏，持續啃食葉

肉，因此又被蔥農稱為「管仔蟲」。被危害之

蔥管可見明顯白膜及破洞食痕，失去商品價

值。目前防治方法除了施用化學藥劑之外，共

同懸掛性費洛蒙仍為有效降低族群密度方法，

為證明共同防治成效，本場針對共同防治蔥田

進行為期半年之甜菜夜蛾密度追蹤，以數據提

醒農民懸掛費洛蒙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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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費洛蒙共同防治成效

為減少甜菜夜蛾密度，

宜蘭防疫所和地區農會於

鄉鎮內公共區域每隔 100
公尺即設置一個性費洛蒙

盒，共針對七個青蔥密集

生產區域進行佈設，佈設

區域大約共 190 公頃，
其結果顯示能有效降低區

域內甜菜夜蛾密度。公共

區域懸掛性費洛蒙時間為

109年七月上旬，圖三藍
色折線為懸掛性費洛蒙區

域監測到的甜菜夜蛾成蟲

密度變化，黃色折線為無

懸掛費洛蒙的對照區域，

雖然七月中旬兩個區域皆

有一波高峰，但公共區域

懸掛費洛蒙的成蟲數目為

165隻，相較於對照區域
的 495隻僅有 1/3的密度；
另外藍色折線降至 25隻密
度以下 (良好防治 )的時間
點為八月上旬，但黃色折

線則需至八月下旬才降至 25隻以下，意指公
共區域懸掛費洛蒙者較對照區域提早 20天進
入夜蛾低密度狀態，這段時間亦可減少青蔥受

危害之風險和防治成本。

而在農會經費補助農民性費洛蒙資材的推

力，以及本場講習宣導下，農民進行田區性費

洛蒙懸掛比例由原本五成提升至八成五成左

右。7月份至 12月份本場針對懸掛性費洛蒙
防治的蔥田進行甜菜夜蛾密度監測，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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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三星1  田間甜菜夜蛾危害狀

2  剛孵化幼蟲喜聚集於蔥管摺痕處取食　

3 公共區域懸掛費洛蒙與對照區域之甜菜夜蛾密度變
化圖

4  有懸掛性費洛蒙之青蔥田區甜菜夜蛾密度變化　

5 未懸掛性費洛蒙之青蔥田區甜菜夜蛾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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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蔥產業新技術

青蔥甜菜夜蛾防治技術

有懸掛性費洛蒙的田區

於八月上旬密度開始降

至 15隻 (/每陷阱 ) 以
下，之後密度雖有起伏

變化，但皆維持在 53
隻以下 (圖四 )；圖五
未懸掛性費洛蒙的監測

點仍於九月上旬至十月

上旬密度攀升，最高至

184隻 (/每陷阱 )，直
至十中旬連續降雨過後

密度才緩和，筆者現場調查時，甜菜夜蛾密度

高的田區內青蔥受危害情形明顯較嚴重。

另外 109年度全年甜菜夜蛾密度變化，宜
蘭縣動植物防疫所監測數據顯示 4月上旬密度
開始超過 25隻，達藍燈預警範圍，接續五月
至七月密度持續增高，各鄉鎮七月中旬達到最

高峰，壯圍鄉和宜蘭市平均監測密度甚至超過

六百隻 (圖八 )。由監測結果可知，應把握 3-9
月時期加強防治，尤其是性費洛蒙誘引盒，在

密度開始攀升前就應於田區懸掛，若能全年施

用效果更佳。另農友常誤以為懸掛性費洛蒙會

將鄰田的蟲誘引至自己田區危害而降低懸掛意

願，但性費洛蒙盒誘引對象為不產卵的雄蛾，

且有效誘引距離在 10-15公尺，並非能將幾十

公尺外的蛾都誘引聚集，因此毋須擔心產生反

效果。性費洛蒙大量誘殺雄蟲後可大幅降低與

雌蟲交尾機會，以及繁殖後代的數量。

蔥苗冷藏處理

青蔥種苗為分株苗，於田間採種時可能會

有部分種苗挾帶甜菜夜蛾卵塊或蟲體，會造成

定植後青蔥馬上就被危害的蟲體來源。而宜蘭

的蔥農大部分皆自有冷藏設備，其主要功能為

調節栽培產期之用，因此本場利用蔥農現有的

冷藏設備，測試看冷藏條件下是否可以有效抑

制卵粒孵化，以提供農民參考。

冷藏試驗結果顯示，將甜菜夜蛾卵塊置

於 4℃之冷藏設備中 7天，未孵化卵的比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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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冷藏 10天則為 95%，若冷藏 14天則
100%無法孵化。另外亦測試甜菜夜蛾幼蟲蟲
體於冷藏環境下的死亡情形，結果顯示在 4℃
環境下冷藏 7天，幼蟲死亡率為 50%，冷藏
10天死亡率提高為 83%，至第 14天幼蟲死亡
率則為 92%。由上述結果建議青蔥農友若能在
定植前先將蔥苗冷藏兩週，則可有效殺死殘存

於蔥苗上的甜菜夜蛾卵塊及幼蟲。

藥劑防治

青蔥從定植後至採收需要 3-4個月，這段
時間如何施用藥劑則為有效防治甜菜夜蛾的

重點。目前推薦於青蔥甜菜夜蛾的防治藥劑共

23種，然而農友若因長期使用慣用的幾支藥
劑，則易逐漸出現藥效不夠而自行加重倍數或

提高使用頻度，導致蟲體容易產生抗藥性。由

於甜菜夜蛾在夏天炎熱時期二十餘天就可完成

生活史，因此建議使用 3-4週同樣藥劑後便需
更換另一種 (組 )不同作用機制的藥劑，以對
付可能已產生抗藥性的下一代蟲體。

青蔥定植後陸續會有甜菜夜蛾前來產卵，

除了使用藥劑殺幼蟲之外，本場也以噴霧塔測

試甜菜夜蛾推薦藥劑抑制卵粒孵化的情形，結

果顯示培丹、納乃得和硫敵克有較明顯抑制卵

粒孵化效果，且這三支為系統性藥劑，因此建

6 懸掛性費洛蒙可降低蟲體密度　

7 甜菜夜蛾成蟲　

 8 宜蘭地區不同鄉鎮監測甜菜夜蛾密度變化 (數據
來源：宜蘭防疫所 )　

