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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護
青蔥病蟲害綜合防治
以不同組合之疫病、軟腐病及根瘤線蟲、根 等病蟲的防治藥劑浸種處理青蔥種苗，
並配合田間病蟲害綜合防治，減少病蟲為害之損失及農藥的不當使用。結果顯示以佈飛
松 + 嘉賜銅組合青蔥種苗浸種處理，4 月底種植之青蔥移植後存活率均在 9 成 5 以上，
收穫時浸種處理平均產量較未處理者多 2 成，非農藥處理亦可達相同效果；8 月底種植
之青蔥存活率約在 9 成以上，罹病率減少 10-15％以上，10 月調查結果青蔥種苗經藥劑
浸種配合土壤處理者疫病發病率在 5% 以下，而僅土壤處理之田區疫病發病較高達 16% 左
右，但種苗及土壤未處理田區則在 3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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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蔥分株苗病蟲害整合性防治技術處理後之青蔥生
長情形

◤ 感染疫病之蔥白較正常者略呈失水狀及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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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有機栽培環境建構於病蟲害管理之研究
植物保護

為評估可吸引天敵之綠籬種植於農田間是否能夠達到生物防治效果，99 年度調查數
種綠籬上所棲息的天敵種類和數量，其結果顯示所有綠籬種類當中以馬利筋 (Asclepias
curassavica) 的 天 敵 種 類 和 數 量 為 最 多， 尤 其 是 六 條 瓢 蟲 數 量 最 多， 扶 桑 (Hibiscus
rosa-sinensis) 以小繭蜂和蜘蛛為最多，而桑樹（Morus alba Linn.）上有大量的六星瓢
蟲（Oenopia formosana）和基徵草蛉（Mallada basalis (Walker) ）幼蟲，黃金榕 (Ficus
microcarpa) 上的蛾類則會吸引黃斑粗喙椿象前來取食。各種天敵數量仍會隨著月份、溫
度、降雨和修剪等因素呈現起伏波動。在試驗過程中發現種植馬利筋、扶桑和金露花可
有效抑制敏豆葉蟬數量，尤其扶桑田區內具有大量蜘蛛可捕食葉蟬。另外馬利筋對白蘿
蔔的偽菜蚜具有相當明顯的生物防治效果，會增加田區內瓢蟲的數量而有效捕殺蚜蟲。
因此就部分作物而言，栽種綠籬可增加田區 50% 天敵數量，並減少 50% 以上蚜蟲危害。
目前已推廣有機農友栽種綠籬約 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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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田區旁栽種馬利筋可增加 ◤
天敵並抑制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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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籬對於有機大豆害蟲防治效果
有機大豆田區周圍種植馬利筋、扶桑和金露花，可間接證實綠籬對於大豆葉蟬和夜
蛾具有一定的抑制效果，於種植後 2 個月綠籬區葉蟬密度為對照組的一半；斜紋夜蛾密
度在馬利筋區和對照區分別為 126 隻和 299 隻 (/ 誘引盒 )。間接證實綠籬對於大豆葉蟬、
33

蚜蟲和夜蛾具有一定的抑制效果。而在
植物保護

種植大豆前將菸骨粉、蓖麻粕、苦茶粕
拌入土中，對於之後的地下切根害蟲並
無明顯影響。

◤ 大豆葉片上瓢蟲覓食葉蟬和蚜蟲

番石榴根瘤線蟲整合防治研究
防治根瘤線蟲非單一方法可完全控制住，因
此擬定一整合性防治技術，罹病株施用非劇毒性
且具廣效性之殺蟲劑 ( 丁基加保扶 ) 替代殺線蟲
劑，配合土壤添加物、放射線菌及果園地表種植
線蟲拮抗植物等措施，改善根瘤線蟲對番石榴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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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結果顯示處理後 6 個月處理植株新根未受
◤ 整合施用非劇毒性且具廣效性之殺蟲劑
替代殺線蟲劑，配合施用土壤添加物、放射
線菌及地表種植線蟲拮抗植物等防治技術

感染，生長勢恢復，但土壤中可測得游出之二齡
線蟲，密度約為 10 隻 /1000 克土，且龍葵之感染

率約 40％，處理 10 個月後為 10%；而對照之植株則根系無新根或新根己遭感染，其四
周之龍葵罹病株率仍為 100%。8 月中旬採收時萬壽菊已謝花，處理植株結果率較對照高
20% 以上，糖度增加 1 Brix。在處理一年後番石榴植株生長旺盛，新根均未再受感染，生
產量較往年高出 1/3，而對照區則死欉再現，罹病植株則根系無新根或新根短且少，防治
成效卓著，每公頃產值可增加 14.5 萬元，至少有 4.5 萬元的收益。

