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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案件分析— 

以 2011 至 2013 年案件統計為例 1 

蔡依真 2、翁崧夏 3、陳任芳 4、林立 5、沈恕忻 6、楊大吉 7 

摘 要 

本研究以 2011 年至 2013 年本場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站收件樣本進行調查分析，結果顯示三年累計

服務件數達 1,465 件，其中以農民親自送件為主（佔 45.3%），送件樣本類別以蔬菜及果樹為 大宗，案

件數比例分別為 40.4%及 31.1%，其他依序為水稻（8.1%）、花卉（7.7%）、雜糧（4.3%）、林木（4.3%）、

特作（3.4%）及雜草（0.7%）。診斷結果以病害比例 高（48.5%），其次為蟲害（35.3%）及其他（16.2%）。

徵詢以用藥處方為主，所佔比例為 45.9%。另外，有關有機農業相關問題的詢問人次比例，亦有逐年增

加的趨勢，結果由 2011 年的 16.2%上升至 2013 年的 30.8%。本研究之分析結果可呈現轄內農友作物病

蟲害發生的概況，將有助於提供本場後續研發病蟲害管理與推廣服務。 

（關鍵字：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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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臺灣氣候高溫多濕，在農作物生產上常年面臨多樣的病蟲害威脅，且近年來由於氣候變遷，伴隨豪

雨等劇烈天氣變化，使有害生物對作物的威脅日趨嚴重且難以預測（Kiritani, 2006；Rosenzweig et al., 

2001）。此外，隨著貿易頻繁及栽培模式改變而衍生新的病蟲害，也成為害物管理上的一大挑戰（Pimentel 

et al., 2004；Fox and Narra, 2006）。農民在生產農作物面臨病蟲害問題時，常依據前人田間經驗，或是求

助農藥店，因缺乏正確的田間病蟲害診斷，而未能準確地對症下藥，甚至以錯誤的觀念和防治方式逕自

用藥，容易因超量或使用未推薦化學藥劑，造成農藥殘留不合格率增加，影響消費者健康。為因應農民

對於病蟲害防治的需求日漸增加，於 1985 年起，臺灣省政府農林廳即編列預算補助農業試驗改良場所及

大學設置「農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站」，作為服務農民作物病蟲害診斷鑑定之窗口，農友可直接送待檢樣

品至各區農改場的診斷服務站尋求診斷，研究人員也會視情況親赴現場實地勘查。而各區農改場也藉由

病蟲害診斷服務，了解轄區內農作物之栽培問題並蒐集各類作物疫病蟲害之資料，以作為後續研究課題

（曾等 2011；陳等 2014）。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站除了協助農友有效管理病蟲害之外，更因及早防治而

降低農藥之濫用，對農民收益、農產品安全及消費者健康有著不容忽視的重要性（Fox and Narra, 2006）。 

地區農業改良場做為第一線面對農民之研發暨推廣機關，肩負維護糧食生產與食安的重責大任，致

力於輔導農民提升農作物產量與品質，並在協助監測與診斷作物有害生物及輔導防治技術上扮演關鍵角

色。在七個區農改場中，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負責輔導宜蘭及花蓮地區農民，自 70 年代中旬設置作物病蟲

害診斷服務站後開始為花宜地區農友提供免費之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服務內容包括：病蟲害診斷鑑定、

抽樣調查、病蟲害防治技術及安全用藥指導…等等，提高農民收益與維護消費者健康。近年來，花蓮區

農業改良場更增設有機農業驗證協助輔導專人，並在防治諮詢上主動提供非化學農藥防治建議等服務，

有助於提升轄區內農友投入有機，以及減少有機農戶因病蟲害所造成的損失。此外，本場亦透過辦理講

習及示範觀摩以及平時與農友接觸的機會，輔導其準確鑑識病蟲害之相關知識。並在地方農會的協助下，

各區農改場人員更能有效掌握地區性作物生長與病蟲害發生的即時資訊，第一時間發現病蟲害消長狀

況，預先發送警報給予轄區內廣大農友，提供預先防治的方法與建議，以減少病蟲害的發生。本文以 2011

年至 2013 年本場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站收件樣本為例，從不同角度與問項探討分析轄區農民應用此項服