9  甜菜夜蛾的卵塊　

 10  卵塊冷藏試驗　

藥劑
名稱

劑型 稀釋倍數 卵未孵化
率 (%)

培丹 50% 水溶性粉劑 1,000 88.2
納乃得 40% 水溶性粉劑 1,500 84.9
硫敵克 75% 可濕性粉劑 2,500 50.3
賜諾特 11.7% 水懸劑 1,500 13.5
畢芬寧 2.5% 水懸劑 1,000 12.2
賽滅寧 5% 乳劑 1,500 12.0
佈飛松 43% 乳劑 1,000 9.6
剋安勃 18.4% 水懸劑 2,500 9.1
因得克 14.5% 水懸劑 2,000 6.8
祿芬隆 4.4% 乳劑 1,500 4.5
對照組 Water － 0

議在甜菜夜蛾發生較嚴重的時期可以這三支其

中一支搭配其他不同作用機制藥劑一起使用，

可有效殺死幼蟲和卵塊，並照上述 3-4週換一
組的原則來防治甜菜夜蛾。

9 10

表一、青蔥甜菜夜蛾藥劑抑制卵塊孵化效果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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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蔥產業新技術

青蔥甜菜夜蛾防治技術

防治策略

由上述各項試驗及調查，本場以各青蔥栽

培時期提供三項主要防治策略如圖十二，於苗

期先以冷藏兩週方式處理蔥苗，抑制殘存的卵

塊和幼蟲；接續於栽培時期 (尤其 3-9月 )使
用具殺卵效果之藥劑和其他作用機制之甜菜夜

蛾藥劑搭配使用防治幼蟲；最重要的是需於栽

培全期懸掛性費洛蒙誘引盒，誘引雄蟲降低與

雌蟲交配產卵機會。
11  甜菜夜蛾防治藥劑 (蔡依真整理 )　 

12  依據本場試驗擬定甜菜夜蛾防治策略　

結　語

青蔥產業為本場關心重點，近年針對青蔥

發生問題不斷探討並解決，本篇研究人員針對

甜菜夜蛾防治進行相關研究，期望研究結果可

提供青蔥農友成功應用於防治工作，穩定維持

青蔥品質及收益。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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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蔥產業新技術

前　言

青蔥是我國相當重要的辛香料蔬菜，尤

其三星蔥更是名聞遐邇，常成為颱風過後的

指標性作物，故蔥農對青蔥的產量品質都非

常重視，在病蟲害防治上更是不敢大意。近

年來，宜蘭地區蔥農遭遇嚴重的黑腐病、二

點葉蟎及甜菜夜蛾等問題，可能由於氣候暖

化、旱澇加劇，或對於新發生害物生態的

不熟悉，較容易過度用藥的情形，而更加依

賴化學防治，甚至反映有疑似抗藥性的問題

產生，也相對提高了藥劑殘留上的風險。有

鑑於大家對食安的日益重視，及呼應地區農

會對在地青蔥產業提升之目標，本場近年

在青蔥產區積極推動作物病蟲害整合性管

理 (IntegratedPestManagement， 簡 稱

IPM)，並藉此落實我國政府的化學農藥減量政
策。

作者：蔡依真 助理研究員、
　　　謝文棟 研究助理、
　　　王俊翔 研究助理、
　　　歐海仁 助理教授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國立臺灣大學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電話：(03)852-1108轉 3600

從產業所遇問題協助

農友對症管理

宜蘭地區的青蔥產

區，農友們除了施用化

學農藥防治病蟲害外，

大多數都有懸掛甜菜夜

蛾或斜紋夜蛾性費洛蒙

做共同防治的習慣；在

田區管理上，也會跟水

稻田輪作，並盡量選擇

外觀健康的分株苗來進

行定植。根據本場的蔥農訪談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在防治資材選擇上，有 8成以上施用過
蘇力菌等生物農藥或植物保護資材，顯示宜蘭

蔥農對安全性高的微生物製劑和資材接受度極

高，相當重視青蔥的安全生產。

青蔥落實 IPM
收益更佳農藥減

1  青蔥黑腐病造成葉尖焦枯之情形

2  青蔥紫斑病呈現偏紫色斑點狀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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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蔥產業新技術

青蔥落實 IPM，收益更佳農藥減

108年冬季，
三星地區青蔥產

區發生嚴重的黃

斑及葉枯病徵 (
圖 1)，尤其在重
施氮肥及通風不

良田區發病更為

嚴重，當時常被

農友當作紫斑病 (圖 2)或炭疽病 (圖 3)進行
用藥防治，但防治效果仍不甚理想；後經本

場與台灣大學歐海仁老師研究室共同確診為黑

腐病 (Stemphylium 屬真菌造成 )，並積極進
行該病害相關防治策略研擬，及評估青蔥現行

核准用藥的管理效果，之後進一步於三星鄉官

文良農友及宜蘭市吳錫雲班長田區設置試驗示

範點，示範區在栽培前期輪用不同作用機制藥

劑，並搭配植物保護資材，發現將中性化亞磷

酸 1,000倍與 24.9%待克利水懸劑 3,000倍混
用比單獨噴施待克利防效更為理想，在近採收

期則改用無訂定安全採收期的保粒黴素 (甲 )、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防治病害，於傍晚施用蘇力

菌及核多角體病毒防治甜菜夜蛾。經計算示範

區整體用藥量，顯示可較慣行區大幅減少高達

八、九成，防治成本更減少 47.3-65.6%；由於
整體防治成效及效益良好，已於 108年 12月
25日及 109年 1月 13日召開「冬季青蔥病害

防治暨農藥減量示範觀摩會」，向農友們推廣

正確診斷、落實清園、合理化施肥 (圖 4)、安
全用藥及適時善用植保資材，以生產出更友善

環境及安全的宜蘭蔥。

落實 IPM 減少病蟲害，用藥成本減了，

農友多賺錢

除了冬季多雨環境青蔥容易發生病害外，

由於氣候暖化加劇，暖冬和夏季高溫也大大提

升了農友蟲害防治的壓力，例如：二點葉蟎 (
圖 5)及甜菜夜蛾。其中，又以二點葉蟎體型
小、生活史短、繁殖力高，防治不易，在蔥

上危害時常常躲在藥劑難以噴佈的凹折處 (圖
6)，常促使農友在噴藥一次混用多種藥劑，更
加速了抗藥性族群的篩選與產生，也相對提高

了農藥殘留的風險；因此，本場在青蔥產區亦

設置試驗示範點，並於適時辦理講習會，輔導

農友定植時儘量選擇外觀健康的種苗，定植後

巡田時注意翻開凹折處檢視是否受到葉蟎危

3 4

6 7

5

8



害，若有較嚴重危害蔥管則清出園外，切勿等

到多數蔥管發白 (發生嚴重 )(圖 7)時才噴藥，
屆時葉蟎族群量已難以控制。若長期無雨，可

於田間噴水提高濕度。而在農友最關心的用藥

問題上，本場也協助蒐集統整及搭配可參考用

於管理葉蟎之藥劑及植保資材，如：畢芬寧、

密滅汀、克凡派、油劑類、脂肪酸鹽類…等。

於 109年 5月 22日在三星及宜蘭市各召開一
場「青蔥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暨農藥減量示範觀

