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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矽酸鉀

1. 屬於慣行、有機友善農法均可使用之免登
記植物保護資材，可預防稻熱病。

2. 建議於插秧後 30日和抽穗前連續施用 2
至 3次 (每 7日全株噴施 1次 )1,000倍矽
酸鉀稀釋液。

3. 矽酸鉀產品本身為鹼性，調配時請佩戴手
套，施用時需有適當呼吸防護措施。

4. 若與其他藥劑或資材混用需注意是否有沉

澱現象。

結   語

根據本場田間試驗，若能及時施用預防性藥劑

或資材進行處理，對病害防治效果良好；然而，若

發病後再行施用，則防治效果欠佳。綜上所述，撲

殺熱與亞磷酸可兼防稻熱病及白葉枯病兩種病害，

施用撲殺熱藥劑本身較貴但較省工；亞磷酸雖便宜

但連續噴施較耗人力，執行有機友善或想減用化學

農藥者可參考使用。由於稻熱病好發於陰晴不定且

陰雨綿綿的天氣，噴完農藥後若遇下雨則流失掉，

或連續降雨無法作業而錯過防治時機，則治療效果

往往不如預期，需多次噴施，亦提高了用藥及人力

成本；相較之下，在雨季前適時適量施用亞磷酸或

撲殺熱粒劑，或在施穗肥時合併施用，不但省時省

力，也較無農藥殘留疑慮，相對安全許多。作物病

害發生通常和栽培技術息息相關，植物保護應著重

在預防觀念，落實合理化施肥搭配栽培技術，適時

施用誘導植物產生抗病的藥劑或亞磷酸進行預防，

不但能達到無農藥殘留問題，經整合性管理後更能

有效減少稻熱病或白葉枯病的發生，維持經濟產量

與稻米品質。

稻熱病及白葉枯病
誘導抗病防治水稻

/ 蔡依真 /

▲本場於田間辦理水稻病蟲害整合性管理示範觀摩會並說

明整體效益

▲白葉枯病試驗田示範區病發病顯著低於農友處理區

花改場示範區 農友處理區

藥劑或資材 撲殺熱 亞磷酸 矽酸鉀

屬性 化學農藥 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 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

安全採收期 無 無 無

防治對象 稻熱病及白葉枯病 稻熱病及白葉枯病 稻熱病

建議施用時機及
次數

插秧後一個月及孕穗期各
1次

插秧後一個月及孕穗期，
每 7日 1次，連續 2-3次

插秧後一個月及孕穗期，
每 7日 1次，連續 2-3次

適用農法 慣行 有機友善、慣行 有機友善、慣行

※撲殺熱、亞磷酸及矽酸鉀特性比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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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稻熱病與白葉枯病各為水稻產業一、二期作重
要的流行病。每年綿綿春雨期間，稻熱病菌在溫暖

高濕下重複侵入感染完成多次的病害環，若未及時

防治，常造成嚴重產量損失；而白葉枯病在高溫高

濕下容易發生，尤以在分蘗盛期如遇颱風則常成大

規模流行性病害，不僅會影響稻穀產量，且使穀粒

不飽滿，米粒外觀及食味也不佳。面對水稻可能因

病導致的減產危機，防治之道首重「預防」。建議

農民先從栽培方式及習慣改變，即可減輕病害造成

的損失，方法包括採七或八寸株距插植、減少每叢

枝數以利通風，以及合理化施肥（氮肥控制），發

病前施用可誘導植物產生抗性的藥劑或資材，再依

病害發生及天氣變化調整施藥時機及頻率。以下將

介紹如何適時施用抗病誘導藥劑或資材，讓水稻像

被打過預防針一樣，植株產生抗性之原理及實際應

用。

植物免疫模式及誘導抗病藥劑或 

資材簡介

植物抵禦生物侵入危害的方式眾多，包括產生

一系列具有多種功能的抗菌蛋白、酵素及化學物質

等。當病原菌侵入植物第一道屏障 (表皮層、細胞
壁 )後，植物細胞表面或內部的免疫反應受器就會
接收到，受體放出訊號能使植株迅速反應而產生亞

磷酸、水楊酸、茉莉酸、離層酸等酸性化合物，來

藉此抵禦病原或增強逆境抗性。

國內水稻上具誘導抗病性的核准用藥－撲殺

熱，其作用機制為激發水稻抗病基因 RPR1的表現，
可增加水楊酸產生，因而獲得系統抗病性，對水稻

稻熱病及白葉枯病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需於病害

尚未發生前或初期發病時即開始處理。在生物製劑

或植保資材方面，目前可應用於作物誘導抗病之種

類包括：(1)有益微生物。如：枯草桿菌、木黴菌、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等，可由抗生物質抑制病原生長