務之情形，暸解目前病蟲害發生的狀況與趨勢，以作為本場檢討與改進為民服務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 研究對象：本場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站自 2011 年至 2013 年收件樣本。 

二、 研究方法： 

（一） 診斷單問卷設計：作物病蟲害診斷單設計之問項核心內容包含：受理對象之基本資料、受害

田區及農事操作概況等，針對受理對象的需求， 後提供該案診斷結果與建議 （附錄一）。 

（二） 診斷服務收件方式：本研究之診斷服務收件方式，包括農民親自送件、其他單位轉診、田間

實務診斷、電話、電子郵件、LINE 通訊軟體以及臉書訊息留言等。 

（三） 資料統計與分析方法：將受訪者的個人基本資料、案件來源及診斷結果等均以 Excel 2003

試算軟體，作為分析工具，並進行次數分配、平均數及百分比等統計量加以描述，比較分析

樣本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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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 資料蒐集與歸納 

本場依據受理對象諮詢方式、作物別、作物受危害類別以及受理對象諮詢內容，各部份分別細分成 

28 個細項 （表一），表件主要參照植物疫情資訊網的診斷服務表內容，再增修一些細項以配合本場轄區

內部份受理對象的生產模式，例如「有機農業」；另外，由於轄區內新進農友占有相當的比例，本場植物

保護研究室亦經常提供資材供新進農友試用及相關病蟲害防治書籍專刊供農友參閱，故新增「資材索取」

此細項。近三年來，每年疑義案件約至少 20 件，故增設「需至田間觀察」分析項，即時至田間現場採樣

並帶回作更深入的診斷，病害部分通常因涉及組織分離、培養及鑑定，故需時較長；近年來小型昆蟲因

蟲體小易藏匿，農友較難以肉眼方式發現，因此只見病徵卻無法判別為何種原因傷害作物，因此需至田

間觀察或帶回樣品鏡檢皆需要一段確診時間，而病害和蟲害確診作業時間平均分別為 7-14 天和 3-7 天不

等。 

 
表一、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之資料蒐集與歸納 
Table 1. Information of diagnostic services for crop pests and diseases during 2011 to 2013.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Details 
Number of cases (Percentage %) 

2011 2012 2013 Subtotal 

The way of 
consultation 

Personal delivery  220 (44.6%) 183 (39.1%) 292 (50.9%) 695 (45.3%) 
Referral 37 (7.5%) 14 (3.0%) 36 (6.3%) 87 (5.6%) 
Phone call 95 (19.3%) 117 (25.0%) 125 (22.1%) 337 (22.0%) 
E-mail 33 (6.7%) 46 (9.8%) 49 (8.5%) 128 (8.3%) 
Training courses 22 (4.5%) 48 (10.3%) 16 (2.8%) 86 (5.6%) 
In farm 75 (15.2%) 40 (8.5%) 32 (5.6%) 147 (9.6%) 
Other 11 (2.2%) 20 (4.3%) 24 (4.2%) 55 (3.6%) 

Crop 

Rice 38 (7.9%) 36 (7.6%) 56 (8.7%) 130 (8.1%) 
Cereal 20 (4.1%) 17 (3.6%) 32 (5.0%) 69 (4.3%) 
Special crop 22 (4.6%) 19 (4.0%) 15 (2.3%) 54 (3.4%) 
Fruit 135 (28.0%) 134 (28.1%) 227 (35.2%) 496 (31.1%) 
Vegetable 205 (42.4%) 207 (43.5%) 235 (36.5%) 647 (40.4%) 
Flower 34 (7.0%) 35 (7.4%) 55 (8.5%) 124 (7.7%) 
Weed 3 (0.6%) 4 (0.8%) 5 (0.8%) 12 (0.7%) 
Forest tree 26 (5.4%) 24 (5.0%) 19 (3.0%) 69 (4.3%) 