摩會」，吸引不少蔥農前來參加，經調查結果

顯示，示範區藥量可較慣行區同期減少 60.1-
65%，防治成本平均約減少 35.5%，最終產量
及收益提升達兩成。

結　語

本場的使命為協助農友共同解決在地產業

問題。我們在輔導蔥農執行多種防治技術的同

時，也能兼顧經濟生產與環境友善的堅持。作

物病蟲害整合性管理 (IPM)不只是一句口號，
而是農友栽培安全優良農產品時需要落實的行

動。為了能結合更多力量一起努力提升青蔥產

業，近年來，本場除了和在地農會、地方政府

及大專院校共同合作外，也積極配合我國大力

推動的植物醫師制度，藉由本場及農友田間實

務觀察與經驗分享，協助培訓未來服務農民的

生力軍們。未來，本場也會持續本著兢兢業業

的精神，陪伴農友一起努力走下去！

3  蔥管出現褐色圓形或長橢圓形乾枯斑塊，上面有黑
色小點，病徵容易與黑腐病混淆

4  氮肥施用過多田區植株柔嫩，發病較為嚴重　

5 二點葉蟎危害徵狀

6  二點葉蟎常躲在凹折處危害，巡田實應注意翻開檢
視　

7 葉蟎危害嚴重時造成蔥管白化，曾被農友誤以為發
生白粉病　

8  農友下田觀摩黑腐病認同防治良好且減藥，技術值
得推廣

9  本場杜麗華場長主持觀摩會提醒青蔥黑腐病好發區
域農民應注意防治　

10  於農會辦理青蔥病蟲害講習會，提早向農民說明病
蟲害整合性管理，勿錯失防治良機　

11 在青蔥產區辦理觀摩會，防檢局、縣府、宜蘭市農
會及宜大均到場關心　

12  本場於田間向農友說明青蔥受害徵狀及如何運用整
合性管理技術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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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宜花地區常見作物病蟲害解析 - 水稻篇

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

過去一年多來，全世界人類籠罩在新冠肺

炎的陰霾中，農作物也在難以捉摸的氣候環境

下接受考驗，宜花地區在去年初時天氣忽冷忽

熱，四月中旬強烈冷氣團報到，五月梅雨之後

久旱不雨，十月過後經常下雨之後出大太陽，

年尾則是霪雨綿綿不斷，農作物生長在這些逆

境之中，如果植株本身不夠強健，會很容易受

到病蟲的侵襲，以下是宜花地區水稻近年較常

發生的病蟲害。

水稻常見病害

一、稻熱病

感染初期會在葉片上形成褐色或暗綠色小

斑點，逐步擴大成紡錘型，病斑周圍為褐色，

略帶黃暈，中間則為灰白色 (圖 1)；在水稻的
各生育期都可能被病菌感染，天氣忽冷忽熱會

降低水稻的抵抗力，濕度高則有利於病原菌的

分生孢子發芽及感染。

二、胡麻葉枯病

初期病徵和稻熱病非常相似，但病斑擴大

宜花地區常見
作物病蟲害解析
－水稻篇

作者：彭慧美 約聘人員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3605

之後，病斑會較稻熱病侷限，呈橢圓形或紡錘

形，外圍的黃暈擴大，可明顯和稻熱病區分 (
圖 2)，高溫高濕有利於病勢發展。

三、紋枯病

在高溫多濕的環境，特別是在下雨過後，

天氣轉為悶熱時最易發生，感染初期會在葉鞘

上形成灰綠色水浸狀斑點，由下位葉開始再向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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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蔓延，當濕度大時，迅速擴大

成虎斑狀 (圖 3)。

四、白葉枯病

為細菌性的系統性病害，病菌由傷

口或自然開口侵入，風雨期間最容易感染，因

強風會讓葉片摩擦產生傷口，降雨則讓田間的

濕度增高，嚴重時葉片會出現灰白色條斑 (圖
4)。

五、稻麴病

病菌通常在孕穗期開始生長繁殖，受感染

的穀粒會不正常增生膨大，並呈現黃至暗綠色

(圖 5)，高溫多雨的環境容易發生，雨水可將
病菌孢子傳播至健康的稻穗。

水稻常見蟲害

一、負泥蟲

一年發生一世代，有冬眠現象，暖冬會讓

負泥蟲提早甦醒，如果水稻還沒有到分蘗盛

期，葉片不夠厚實，會容易受到危害而呈現白

膜狀的長條食痕 (圖 6)。

二、椿象

危害水稻的椿象種類相當多，如南方綠

椿象、禾蛛緣椿象都是很常見的種類 (圖 7)，
活動力強，通常在水稻抽穗期，蟲的密度逐漸

升高，會刺吸穀粒汁液，使得穀粒產生黑斑形

成斑點米。

三、飛蝨

有褐飛蝨、白背飛蝨和斑飛蝨三種，前兩

者會隨氣流遷入，在雨少偏乾旱時易發生危

害，族群密度高時會造成植株枯萎倒伏，在稻

田中形成「蝨燒」(圖 8)。

1  稻熱病　 2  胡麻葉枯病　 3 紋枯病　 4 白葉枯病

 5A  稻麴病　5B  稻麴病近照

 6A  負泥蟲危害　 6B   6C   6D  負泥蟲近照

 7A  南方綠椿象若蟲　 7B  禾蛛緣椿象

 8  蝨燒

 9A  秋行軍蟲幼蟲近照　 9B  秋行軍蟲幼蟲

4

8

5A 6A

6A

7A

9A

5B 6B

7B

9B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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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宜花地區常見作物病蟲害解析 - 水稻篇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秋行