有機水稻育苗及栽培健康管理體系之建立
為應用以物理方法及非農藥資材進行稻種之消毒技術開發水稻有機栽培育苗，整合
水稻本田栽培期間各項病蟲之有機防治技術成為一套適用之防治模式供農民使用。結果
顯示利用有機育苗技術與一般藥劑處理之秧苗生長較一致，且莖桿較粗壯，徒長病發生
率在有機育苗處理部份台

2 號及高雄 139 號，分別為 0.1( 株 / 箱 ) 及 0.3，藥劑處理

分別為 0.5 及 1.2，對照不處理則分別高達 28 及 97，顯見有機育苗技術對徒長病之防治
34

效果。分別於吉安本場、玉里東豐、富里永豐三處種植有機秧苗，以亞磷酸、枯草桿菌
植物保護

及木黴菌等 3 種有機資材不同混合方式噴施防治稻熱病，結果以亞磷酸＋枯草桿菌＋木
黴菌混合施用的防治效果最好。齊穗期後防治穗稻熱病結果亦同。對紋枯病的效果則因
地區不同則有差異。二期作以枯草桿菌、木黴菌、亞磷酸及蘇力菌等綜合防治稻熱病、
紋枯病、白葉枯病及二化螟等病蟲害，防治結果與一般慣行法處理無差異，但稻熱病及
紋枯病發病率均提高，颱風過後即時防治後白葉枯病發生不嚴重，至黃熟期時穗稻熱病
之發生則較對照不處理為低。

對照

對照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台

高雄 139 號

2號

◤ 應用有機水稻育苗技術育苗之有機秧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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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行秧苗

有機秧苗
◤ 有機秧苗種植於田間之生長情形
35

羅山有機村水稻有機栽培整合防治
植物保護

羅山村為花蓮縣重要的有機水稻產區，本試驗主要針對栽培與病蟲害管理作整合性
之栽培研究，選用高雄 139 號秧苗，插秧時加大行株距，以亞磷酸、枯草桿菌、木黴菌
與蘇力菌作病蟲害整合防治。一期作羅山村山下試驗田病蟲害調查，有徒長病、葉稻熱
病與穗稻熱病發生，齊穗期後，有紋枯病發生。羅山村山上監測田顯示，生長初期水象
鼻蟲危害極為嚴重，罹病度平均 25% 以上；孕穗期後，發現有南方綠椿象、細針緣椿象
及台灣蜘蛛緣椿象危害。針對一期水稻之稻熱病進行非農藥資材防治，處理組罹病率約
為 12.6%，防治效果較對照組罹病率減少一半。二期作分蘗初期稻熱病危害嚴重，處理組
之罹病率為 13.8% 約為對照組之一半；縱捲葉蟲於分 盛期開始危害，處理組的發生率
約為 1.2%，對照組則為 10.8%，防治效果良好。

◤ 羅山村有機水稻二期作試驗田區生
長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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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生病原真菌防治害蟲之研究
為測試銀葉粉蝨寄生菌 (Paecilomyces sp.) 對
於網室番茄銀葉粉蝨的防治效果，分別於花蓮縣吉
安鄉本場網室和農友網室進行兩場感染力試驗，
結果顯示在本場網室內的防治效果良好，連續噴灑
孢子懸浮液後第四週感染率可達 25.7%，相較於對
照組的 14% 佳；但於農友網室內進行相同試驗卻無
明顯的感染效果。而培養耐高溫菌系已可培養至耐
33℃的菌系。

36

耐高溫銀葉粉蝨寄生菌未來可提 ◤
供於高溫環境施用

瓜實蠅防治技術開發
植物保護

瓜實蠅為台灣瓜類主要害蟲之一，
為解決對其在食物誘殺方面防治藥劑
的不足，以 11 種藥劑分別稀釋成 5 種
不同倍數添加於人工液體飼料中製成
餌片，進行對瓜實蠅的藥效與殘效試
驗。結果顯示，在非選擇性試驗中，
72 小時累積死亡率超過 80％的有 27
種藥劑組合；在選擇性測試中，則有
17 種藥劑組合。以選擇性測試的結果
進行殘效測試，發現 50% 賽達松乳劑
◤ 藉由大規模篩選適合防治瓜實蠅的藥劑種類