Causal agent 

Disease 257 (59.2%) 158 (41.9%) 267 (44.8%) 682 (48.5%) 
Insect 103 (23.7%) 145 (38.5%) 248 (41.6%) 496 (35.3%) 
Mites 10 (2.3%) 16 (4.2%) 18 (3.0%) 44 (3.1%) 
Agricultural chemical 11 (2.5%) 7 (1.9%) 8 (1.3%) 26 (1.8%) 
Fertilizer 3 (0.7%) 3 (0.8%) 0 (0.0%) 6 (0.4%) 
Other pest 6 (1.4%) 9 (2.4%) 6 (1.0%) 21 (1.5%) 
Weather 17 (3.9%) 12 (3.2%) 15 (2.5%) 44 (3.1%) 
Nutrient 27 (6.2%) 27 (7.2%) 34 (5.7%) 88 (6.3%) 

Consulting 
content 

Organic agriculture 45 (16.2%) 53 (15.2%) 148 (30.8%) 246 (22.2%) 
Pesticide consultation 123 (44.2%) 202 (57.7%) 188 (39.1%) 513 (45.9%) 
Ask for material 60 (21.6%) 61 (17.4%) 70 (14.6%) 191 (17.2%) 
Ask for booklet 11 (4.0%) 6 (1.7%) 20 (4.2%) 37 (3.7%) 
Others 39 (14.0%) 28 (8.0%) 55 (11.4%) 12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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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結果與分析 

在農民諮詢方式方面，本場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站之受理對象大多為農友，少數為一般民眾、其他

試驗人員、政府單位及農藥商。經統計結果顯示（圖一），宜蘭地區自 2011 年收件達 200 件，2012 和 2013

年則分別降至 159 和 157 件，推論由於正確用藥知識的宣導，搭配公辦講習會的講述，提升了宜蘭地區

內農友對於病蟲害的正確診斷知識及有效防治；花蓮地區收件數自 2011 年的 266 件增加至 2013 年的 378

件，推論係因本場積極推動有機農業之發展，詢問有機農業相關栽培及防治技術者於 2013 年明顯增加近

100 件；另外，其他地區每年累計不超過 40 件，多數為非轄區內農友和一般民眾詢問有機農法應用於作

物栽培的技術和觀念，由此顯示出本場致力於有機農業之發展的成效已不僅影響轄區內農友的操作方

式，更逐漸擴及非轄區內的農友。整體而言，三年服務累計件數各為 493、468 及 574 件，總共 1,535 件。 

 
圖一、2011-2013 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之病蟲害診斷諮詢件數消長情形。 

Fig. 1. The cases of crop pest diagnostic services registered by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2011-2013). 

 
諮詢方式包括：田間與講習會現場病蟲害診斷 233 件（15.2%）、農友自送或轉送 782 件（50.9%）、

電話及電子郵件 465 件（30.3%）、需至田間觀察之疑義案件 55 件（3.6%）（表一）。其中講習會、電話

詢問紀錄案件實際上多於登記在案之件數，主因為部分諮詢者急切需要立即性答覆或無意願提供聯絡資

料。誠如表一統計結果顯示，農民偏好親自送件，並由本場植物保護研究人員親自問診及說明，使農民

得以儘速進行適當之病蟲害防治，藉由農友主動和本場聯絡並了解田區現況，也有助於我們傳授正確和

新穎的觀念給予農友，並掌握轄區疫情控制情形；其次諮詢方式則為電話及電子郵件。 

在諮詢件數方面，花蓮地區的農友諮詢次數於 2013 年時增加至 350 件以上（圖一），推測與近年來

本場積極培育年輕化優質農業人力有關。2011 年時，本場更整合資源開辦農民學院系統性的教育訓練，

宜花地區青年農友人數亦有增加趨勢（曾等 2013），且本研究觀察到大多數中老年或較無使用網路之農

友（欲立即性瞭解問題或在談論過程中進一步諮詢更多相關問題者）偏好電話詢問，而青年農友與非宜

花地區民眾則較多使用電子郵件洽詢（數據未顯示）；此外，近年來部分農友亦常利用手機通訊軟體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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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本場亦主動藉由網路分享與傳送完整之病蟲害防治相關資料予農民，相較於供應一般傳統紙本或