軍蟲，原本是好發於氣候乾熱

的秋季，現在整年都有玉米受

害，雖有在水稻秧苗上有被發

現，但插秧後灌溉淹水，使得

秋行軍蟲無法入土化蛹，目前

並沒有發生進一步的危害，仍

不可掉以輕心 (圖 9)。

水稻病蟲害整合管理

病蟲害的發生雖和環境有

密切的關係，我們仍然可以透過栽培管理的方

式，減少其所帶來的危害及損失。

一、在適當的時間插秧

太早插秧容易遭遇低溫使秧苗生長受阻，

部分地區易發生越冬水象鼻蟲危害的問題。

二、合理化施肥

氮肥施用過多易感染稻熱病、紋枯病、及

白葉枯病，且容易造成植株倒伏 (圖 10)，氮
肥不足的田區則容易發生胡麻葉枯病。

三、輪作

水旱輪作可減少病蟲害，如有與綠肥輪作

亦可減少肥料施用量。

四、田埂管理

應避免使用殺草劑；田埂可種植花草植物

吸引害蟲天敵進駐。

五、避免密植

移植株數不要太多，行株距盡量加寬，以

保持生長過程中的良好通風。

六、植物保護資材

亞磷酸可增強植株的抗病能力，枯草桿

菌、液化澱粉芽孢桿菌、及蘇力菌等亦可視需

要加以使用。

七、維持排水系統暢通

雖然過去一兩年並沒有颱風來襲，仍應隨

時檢修排水溝並清除雜草，避免大雨過後積水

無法排除，使得濕度增高，染病風險提高。

八、化學藥劑

宜花地區有機水稻面積占全台約 50%，可
見種植水稻是可以不用化學農藥，若慣行農法

要用藥劑，請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之推薦用

藥。

結　語

隨著氣候的改變，作物病蟲害的發生也隨

之改變，農友常誤解預防重於治療的意義，以

為在還沒有發生病蟲害時就要先噴藥，或者根

據過去的經驗而習慣性的用藥，然後抱怨藥劑

無效或者混合更多藥劑一起使用，徒然浪費人

力物力，又汙染環境，真正的預防是做好上述

的病蟲害整合管理，平時要多觀察作物的生長

情形是否有異狀，保持警覺，不要等病急了再

亂投醫，若對於病蟲害有任何問題，均可向改

良場諮詢。

10 氮肥過量易造成倒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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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病蟲害防治的迷思

宜花地區種植的作物種類多，常見的蔬菜

種類也很多，病蟲害的數目就不在話下了，部

分農友常有的迷思就是想要用農藥預防所有可

能的病蟲害，或者把土壤裡的所有菌全部殺

死，發生病害之後就希望能夠根治，或者不能

容忍有雜草，甚至想要百分之百都沒有任何病

蟲害，這些都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每一種蔬菜病害都有其好發的環境條件，

大部分的病害易發生在潮濕的環境，少數則是

在乾旱的環境，由於病害的種類繁多，以下僅

介紹數種宜花常見病害。

宜花常見蔬菜病害簡介

一、細菌性軟腐病

常見的軟腐病菌有兩種，其中一種適合在

28-30℃生長，另一種則是在 34-37℃，共同
點是都好發於潮溼的環境，受害的組織會軟化

宜花地區常見作物病蟲害解析
－蔬菜病害篇

作者：彭慧美 約聘人員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3605

1  包心白菜細菌性軟腐病

2  九層塔露菌病　 3 甜椒炭疽病

腐爛並且發出臭味 (圖 1)，發現病株一定要及
時清除，避免病害快速擴散。

二、露菌病

主要發生在葉片，低溫高濕時容易由外圍

葉片開始感染並向上蔓延，病斑具有明顯被葉

脈侷限的角斑 (圖 2)，潮濕時會在葉背產生分
生孢子，可藉由空氣傳播至其他葉片。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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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宜花地區常見作物病蟲害解析 - 蔬菜病害篇

三、炭疽病

常發生在葉片及果實，尤其是夏季高溫潮

溼多雨季節，容易隨著飛濺的雨水或風傳播到

健株上，在果實上初期可見小病斑並產生輪

紋，而後逐漸擴大呈凹陷及軟腐 (圖 3)。

四、白粉病

好發於溫暖乾燥及光線不足的環境，葉片

上剛開始出現白粉狀斑點，逐漸佈滿整個葉片

(圖 4)，影響光合作用，病斑可以延伸到葉柄
及莖部，病原菌會在病斑上產生孢子，藉空氣

傳播至其他葉片。

五、銹病

溫度低時較易發生，在葉片上形成橢圓形

突起的鏽色病斑 (圖 5)，通常氣溫轉高雨量充
沛的時候就會減少，大多從通風不良的下位葉

開始出現，病斑上的孢子會藉風及雨水傳播造

成重複感染。

六、白銹病

是和銹病完全不同的真菌所引起，在葉背

形成突起的白色孢囊堆 (圖 6)，相對位置的葉
表則會形成黃色病斑，好發於低溫高濕多雨的

環境，可以藉雨水飛濺傳播。

七、黑腐病

青蔥黑腐病和十字花科黑腐病雖然都稱為

黑腐病，但前者由真菌引起，在青蔥葉片上出

現黃褐色病斑 (圖7)，而後者則是由細菌感染，
由葉緣的自然開口侵入而呈現 V型病斑 (圖
8)，兩者都好發於氣溫較低但潮濕的環境。

八、蔓枯病

發生在葫蘆科 (瓜類 )作物，在下雨過後
接近地面的莖部容易產生水浸狀的病斑，形成

長條狀裂紋，之後腐爛壞死且分泌膠狀物，農

民稱之為「敗頭」(圖 9)，排水不良會使發病
更為嚴重。

九、白絹病

多發生在高溫高濕的夏季，植株的莖基部

4

7

5

8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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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感染後菌絲向四面擴散，逐漸形成褐色菌核