或誘導植物產生抗性；(2)中性化亞磷酸：可啟動
植物防禦系統植保素等酚類物質進行作用；(3)甲
殼素類：大多數從蝦蟹殼或昆蟲等所萃取之天然高

分子物質 (甲殼素、甲聚醣 )，可做為活性訊號激
發植物啟動防衛系統，具有促進植物生長效果。(4)

可溶性矽。如：矽酸鉀為常用的可溶性矽之一，在

植物病害防治上可能與物理阻力或誘導抗病有關，

其詳細機制仍有待進一步探討。上述四類均屬於有

機農法可參考使用之安全性植保資材。

常用誘導抗病資材— 

中性化亞磷酸調製方法

中性化亞磷酸為目前農友較易取得之有機適用

防病資材；現雖已有可直接加水稀釋的亞磷酸產品

上市，然仍需農友自行酸鹼中和之商品仍不在少數；

為提醒農友在自行中和配製亞磷酸時需注意的特性

和安全操作細節，故介紹如下，供農友自行選擇運

用： 

一、亞磷酸本身是強酸，水溶液的酸鹼值約為 2 – 
3，故需以鹼性物質 (氫氧化鉀，強鹼 )中和至
pH 5.5-6.5 後，才能施用於植物體上。

二、操作亞磷酸與氫氧化鉀時，建議配戴手套操作，

避免直接接觸化學物質。

三、中和亞磷酸時，建議藥桶中務必先加稀釋用水，

切勿空桶混合亞磷酸及氫氧化鉀後才加水，以

免造成中和時釋放大量熱能導致噴濺造成危

險。

四、如欲製備 500公升之 1,000倍中性化亞磷酸稀
釋液，建議先將 500公克亞磷酸加入 500公升
水中溶解，再將等量氫氧化鉀 (500公克 )緩
慢加入亞磷酸溶液並攪拌均勻，待中和反應完

成後即可使用。

五、配製好之中和稀釋液盡量於當日使用完畢，以

發揮最佳效果。

六、由於亞磷酸較易潮解，開封後最好蓋妥並置於

乾燥處。

七、農友在購買亞磷酸相關產品時，需先看清楚該

商品標示說明是否可直接加水稀釋後使用，還

是要與氫氧化鉀中和後才能噴施。

八、與其他藥劑或植保資材之混合施用：避免與銅

劑或鹼性藥劑混合施用。建議先行中和後，再

視需要或添加的資材特性加以混施。

誘導水稻產生抗病性之 

田間應用技術

在水稻病害管理實務上，若看到發病時再行

施藥往往防效較為有限，也可能因此過量用藥；有

鑑於近年氣候變化，本場常接獲農友反映因連續降

雨導致即使多次施藥亦防效不佳的情形，尤其部分

稻田位於山區附近濕度高，更為稻熱病發生風險較

高地區，故本場進行田間試驗及示範預先施藥預防

病害之模式，參考國內外學者曾發現利用水楊酸、

磷酸氫二鉀、氯化鐵或矽酸鉀等物質可降低稻熱病

發生之相關研究，再加以考量藥劑及資材的易取得

性，針對可誘導植株產生抗病性的化學農藥 (撲殺
熱 )及有機友善可參用使用之資材 (中性化亞磷酸、
矽酸鉀 )，評估對於稻熱病及白葉枯病之田間防治
效果，其相關技術具體操作方式詳述如下，以下藥

劑或資材可視田間狀況需求擇一或搭配施用：

一、撲殺熱粒劑

1. 慣行農法適用之化學農藥，可預防稻熱病
及白葉枯病。

2. 建議於插秧後 30日及幼穗形成期前 (施穗
肥時可一併使用 )各別處理一次，施用時
每公頃施藥量 30公斤。

3. 注意施藥時稻田內應保持水深 3-5公分，
維持 4-5日。

二、中性化亞磷酸

1. 屬於慣行、有機友善農法均可使用之免登
記植物保護資材，可有效預防稻熱病及白

葉枯病。

2. 一般建議於插秧後 30 日和抽穗前連
續 施 用 2 至 3 次 ( 每 7 日 全 株 噴 施 1
次 )1,000~1,500倍中性化亞磷酸，其防治
率最高可達 50%以上，防治效果與一般農
友常用的三賽唑及撲殺熱藥劑相近。

3. 需注意若秧苗期已開始發生病斑，則施用
時機可再提早，或搭配核准之生物製劑

(如：枯草桿菌 )一起施用，效果較佳。

▲ 稻熱病發病病徵 ▲ 白葉枯病造成葉緣枯乾情形

▲ 山區附近田區濕度高，

稻熱病發病風險亦較高，

建議應及早預防

▲ 1,000 倍亞磷酸與氫氧化鉀

中和配製流程 
( 以一公頃藥水量 500 公升

為例 )

將亞磷酸500g
加入500公升水中

將等量之氫氧化鉀
(500g)緩慢加入
亞磷酸溶液並攪勻

500公升1,000倍亞磷酸
稀釋液配製完成
建議當日使用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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