書籍資料，可達到節能減碳及節省經費之功效。 

在作物諮詢類別方面，本研究結果發現以蔬菜及果樹為大宗，案件數比例分別是 40.4%及 31.1%，

其次為水稻（8.1%）、花卉（7.7%）、雜糧（4.3%）、林木（4.3%）、特作（3.4%）及雜草（0.7%） （詳

如表一），符合轄區內作物以果樹、短期葉菜類和水稻為主要作物之情形；而短期葉菜類中，非宜花地區

農友主要詢問青蔥、龍鬚菜及山蘇等轄內特色作物。另 2011-2012 年果樹類診斷案件比例皆低於 30.0%，

至 2013 年所佔比例上升至 35.2%，初步推論可能為氣候環境問題導致長期栽培的果樹病蟲害風險提高，

此外，本場為加強作物健康管理的推動，亦主動於轄內重要特色果樹（金柑及文旦）產地召開講習或觀

摩會，並宣導本場病蟲害診斷服務的功能，故文旦及金柑之案件數量佔果樹病蟲害診斷案件中的相對比

例較高（數據未顯示）。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雜糧作物之詢問度亦從 4.1%（2011 年）逐漸增加至 5.0%（2013 年），推論

係因行政院農委會於自 2013 年初起實施「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全面推動活化休耕農地，並積

極推廣本土大豆及硬質玉米的在地生產（余 2013a；余 2013b），鼓勵農友種植雜糧，進而反映在相關病

蟲害防治的諮詢量提高。近年來，有關林木疫情的諮詢每年皆占 3.0-5.0%，部分無法解決之案件則協助

引導轉由林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診斷處理。 

在作物受危害之類別方面，經統計 2011 至 2013 三年案件發現，診斷結果涵蓋病害、蟲害，有害動

物、雜草、疑似藥害（如需確診，則送件人自費送相關檢驗單位）、污染、生理障礙及氣象災害等等。以

病害案件數 多，高達 682 件，佔所有案件數 48.5%；其次為蟲害，達 496 件，佔所有案件數 35.3% （詳

如表一）。 

值得一提的是，蟲害案件數量有逐年增加情形，2011 年到 2013 年之案件數由 103 件增加至 248 件，

推論蟲害之發生可能與氣候變遷有關，因氣溫升高使得害蟲生長積溫升高，且氣溫與害蟲世代數的關係

呈現正相關 （McMichael et al., 2006；林 2008），本場仍須加強宣導農友進行區域性防治蟲害等適當措

施。且經曾等人（2011）研究發現，農改場工作人員常藉由與當地農友的密切互動，監測各地區病蟲之

消長，一有異常現象立即通報改良場，再由改良場發布警報，此互動近年來日益增加，故害蟲的諮詢案

件數也隨之增加。 

再者，作物營養生理失調造成農民誤判為病蟲害的案件亦自 2011 年至 2013 年皆佔總其他案件數的

5% 以上（表一），此結果反應出農友對於作物營養素缺乏等症狀的經驗仍有所不足，故較易造成誤判，

或作物整合性健康管理的觀念仍未於大多數農友身上落實，日後本場應持續加強宣導。 

在農民諮詢內容統計方面，非宜花地區民眾透過電話和電郵，或其他農業改良場轉介，向本場植保

研究室洽詢有機農業及轄內特色作物病蟲害問題，尤其在諮詢有機農業及非農藥防治技術方面有逐漸增

加的趨勢，案件數自 2011 年的 45 件增加至 2013 年的 148 件，佔總諮詢類別案件數 30.8% （表一）；此

外，用藥諮詢仍為每年農友諮詢重點，且比例逐漸降低，詢問內容也不再僅限於病蟲害防治用藥種類，

而有部份轉為詢問採收後期可否用藥劑、或用藥時機及安全採收期等現象，顯示現階段農友對於安全用

藥的觀念意識逐漸提升，此乃提升農作物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環。 

農友 想知道的即為防治方法，而防治方法中之用藥處方為多數農友諮詢的主要目的，所佔比例為

45.9%，顯示農友對於藥劑使用的依賴度仍高度存在，若無適時和正確地進行安全用藥宣導，易導致農

友養成「病急亂投醫」的錯誤習慣，間接促成「急診室」式的農業操作方式。以轄區內柑桔類果樹和文

旦為例，因種植比例較高，農友經常集中於採收前 1-2 個月詢問用藥，顯見農友越來越注意果品及食安

規範，並在採收後多洽詢清園技術，以預防來年病蟲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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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本場植物保護專業人員詢問後發現，近年來農友越來越熟悉植物保護手冊的使用方式，但若未