(圖 10)，水是傳播此病原菌的重要媒介，應
避免畦溝積水讓病原菌擴展至健康植株。

十、病毒病

植物的病毒種類很多，病徵會依作物

品種、病毒種類、以及環境而有所不同，

常見徵狀為葉片捲曲、皺縮、黃綠嵌

紋等 (圖11)，有的病毒會藉由粉蝨、
薊馬、或蚜蟲等傳播，在高溫乾

旱時應多加留意。

十一、根瘤線蟲

寄主範圍廣泛，一般在高溫時期發生嚴

重，在根系形成一個個瘤狀物 (圖 12)，最好
的防治方式是和水稻輪作或在種植前淹水，讓

根瘤線蟲因缺氧而死，此外，如能種植孔雀草

或萬壽菊打入土壤當綠肥，也可以減少病害的

發生。

十二、鹽害

無論是有機質肥料或是化學肥料，施用後

都會在土壤裡分解成植物所需要的營養鹽，如

果營養鹽太多，植物無法完全吸收，就會在土

壤裡累積，達到某種程度時就會產生鹽害，

如種子無法發芽、根腐敗、葉緣焦枯等 (圖
13)，乾旱時土壤水分揮發，鹽分濃度增高，
可能會使鹽害更嚴重。

蔬菜病害整合管理

植物有病蟲害是一件很自然，也很正常的

事，防治的策略依重要性分別為預防措施、耕

作防治、物理防治、及生物防治，最後的手段

才是使用農藥 (圖 14)，簡言之就是從栽培管

4  瓜類白粉病　 5  韭菜銹病　 6 小白菜白銹病　

7 青蔥黑腐病　 8 甘藍黑腐病　

9  小黃瓜蔓枯病　 10  甜椒白絹病　

 11  龍鬚菜病毒病　 12  小黃瓜根瘤線蟲　

 13  甘藍鹽害　 14 作物病蟲害防治方式

理做起，例如適時適地適種、輪作不同種類的

蔬菜、採用健康的種子或種苗、合理化施肥等，

以促進植物的健康為目標，而不是以消滅害物

為目的。

雖然這幾年並沒有較大的颱風來襲，仍應

做好強風豪雨的預防措施，如固定好瓜果類的

支柱及棚架，平時就要清除排水溝的雜草，以

維持排水順暢，並且避免積水使得根系受損或

傳播病原菌，如果有發病嚴重的植株，一定要

立即清除以免擴散，此外，蔬菜病害大多發生

在濕度高的環境條件下，適度調整株距讓通風

良好，避免夜間供水或葉面給水，均可降低病

害的發生。

10 11

13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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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前　言

花蓮區農產加值打樣中心自營運起已滿兩

年時間，在 109年度成功輔導商品化的產品有
3件，而預計商品化之案件有 1件，這 4件產
品各有所長，皆能將他們原有的作物的特色表

現出來。

服務概況

109年度打樣中心所提供加工技術諮詢服
務共 131人次、114件打樣試製服務，包括乾
燥類 52件、粉碎類 35件、焙炒類 11件、茶
包類 13件、品質檢測 3件。作物類別則以蔬
菜類最多、水果類次之，常見有洛神、薑黃、

紅藜、樹豆、薑等作物。

可見農產品原料仍以乾燥處理需求最多，

乾燥後可增加保存性，或是進一步粉碎製成粉

末原料供作飲品、烘焙品、甜點等應用，也可

粉碎後再經由農民自身調配成獨家配方製成茶

包類產品，讓有想法的農民能夠多加打樣測試

以獲得較理想的結果，打樣中心也辦理加工課

程及宣傳、中心導覽等服務，若有商品化需求

則協助進行打樣操作、成本評估、市場性評估、

遵守食品法規相關規範之加工品生產。

花蓮區農產加值
打樣中心服務概況
及輔導商品化成果

作者：陳柏翰 助理研究員、
　　　陳怡茹 研究助理、
　　　黃懷瑩 研究助理、
　　　陳金村 研究助理、
　　　賴明基 約聘人員、
　　　邱淑媛 副研究員兼課長、
　　　杜麗華 場長
　　　作物環境課 農產加工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3300

輔導具潛力之打樣案件商品化成果

 在輔導打樣案件時也會先了解農民是否
有商品化需求，經評估具有潛力且農民有意願

者，打樣中心會持續追蹤並提供協助，在 109
年度成功輔導商品化之產品有 3件及預計商品
化之案件 1件，屬於茶包產品及粉末產品應
用。

一、花田喜事農場徐妍花 -紅藜茶包

「花田喜事有機農場」以有機農法種植蔬

菜、雜糧及阿美族傳統作物，例如樹豆、紅藜

及小米，近年來投入推廣原住民傳統作物，並

有意願朝向二級加工發展。

徐妍花針對樹豆、紅藜茶包之諮詢與焙炒

打樣測試後，再以自行配製的配方包裝成茶包

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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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並帶回進行

產品評估，喝起

來帶有淡淡穀物清香且有漂亮的茶湯顏色，之

後打樣中心輔導媒合代工廠生產紅藜茶包，徐

妍花也提到這次的產品在未來也會針對包裝設

計、配方精進等方面持續努力，讓農場的產品

能有自己的特色與市場區隔。

二、Dipit 部落張慧芬 -紅藜洛神茶包

張慧芬為花蓮縣豐濱鄉原住民部落「Dipit
部落」年輕一代的族人，從事復耕水梯田、教

導族人友善及有機耕種、推廣部落農產品及部

落文化等，部落種植包括稻米、紅藜及洛神等

作物，為了提升部落農作物價值與應用性，至

打樣中心學習紅藜焙炒及茶包打樣試製，並結

合部落種植的洛神原料進行配方測試與市場性

評估。

其茶湯風味結合了焙炒紅藜香氣與帶微酸

的洛神，現已將打樣測試的配方商品化，且已

開始在自己的通路販售，將持續開發各式茶包

類產品。她希望透過農產品多元化應用來拓展

現有客群，並能培植部落的產業與品牌，也希

望能吸引部落年輕族人回鄉共同打拼。

三、龔記實業社龔玫菱 -洛神粉之應用

龔玫菱第一次與打樣中心接觸是以米食加

工品進行發想，以自家栽種的黑米打樣製試為

黑米茶，經由初步測試後調整浸泡時間、焙炒

時間等條件再次進行試製，確定可行後有諮詢

相關代工廠，預計試製生產。

後續她想開發不同口味的米香產品，進而

到打樣中心進行洛神、文旦之乾燥與粉碎，因

而積極學習原物料處理與保存對品質的影響。

龔玫菱發覺粉末顏色與氣味品質良好，並將粉

末提供米香代工廠生產具有文旦清香或洛神酸

香的米香產品，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後續

也會持續改良配方，並與打樣中心保持連繫，

協助其在產品開發方面等技術諮詢。

1  打樣中心服務與展示活動

2  徐妍花學習紅藜焙炒作業　

3 焙炒完成的紅藜

4  紅藜茶包配方調製與測試　

5  商品化產品 -紅藜茶　

6 Dipit部落夥伴進行洛神原料粉
碎處理　

7 不同茶包配方調製與測試　

 8 商品化產品 -紅藜洛神茶包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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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四、原新農業生產合作社江鴻 -