混合比例 1/100 的效果較佳。

非農藥防治資材對瓜類病害之防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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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栽培瓜類常發生嚴重的白粉病，為減少其發生率，本試驗主要研究非農藥資材
防治方法。初步篩選各種非農藥資材發現：1. 水處理，相對於對照組並沒有明顯的防治
效果；2. 農藥處理效果極佳且有治療之效果，初期發病為 16%，經藥劑使用後，可將發
病率降到 10% 以下；3. 亞磷酸處理後，初期罹病度約 30%，後期可降到 12%；4. 使用小
蘇打、肉桂油、葵無露，可將發病率抑制於 25~28%；5. 使用窄域油、丁香油、枯草桿菌、
木黴菌，發病率為 45% 以上，和對照組並無差異。各種配方與使用方式仍需要做適度調
整，以增加藥效及避免藥害情況生成。

民國
年度年報

99

初步篩選數種非農藥資材防治溫室◤
南瓜白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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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作物病蟲害相調查及種子處理技術之開發
植物保護

為獎勵水稻休耕田或長期休耕地種植景觀作物，花蓮地區積極推廣種植大波斯菊、
百日草、向日葵、黃波斯菊等四種景觀作物，大面積且單一種類栽種的結果，病蟲害問
題日漸嚴重，因此本試驗主要針對上述四種景觀作物，調查並記錄其病蟲害種類及危害
程度，並研發非農藥資材之防治方法。向日葵黑斑病在高溫多雨時危害嚴重，可造成整
園焦黑枯死，其次為白粉病、菌核病及病毒病害，蟲害則有斜紋夜蛾、葉蟬、潛蠅、尺
蠖等危害葉片；黃波斯菊有黑斑病與葉斑病發生，但生長勢強，近來面積有逐漸增加趨
勢。向日葵黑斑病防治試驗：種子以次氯酸鈉浸種 20 分鐘，防治率達 88.9%；以邁克尼
處理防治率可達 89.7%。

龍鬚菜病蟲害防治研究
龍鬚菜經長期栽培後病蟲害問題已漸
呈現，為瞭解龍鬚菜病蟲害發生情形，並
研擬防治方法，調查結果以露菌病最普遍
存在，有害動物為圓形螺、非洲大蝸牛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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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根瘤線蟲，因植株生育旺盛，耐性強，
為害情形皆不嚴重，對產量及品質影響不
大，而蔓枯病近幾年嚴重發生，主因在龍

◤ 以種子處理防治向日葵黑斑病於本場試驗田區栽
培情形

鬚菜栽培方式及氣候狀況，使原已感病植
株生長更加衰弱，加上午後大雨使病原菌
大量產生，造大量死藤，一發不可收拾。
使用保粒黴素丁的防治效果在初期尚可抑
制病害蔓延，但龍鬚菜茂密的藤蔓覆蓋畦
面，致藥劑無法施至莖基部，無論有無蝸
牛或根瘤線蟲為害田區，最後仍嚴重發病
死亡。另近期局部田區亦有南瓜捲葉病毒
危害。
◤ 蔓枯病發生造成龍鬚菜田間大量枯死

東華有機專區內 6 種害蟲的族群變動調查
花蓮縣壽豐鄉東華有機專區是全國首見的有機蔬果栽培區，為因應日後相同模式的
生產專區可能遇到的病蟲害問題，故進行其主要害蟲調查，以便之後建立相關防治模式。
38

東華有機專區主要種植作物有瓜類、番石榴、甘藍與玉米等，以 99 年調查結果發現，其
植物保護

族群密度較高的害蟲為瓜實蠅與斜紋夜蛾兩種。斜紋夜蛾族群高峰於 10 月之後，瓜實蠅
族群高峰在 5-9 月之間。

宜蘭與花蓮地區東方果實蠅與瓜實蠅之監測
東方果實蠅為果樹類重要害蟲，瓜實蠅為瓜果類的重要害蟲。為提前告知農民適時
進行防治，99 年度於宜蘭縣設立 26 個監測點，於花蓮縣設立 34 個監測點，以克蠅香誘
殺劑同時進行東方果實蠅與瓜實蠅族群變遷監測。依據監測點的結果顯示，宜蘭地區東
方果實蠅發生高峰於 8 月至 10 月，旬密度最高為 130.6 隻 / 誘蟲盒，最低 2.6 隻 / 誘蟲盒；
瓜實蠅發生高峰於 6 月至 8 月，旬密度最高為 168.4 隻 / 誘蟲盒，最低 0.9 隻 / 誘蟲盒。
因此建議宜蘭地區農民於 5 月至 11 月列為東方果實蠅與瓜實蠅的重點防治時間。花蓮地
區東方果實蠅的發生高峰於 7 月至 9 月，
旬密度最高 287.7 隻 / 誘蟲盒，最低 21.2
隻 / 誘蟲盒；瓜實蠅發生高峰於 5 月至 8
月，旬密度最高為 292.4 隻 / 誘蟲盒，最
低 11.4 隻 / 誘蟲盒。因此建議花蓮地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農民於 5 月至 10 月列為東方果實蠅與瓜
實蠅的重點防治時間。除利用誘殺劑進行
區域共同防治外，應善用黃色黏板及適時
清園，以減少農藥的施用，達到較佳的防
治效果。