搭配班會講習課程的輔助，部分農友或新進農友仍無法清楚了解安全用藥的規範和適當的藥劑防治技

術。爾後如何善加利用作物防治示範觀摩以達到有效推廣和改善農友防治觀念和操作方式，仍是本場植

物保護研究室的一大課題。 

結論與建議 

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站的 大目的為正確診斷病蟲種類，避免病蟲害嚴重發生時導致產量減少，且

嚴重影響作物產品品質，造成農民巨大損失。病蟲害一旦發生，本場除了正確診斷鑑定病原、害蟲，防

止病蟲害連續發生造成更嚴重損害，更積極擬定緊急防治計畫，以保護作物達到穩定生產之目的。 

近年來，農友不論於農會講習、公辦講習、自辦講習或是觀摩會中亦經常發問病蟲害防治方法，本

場研究人員更積極參與各地區產銷班班會，第一線接觸農友主動了解，帶回待解問題進行討論以研擬解

決方式，或建議農會額外增開示範觀摩，以提升地方農友病蟲害防治的觀念。 

經由本研究調查發現本場作物病蟲害診斷樣本數除宜花地區農民外，亦有一定比例之外縣市農民利

用本項服務，其中包括透過農民學院或電話訪談方式，且洽詢主題大部份為尋求有機栽培模式下之病蟲

害防治，顯見本場在有機農業上之研究及推廣成果頗受外界肯定。目前農民在病蟲害防治雖仍以化學防

治為大宗，惟近年來詢問有機可用資材及非農藥防治方式者亦有增加趨勢。 

農村人力及青年農民輔導為政府近年來積極推動之重要政策，以期培育高水準的農業人才，成為台

灣農業發展 重要的資源。本場植物保護研究室為確實強化宜花地區農業人力資源於植物保護方面之素

質及知能，建議今後辦理各項農業專業訓練課程時，應商度參考本研究各類實體課程需求程度之調查結

果及趨勢，依農民實際需求，加以設計適當的訓練課程，並規劃有系統及制度化之教育訓練，方能有效

增進轄區農民的知能，更而提升轄區產銷班之產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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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is the Cases of Plant Disease and Pest Diagnosis in 

HDARES – The Sample Cases Served from 2011 to 20131 

Yi-Chen Tsai2 Sung-Hsia Weng3 Jen-Fang Chen4 Li Lin5 Hsu-Hsin Shen6 Ta-chi Yang7 

Abstract 

From 2011 to 2013, all the cases of plant diseases and pests diagnosed by plant disease and pest clinic 

station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farmers preferred delivering their problem plants to the 

station by themselves, and it accounted for 49.5% among 1465 cases in three years. In the crop sorts, vegetable 

and fruit crops for diagnosis got 40.4% and 31.1% respectively, following by rice (8.1%), flower (7.7%), cereals 

(4.3%), forest tree (4.3%), special crops (3.4%), and weed (0.7%). The cases of causal agent diagnosis revealed 

the diseases as the major part of problem plants accounting for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48.0%, following by 

pest of 36.7% and the other causes of 17.4%. Farmers always required the prescriptions for solving their 

problems (45.9%) rather than just consult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cases related to organic agriculture 

increased from 16.2% in 2011 to 30.8% in 2013. This report offered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us to improve 

the diagnosis service in future. 