山蘇粉之應用

江鴻經營的「原新農業生產合作社」主要

種植山蘇、餘甘子等作物，並推展部落原住民

社會福利與農業生產工作，目前已開發試製山

蘇脆片、山蘇冰淇淋等多樣產品。

 但他認為仍有改善空間，於是向打樣中心
諮詢山蘇粉打樣，比較了不同乾燥處理製成之

山蘇粉做為冰淇淋產品原料之合適性，終於找

到了可保留山蘇特殊風味與淡綠色澤的處理方

式，而他也才知道原來花蓮也有代工廠可協助

生產理想中的山蘇粉，可望減少運輸成本以及

維持原料品質穩定，後續將以山蘇粉末為原料

進行冰淇淋配方調整，提供消費者更優質的產

品。

結　語

農產品加工的發展除了可增加多元利用

性，也能結合自己的創意；又或是與在地傳統

文化結合，讓加工產品更有故事與溫度。

花蓮區農產加值打樣中心將持續提供農民

進行初級加工品項之打樣服務，若有農產品加

工打樣試製需求的農友可向本場打樣中心諮詢

與申請，將由專人為您服務，本場打樣中心窗

口聯絡電話：03-8521108分機 3303。

9  龔玫菱進行洛神原料清洗　 

10  學習洛神原料之乾燥處理　

 11  洛神粉末原料　 

12  商品化產品 -洛神與文旦米香　

 13  江鴻先生進行山蘇原料前處理　 

14 學習乾燥山蘇之粉碎處理

 15  山蘇粉末原料　 

16 山蘇粉末應用 -山蘇冰淇淋商品雛形

9 10 11

13

14

12

15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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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農民學院結訓學員專訪
傳承、轉型與發揚 擘畫有機新藍圖－花蓮青農李菡茂

前　言

80年次的青農李菡茂，一路走來的學經
歷與農業關係匪淺。不僅是一位農家子弟，又

具農業相關科系背景，然而從小對農業不感興

趣。雖然從小聽從父親的話，往農業科系就讀，

但是自己未來是否會從農仍是未知數，一直快

到大學畢業，父親經數次的遊說後，兒子才確

定要往農業發展，在父親的經驗基礎上，發展

不同的道路，展現農場新的經營風貌。以下將

介紹青農李菡茂近年返鄉務農的經過及作為，

也希望能夠做為未來有志從農青年的學習標

竿。

因家人鼓勵棄工從農

李菡茂的父親李家豐在有機農業深耕多

年，成果卓著，近年來更獲得第 31屆十大神
農獎的殊榮。為了讓家業能夠薪火相傳，希望

兒子未來繼承衣缽，一代接一代。然而李菡茂

對農業沒有好感，回想讀國中時同學在假日都

可以放假玩在一起，只有他得和父親在農場渡

過，尤其一到颱風季節，災後復原不分你我，

農民學院結訓學員專訪

傳承、轉型與發揚
擘畫有機新藍圖
－花蓮青農李菡茂

作者：林正木 助理研究員
　　　農業推廣課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室

電話 :(03)852-1108 轉 1960

更忙得不可開交，

因對農業印象不佳，

反而對當時流行的

數位遊戲及電子組

件較感興趣。

對工科的興趣甚於農科的李菡茂，憶起國

中不愛唸書，卻對電動玩具很熱忱，不僅喜歡

玩，也愛研究電子零件及 DIY組裝，因此對工
科熱忱開始在心中萌芽。雖然對電動遊戲及電

子配件很有興趣，但是孝順的李菡茂疼惜打拼

多年的家業已開花結果，就順從父親的意思，

放棄自己的興趣，轉向農業科系發展。因此，

從高中一路到大學，無一不與農業相關科系就

讀，奠定專業又系統性的農業知識。

到不同農場見習向前輩學習

儘管父親近年來的成就是有目共睹，成為

返鄉務農的兒子最好的榜樣，但是父親不要讓

1

2

1  八年級生的青農李菡茂 (李菡茂提供 )
2 父親李家豐是李菡茂農業啟蒙導師 (李菡茂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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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農民學院結訓學員專訪
傳承、轉型與發揚 擘畫有機新藍圖－花蓮青農李菡茂