◤

宜蘭地區青蔥甜菜夜蛾與斜紋夜蛾之監測
青蔥為宜蘭地區重要的經濟作物，生長期間青蔥容易受到甜菜夜蛾與斜紋夜蛾為害，

民國

造成產量上的嚴重損失。為提前告知農民適時進行防治工作，99 年度於宜蘭縣三星鄉、
員山鄉、壯圍鄉與宜蘭市設立 10 個監測點，以甜菜夜蛾性費洛蒙與斜紋夜蛾性費洛蒙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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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監測。依據監測點的結果顯示，宜蘭地區甜菜夜蛾的發生高峰於 6 月至 8 月，旬密度
最高為 16.1 隻 / 誘蟲盒，最低為 0.1 隻 / 誘蟲盒；斜紋夜蛾的發生高峰於 5 月至 7 月，
旬密度最高為 72.8 隻 / 誘蟲盒，最低為 3.9 隻 / 誘蟲盒。因此建議宜蘭地區農民於 5 月
至 9 月列為斜紋夜蛾與甜菜夜蛾的重點防治時間，除了利用性費落蒙進行區域共同防治
外，應同時施用蘇力菌等微生物製劑防除夜蛾類幼蟲，以減少農藥的施用，達到較佳的
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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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野鼠棲群密度監測與防除
植物保護

為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執行「作物有害物整合性防治」計畫，
99 年度於宜蘭縣三星鄉和花蓮縣鳳林鎮農田進行野鼠監測調查，於滅鼠週前進行第一次
監測，結果顯示每公頃野鼠密度分別 20.2 和 17.3 隻，以小黃腹鼠佔最多。滅鼠週後進行
第二次監測後，結果密度分別為 1.2 和 0.7，三星鄉和鳳林鎮野鼠防除率分別達 94 和為
95.9%，顯示滅鼠週防治工作效果良好。

農業氣象資訊與防災技術諮詢服務
99 年轄區內分別受到凡那比颱風與梅姬颱風的侵襲，花蓮縣列為凡那比颱風農業天
然災害現金救助地區，宜蘭縣則為梅姬颱風農業天然災害青蔥專案現金救助地區。本場
配合相關勘查與抽查作業方面出動超過 50 人次，相關新聞稿 5 篇。共成立凡那比及梅姬
風災 2 個「災後復耕技術服務輔導團」，積極下鄉輔導受災害農民復耕及相關栽培及病
蟲害防治等工作，共進行輔導 339 次，輔導農民 5,248 人，耕作面積達 4,130 公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農作物安全用藥宣導暨蔬果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

民國

安全用藥技術；配合每年農藥安全使用宣導月，加強本區農藥管理，安全用藥教育宣導，

年度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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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國產蔬果安全衛生品質，推動安全農業施政措施，至 99 年輔導吉園圃續約及
新申請累計班數共達 128 班 ( 宜蘭縣 61 班，花蓮縣 67 班 )，並配合推動宜蘭縣三星鄉
及花蓮縣吉安鄉成為吉園圃安全用藥示範區，而三星鄉及吉安鄉全鄉之蔬果產銷班全數
均為吉園圃產銷班，則為全國唯二兩個全鄉產銷班均為吉園圃班之示範鄉鎮，將持續輔
導推動，使全鄉鎮地區產銷班產品皆具有吉園圃安全用藥標章。辦理安全用藥講習，推
薦可使用農藥及用法，產品農藥殘留抽檢及標章使用管制等，並主辦或參加蔬菜、果樹
及水稻等安全用藥及病蟲害防治講習會共計 92 場次 5099 人次以上參加，有效輔導農友
同時由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加強抽測，並配合追蹤教育不合格者。轄區全年共計抽測
693 件，其中不合格佔 35 件，宜蘭縣合格率為 94.87%，花蓮縣合格率為 94.99%，平均
合格率為 94.93%，不合格者多為超量使用或使用未經核准推薦使用於該類作物之藥劑。
已由本場進行追蹤教育，建議其使用推薦藥劑及改善其防治技術，並從檢驗報告中瞭解
農民使用之易殘留藥劑種類，輔導其改善正確用藥，同時進行多項試驗以供農民防治參
考，期能達成安全用藥，提供消費者安全可靠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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