 

 

Key words: plant disease and pest diagnosis service, p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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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農作物病蟲害診斷諮詢服務報告表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tion Station 
Crop pest insects and diseases consulting service diagnosis   

收件日期  
receive 
date 

 收件編號 number  

病蟲害發
生地點   

○  花蓮           ○  宜蘭        ○  其他others   

送件人 
basic 

information   

○ B1.農民(farmer)  ○ B2.農藥商(company) ○ B3.其他(others) ○是  ○否原住民 

姓名(name)：                          電話(telephone)： 

 

住址(address)：                         電子信箱(e‐mail)： 

 

耕作方式 ○有機    ○非農藥防治    ○慣行 休耕地活化  ○是    ○否 

作物種類  
crop 

information   

○ C1.糧食作物 grains   
○ C2.雜糧 dry land crops   
○ C3.特用作物 herbal   

○ C4.蔬菜及瓜果類 vegetables 
○ C5.果樹 fruit tree   
○ C6.花卉及觀賞作物 flowers   

○ C7.雜草 weeds   
○ C8.林木 trees   
○ C9.其他 others   

作物名稱 common name：  

被害部位  
damage 
part   

○ D1.根 root   
○ D2.莖 stem   

○ D3.葉 leaf   
○ D4.花 flower   

○ D5.果 fruit   
○ D6.全株 whole plant   

栽培與被害面積：  

 

  

被害描述to describe： 

 

 

土壤、肥培、用藥紀錄： 

 
 

  

  

  

服務類別  
service 
category   

○ E1.診斷diagnosis    ○ E2.處理handle    ○ E3.諮詢advice   

送件方式  
deliver   

○ F1.郵寄by post 
○ F2.自送direct 
○ F3.電話by telephone 

○ F4.傳真by fax 
○ F5.現場採樣view of the scene 
○ F6.會議諮詢by meeting 

○ F7.轉診transmit 

 

附錄一、花蓮區農業改場農作物病蟲害診斷諮詢服務報告表 

Appendix I.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tion station Crop pest insects and diseases 
consulting service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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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結果diagnosis 

鑑定者  
identifier   

○楊大吉    ○陳任芳    ○林  立    ○蔡依真    ○翁崧夏    ○其它 

病害  
plant 
disease   

○ HA1.真菌fungi   
○ HA2.細菌bacteria   

○ HA3.病毒virus   
○ HA4.線蟲nematode   

○ HA5.其他others   

病害名稱 disease：  

蟲害  
insect pest   

○ HB1.椿象類stinkbug 
○ HB2.薊馬類ghrips   
○ HB3.粉蝨類mealworm   
○ HB4.木蝨類Psyllidae   
○ HB5.飛蝨類Delphacidae(plant hopper)   
○ HB6.介殼蟲類scales   
○ HB7.蚜蟲類aphis   
○ HB8.葉蟬類Cicadellidae(plant hopper)   
○ HB9.捲葉蛾類leaf roller   
○ HB10.螟蛾類Snout moth   
○ HB11.夜蛾類noctuid   
○ HB12.潛葉蛾類Gracillariidae(leaf miner) 
○ HB13.毒蛾類tussock moth   

○ HB14.其他蛾類other moth   
○ HB15.蝶類butterfly   
○ HB16.金龜子類dorbettles   
○ HB17.天牛類longicorn   
○ HB18.象鼻蟲類Weevil   
○ HB19.金花蟲類Chrysomelidae   
○ HB20.果實蠅類Tephritidae   
○ HB21.潛蠅類Agromyzidae(leaf miner)   
○ HB22.白蟻類termite   
○ HB23.直翅類orthopter   
○ HB24.其他甲蟲類other coleoptera   
○ HB25.其他others   

害蟲名稱 pest：  

有害動物 
harmful 
animal   

○ HC1.蟎類mites   
○ HC2.鳥類birds   

○ HC3.鼠類rats 
○ HC4.軟體動物molluscs 

○ HC5.其他others   

有害動物名稱 harmful animal：  

其他  
other   

○ HD1.肥料問題fertilizer   
○ HD2.藥害insecticides or fungicides   
○ HD3.鹽害salt   
○ HD4.土壤水份酸鹼度運作問題pH or EC   
○ HD5.光照illumination   

○ HD6.氣候問題climate   
○ HD7.污染pollution   
○ HD8.生長調節劑使用不當 
      Plant Growth Regulator   
○ HD9.雜草weeds   
○ HD10.其他others   

請說明 explain：  

建議事項 
 

hi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