李菡茂的視野，拘限在自家農場，堅決鼓勵他

先到有機蔬菜重鎮學習，一窺其它農場的長

處，相信可以為自家農場開啟新頁，因此，兒

子北上到桃園，開啟了短期的取經之旅。李菡

茂說，北部農場數多，競爭相對激烈，為了能

夠永續經營必須要有優勢，此次他花了大約三

個月的時間，學習育苗、栽培、採收、處理及

配送等，雖然這些工作流程在自家農場也每天

在上演著，但是其中的管理還是有值得學習的

撇步。

這趟向前輩的學習過程，讓李菡茂有耳目

一新的感覺，而且對導入設施印象很深刻。農

場運用了更有效率的田間操作方法，導入先進

的自動化機械，因此體認到適時運用省工設備

的重要性，不僅可以提升工作效率，還可以舒

緩自家農場因規模大所需較多的工資問題。

參加智慧農業課程開啟視野

7年的農業正規教育讓李菡茂擁有系統性
的專業知識及技能，比非相關科系的青農，縮

短了學習農業技術的時間。然而頂著農學士的

光環，李菡茂卻不沾沾自喜，他表示農業知識

會一直更新，因此自從大學畢業後，李菡茂學

習步伐從不停止，看到政府推行的農民學院課

程，從一級生產、二級加工至三級休閒等都有，

甚至也會跟著時代的潮流，課程也推陳出新，

甚至除實體課程外也有免費的線上課程，方便

依自己的時間來學習。

大學有多元課程可供學生選修，李菡茂踏

入農業後才發覺書到用時方恨少，幸好農民學

院課程很完整，因此積極報名農民學院課程。

近年來想要汲取運用科技導入農業的知識，參

加了智慧農業 4.0-設施農業課程。上完後打
開了李菡茂的視野，發覺科技在農業運用很廣

泛，尤其對氣候資料蒐集很有興趣，可作為擬

訂農場管理決策。於是心中闢劃智慧農業的夢

想，然而無足夠技術及資金，建置相關設施是

很困難，讓李菡茂感到有點遺憾，不過想法從

不放棄，因此積極向外尋找資源。

導入食農教育提供寓教於樂的體驗

早年李家豐專攻生產有機蔬菜，為了維持

蔬菜品質，致力於有機生產技術提升，隨著品

質及技術穩定，近年來休閒農業區也在壽豐有

機農業重鎮成立，佳豐有機農場便配合休閒農

業的發展，轉型增加了採菜體驗及解說服務，

逐漸跳出一級生產的框架。自兒子回來後，也

剛好政府在推廣「食農教育」，除了參加壽豐

休閒農業區行列，李菡茂搭上政策列車，讓農

場又跨出體驗及解說，邁向連結農業、飲食和

環境教育於一身的農場。

李菡茂在行有餘力時投入推廣食農教育，

舉辦食農教育體驗活動，除了安排農事體驗及

解說外，還融入了食物從生產到銷售的過程、

在地農業、飲食文化以及四章一 Q標章等認
識，為學童建立食育的素養。同時也主動踏出

農場，拓展食農教育理念，與部落的小學合作，

擔任食農教育講師，積極為下一代向下紮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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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研究單位試驗農

場科學化管理

傳統農夫憑藉著經

驗，累積了寶貴的草根知

識，並將技術一代傳一

代。由於草根性知識在栽種的過程中，絕大部

分都是憑藉著感覺或經驗，沒有科學化的管理

及試驗，欠缺數據化分析或實驗上的基礎。李

菡茂認為實務與科學同等重要，再加上智慧農

業課程的啟發。如果父親的經驗再加上學理做

後盾，農場的管理會邁向新的里程碑，因此扮

演尋求資源的角色，只要有合作的機會，一定

敞開大門。

李菡茂配合意願高，很快地牽起與學術、

試驗單位合作，目前與花蓮區農業改良場進行

設施甜椒天敵 IPM防治重要害蟲試驗，定期監
測害蟲並釋放天敵，建立減少施用資材的管理

模式。

行銷推廣走出與父親不同的路

父親李家豐認為通路不求多，只要穩定就

好，目前農場主要長期合作的通路有農會、學

童營養午餐、中盤商等。李菡茂卻有不同的想

法，父親在有機農業深耕多年，近年更獲得十

大神農的殊榮，名聲已在各地遍地開花，開拓

自有品牌是個好時機。因此，李菡茂找了石材

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協助，設計了 LOGO
及包裝盒。雖然直銷通路剛起步，銷售量不多，

但它是農場變革一大步，希望好的開始是成功

的一半，直銷比例逐漸增加。此外，李菡茂善

於運用手機的錄影拍照功能，不時將影片、相

片 PO到臉書上，行銷自己及農場近況，也受
到網友的熱烈迴響。

李菡茂表示，未來臉書瀏覽的網友增加

後，會考慮置入行銷農產品，開闢一條虛擬通

路。近年來也很努力走出農場為自己曝光，參

加地方性農業組織或活動，如壽豐休閒農業

區、青農組織、百大青農競選等，讓外界也得

知李家豐有一位青農兒子。李菡茂回來後，扮

演了對外的公關人物，去年還受邀電台的訪

問，親力親為的他，成為了農場的最佳代言人。

此外，參與花�農改場的宜花農村深度旅遊媒

合會，直接與業者交流與媒合，透過旅遊業者

開拓客源，創造無限的商機。

結　語

李菡茂放棄自己的堅持，在有機農業找到

屬於自己的一片天，一步一步地邁向目標前

進。除了向父親學習田間管理經驗外，也積極

想為農場開創新局，譬如導入食農教育、直銷

通路、智慧農業等。雖然目前已成功踏出了一

小步，但是對於經營超過 20年的農場卻是改
革的一大步，而這個經營模式的改變正一直往

前邁進。李菡茂想要加速創新經營的腳步，憑

藉實力去年榮獲第五屆百大青農，透過陪伴師

輔導及協助尋找資源後，慢慢編織夢想，有朝

一日農場朝向科技、教育、品牌發展不只是一

個美夢，而是能夠落實及實踐，未來成功轉型

並開創農場新風貌。

3  透過食農教育活動，讓小朋友從小灌輸有機觀念
(李菡茂提供 )　

4 榮獲第五屆百大青農李菡茂，參加農委會陳吉仲主
委主持之座談會，與其它青農交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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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東南亞第一的
泰國東西種苗公司

前　言

東西種苗公司 (East-WestSeedCompany)

最先設立於菲律賓，為一位荷蘭人與一位菲律

賓人聯手創立，分別來自東方與西方，所以稱

為東西種苗，經過努力經營，營業額在東南亞

漸漸成長為東南亞第一的種苗公司，在印尼、

越南、泰國、緬甸及越南都有設立分公司，後

來考量泰國位於東南亞的樞紐，交通方便，政

經相對穩定，才將總部搬來泰國，本場呼應政

府新南向政策至泰國進行番茄新品種之海外試

種，於泰國海外試種調查期間與東西種苗公司

人員進行交流並參觀該公司的研究站及總部，

茲介紹如下 :

東西種苗公司總部

東西種苗公司總部位於泰國曼谷旁的暖武

里府 (Nonthaburi)，總部區域內主要有兩大

部門，一個是總部辦公室，一個是種子處理

包裝工廠。總部大樓是 2016年開始啟用 (圖
1)，建築新穎、美輪美奐，包含人事、會計、
出納及營業部門，共約有 50個員工，總部功
能主要是負責針對公司財務及營業銷售，新大

樓同時也規劃許多洽談辦公室及會議室，供各

國買主及訪客進行會議與參訪。由於總部是從

菲律賓搬移過來，原有菲律賓之公司則降為分

公司，有許多國際營業人員仍留在菲律賓上

班。

作者：王啟正 副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園藝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3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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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辦公室旁為種子包裝廠，包裝廠約

有 100位員工。其中種子貯存庫為短期貯存之
用，從採種地區運過來存放，同時會針對種子

純度、發芽率等進行檢測 (圖 2)，檢測後即刻
再進行包裝發送世界各地，因此溫度溫度控制

在 20℃，相對溼度 30%，在此包裝處理的過
程中好似大型的物流業，每件貨品都有條碼，

在進貨及出貨過程中都經過工作人員進行條碼

掃描確認 (圖 3)。

種子處理過程分為貯存開放授粉種子及一

代雜交種子兩種，開放授粉種子經過該公司位

於泰國素潘武里採種田採種之後，經過風力篩

選 (圖 4)、刷洗、重力篩選等步驟之後，再進
行包裝，種子有很多是運往國際的客戶，所以

也以大包裝為主，運至該國分公司再進行小包

裝分裝工作。而一代雜交種子有很多是國外採

種載運至總公司進行處理及包裝，若是運往泰

國境內銷售，則是使用自動包裝機直接進行小

包裝 (圖 5)，再裝箱運送至各地營業處。

東西種苗公司研發中心

東西種苗公司總部研發中心 (圖 6)位於泰
國清邁北邊的湄洲，共有 40個職員，包含 27

個育種者，17個分子標誌研發及檢測人員，8
個植物病理人員及 8個細胞生理及組織培養人
員，田間的工作人員有80位，占地約6.5公頃。
其主要任務為負責該公司的研究發展部門，所

作的研發育種乃是針對全球東西種苗各分公司

提供共同的研發工作，比如說在菲律賓或印尼

的分公司雖然都有番茄育種人員針對該地區的

1  於 2016年新建的東西種苗公司總部大樓

2 東西種苗公司總部的種子出貨前會經過種子發芽率
等試驗　

3 東西種苗公司總部種子處理廠的工人正在把種子分
送到東南亞各地，現正進行最後一次比對並進行掃
碼

4  東西種苗公司總部的大型種子風力篩選清潔機　

5  東西種苗公司總部的種子自動包裝機局部　

6 東西種苗公司總部的副總裁 Simon Jan de Hoop
博士與筆者在研發中心前合影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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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喜好進行育種，但只有總部研發中心可以提供

分子標誌輔助育種的檢測服務，另外抗病品系

的抗病性確定，也需要中心這裡的接種溫室與

植物病理技術人員進行確認。

此研發中心有許多試驗專用之溫室，進入

溫室前有一道淺水池可清洗鞋子，避免帶入土

壤病原，他們有一般的露天育種田 (圖 7)、育
苗溫室及接種溫室，溫室的構造都是拱型太子

樓式的溫室，且有雙層門的設計 (圖 8)，以防
病蟲害感染。

該公司的分子實驗室及組織培養室位於此

研發中心二樓，他們使用 Thermo公司的快速
抽取 DNA系統，可以使用機器自動化抽取大
量獲取各育種單株的 DNA，一天可做 30盤，
效率很高，所抽取的 DNA純度也高，但大量
使用的耗材經費也十分驚人，由於是大量使

用，他們公司與 Thermo公司有簽約很便宜的
價錢。另外，該公司使用的分子標誌都是屬於

SNP標誌，因為是要配合大量一次 384樣本
螢光偵測系統，只能使用 SNP標誌，這種高
通量的篩選都是使用機器一貫化作業以節省人

工，但硬體非常貴，耗材也不少錢，因此他們

才會把世界各地的樣本寄來這個泰國研發中心

集中檢測及篩選以集中資源。另外組織培養室

為該公司研發雙半倍體 (doubledhaploid)育
種研究的實驗室，利用小孢子體培養技術培養

之半倍體再加以染色體倍加，可以在短時間內

育成同質結合的親本。

東西種苗公司泰國瓜類蔬菜育種工作站

東西種苗公司泰國分公司瓜類蔬菜育種工

作站位於泰國佛統府，占地 18公頃，是個純
研究型的工作站，並不對外販售種子及開放，

該工作站的主要研究作物為葫蘆科蔬菜及玉米

育種工作，葫蘆科作物中主力為苦瓜、胡瓜、

冬瓜、西瓜、南瓜及絲瓜。有時候也會協助研

究中心的品系區域試驗 (圖 9)。

研究站主任 Pichet先生 (圖 10)表示胡
瓜在泰國市場最受歡迎的有兩種型態，小的胡

瓜果長為 10-14公分，大胡瓜果長為 19-25公
分，小胡瓜最受歡迎的品種｀NorthernC´，
大胡瓜則為｀BigGreen´，｀BigGreen´
是抗雙子星捲葉病毒的品種。南瓜主要性狀果

重為 8公斤左右、果型輪胎型、果皮深綠色具
有表皮疣狀突起為佳，苦瓜則是長橢圓形、淡

綠色、外表平滑的品種為主流，以東西種苗的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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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wYok16'品種佔泰國苦瓜市場 90%以上。
除了抗病性狀及園藝性狀育種之外，也必須進

行口感評比，該工作站人員將成熟的果實摘取

且按照品系排好 (圖 9、圖 11)，可使育種專
家方便評估產量及果實外觀，胡瓜及苦瓜可以

直接鮮食評比，南瓜則需使用電鍋煮熟進行評

比 (圖 12)。

結　語

東西種苗公司目前已經成為東南亞第一大

種苗公司，目前以胡瓜、苦瓜、加工番茄、南

瓜及辣椒的品種銷售量最大，前述品項之種子

銷售市佔率佔東南亞種子市場之 80%，該公司
除了於銷售端推廣非常貼近農民之外，近年來

導入分子標誌、雙半倍體育種，育種方向亦是

市場導向，以持續大賣的舊品種利潤持續回流

投入研發，只有持續地研發新產品並密切與農

民保持聯繫，才是種子公司生存之道，也就是

東西種苗公司成為東南亞最大的種苗公司原因

之一。

7 東西種苗公司研發中心番茄育種田剛定植的番茄　

 8 東西種苗公司研發中心的遮雨網室為雙層門，上面
有散熱專用天窗　

9 東西種苗公司工作站 Pichet 先生、筆者與亞蔬世
界蔬菜中心 Somchit 小姐於東西種苗公司泰國瓜類

蔬菜育種工作站合影，地上為胡瓜產量性狀調查試

驗　

 10 Pichet 先生介紹苦瓜育種田　

11 東西種苗公司的南瓜品系比較試驗　

 12 東西種苗公司的南瓜品系口感評比　

9 10

11

12

花蓮區農業專訊第一一五期 /110.03 月號 / 青蔥產業新技術與農業新知專輯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