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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定義，作物有害生物綜合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是利用多元化防治方法控制有害生物族群，並配合正確使用農藥，降低其危
害在可接受標準下，以降低作物損失，兼顧有益生物、人類及環境的作物管
理方法。作物有害生物綜合管理之施行須遵循 4 項基本原則:1.優先採用非化
學農藥技術與資材防治有害生物；2.出現重大有害生物威脅時，採取緊急防
治措施，化學防治為最後手段；3.分析有害生物發生原因，訂定相關防治策
略；4.監測有害生物發生情形，並即時調整防治作為。
我國為達到減低化學農藥危害風險及減量目標，自 106 年起推動「化學
農藥十年減半」政策，提出「強化綜合管理，鼓勵友善農業」、「汰除風險
農藥，強化分級管理」、「制訂配套法則，逐步達成減半」三大管理策略。
其中，「強化綜合管理，鼓勵友善農業」策略包括擴大普及非化學防治技術、
鼓勵使用生物防治資材、推動有機與友善耕作及推動農藥實名制等措施，以
期透過推廣 IPM 模式，降低化學農藥使用。另，為配合總統食安五環政見，
爰以「法制作業」、「專區實作」及「教育宣導」三面向併行，推動植物醫
師制度，朝向植物保護、健康保護及環境保護之農業三保目標。
本研討會適逢國立中興大學昆蟲系唐立正教授兼植物教學醫院院長、路
光暉教授、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曾經洲研究員兼主任秘書、農業試驗所余志
儒副研究員等研究先進榮退之際，感念諸位先進多年來在植物保護工作上戮
力付出，在各自研究領域更是貢獻卓著，對吾等後輩不遺餘力地提攜及指導，
謹藉由本次研討會之舉辦，對諸位前輩表達誠摯的敬意及謝意。也期望與會
人員能透過前人的經驗分享，共同激盪與提昇各研究領域的創新，並祝研討
會圓滿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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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芳

序

臺灣地處熱帶與亞熱帶氣候區，常年高溫多濕，又面臨氣候變遷的影
響，利於各種作物病蟲的滋生與繁殖，進而危害作物生長，造成農產品品質
下降與產量損失。農友對於病蟲害的防除仍多仰賴化學農藥的施用，然而台
灣作物種類繁多且單位栽培面積多小於一公頃，病蟲害種類又因作物相而
異，使得病蟲害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也造成農民未正常使用推薦的化學農
藥，徒增病蟲抗藥性與農藥殘留的疑慮，導致消費者健康與生態環境失衡的
風險提升。因此，適當整合應用學研單位所研發的有害生物管理技術，融入
整體栽培管理措施之中，以降低病蟲害族群發展，維持其族群密度在經濟危
害水平之下的整合性病蟲害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技術，實為維
繫農業生產力與環境永續的不二法門。而推廣作物整合管理技術即是達成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2017 年宣示「化學農藥十年減半」政策目標的重要作為。
整合性病蟲害管理技術乃是在農業栽培管理系統下，強調預防勝於治療
的理念，於維護生態平衡的前題之下，抱持包容生物多樣性的態度，整合多
元的防治技術，有效應用於作物有害生物的管理，並配合正確的農藥使用而
達到生產高品質農產品，建立對人類健康與環境友善的多元化田間管理策
略。據此，在擬定整合性病蟲害管理計畫時，至少須掌握四個原則：1. 確實
瞭解田區的作物與有害生物之相互影響系統，2. 應用天敵對抗害蟲，3. 只在
必要時施用化學農藥，以及 4. 整合多種防治方法的互容技術。
本次研討會邀請國內學者專家針對「作物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技術之研
發與應用」議題，提出政策推動的策略，開發各項有害生物管理技術如轉基
因昆蟲、微生物製劑、天敵飼養等技術及非農藥防治資材，並融合各種防治
作為成功撲滅葡萄皮爾斯病，以及紅龍果病害等進行分享與交流。為擴大各
項有害生物防治技術與整合性管理技術成果的影響層面，將各講題之內容匯
集成冊，提供給研發或推動作物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的產官學界參考應用，
祈能加速達成農藥減量之政策目標，並提升農產品安全與品質，維護農業生
產環境之永續經營。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理事長
謹誌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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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台北市，臺灣。

摘

要

作物有害生物綜合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是以生態學為
基礎，綜合不同管理策略與操作方式來栽培管理作物，並儘量減少農藥的使
用，以保育天敵及減緩抗藥性的產生。為了農業的永續，農藥減量使用已成
為全球共同的目標。FAO 已將 IPM 納入作物生產時病蟲害防治首選的作物保
護策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於 2017 年宣示「化學農藥十年減半」
政策目標，訂定 3 大管理策略及 12 項措施，作為化學農藥十年減半的推動依
據，其中推廣作物有害生物綜合管理策略是重要措施之一。防檢局自 2018
年起結合農委會相關試驗改良場所針對重要作物研擬綜合管理策略，強調合
理精準使用化學農藥，綜合運用非化學農藥資材防治等技術。為擴大推動作
物有害生物綜合管理，防檢局規劃透過鼓勵農民使用環境友善資材、結合農
糧署的農藥質譜快檢及優先拍賣、成立儲備植物醫師團隊及設置永續善農獎
等措施以推動 IPM 的執行，提高作物經濟效益進而提高農民參與作物有害生
物綜合管理的意願，逐步減少化學農藥使用量，維護農業的永續。
關鍵詞：作物有害生物綜合管理、農藥減量、植物醫師

緒

言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1985年批准「國際農藥管理行為守則(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on Pesticide Management)」，提供政府監管機構、私營部門、民間社
會團體等管理化學農藥參考，並期望各國可以依循該行為守則訂定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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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的策略，以達到兼顧農業生產、人類健康及環境保護的目標。2013年6
月FAO批准，包括公共衛生殺蟲劑和病媒控制，以擴大“行為守則”的範圍，
期望透過新行為守則的規範，降低農藥對健康和環境的風險，同時提高生產
力、永續性及生計。在病蟲害管理領域，這意味著採用作物有害生物綜合管
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成功減少農藥使用，提高維持數百
萬農民生計的農作物產量、品質及收入(6)。FAO將IPM作為作物保護的首選方
法加以推廣，並將其視為作物生產可持續集約化和減少農藥風險的支柱，推
動的IPM相關計畫包括三個亞洲、近東和西非的區域計畫和幾個獨立的國家
項目，在這些計畫和項目下，FAO提供政策改革和能力建構的援助，並促進
彼此合作。
為達到2006年農藥永續使用所訂定的目標，歐盟2009年通過農藥永續使
用的指引，該指引通過降低農藥使用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風險和影響，促進
使用IPM和替代方法，建立歐盟實現農藥永續使用的框架，例如農藥的非化
學替代品等技術。歐盟亦在2017年出版各成員國依循2009/128 / EC指令，執
行農藥永續使用策略的相關成果，其中強調應用研究、示範農場、諮詢資源
的重要性，以促進自願性實踐IPM(8)。馬爾他競爭和消費者事務局依據歐盟制
訂的2009/128 / EC指令轉換為國家立法，希望建立社區行動框架，以落實執
行農藥永續使用策略，並於2013-2018訂定農藥永續使用第一個國家行動計
畫，確定了減少農藥使用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風險和影響的目標、指標、措
施和時間表，同時鼓勵IPM以及減少農藥使用依賴性的替代方法或技術，另
於2019-2023期間訂定可持續使用農藥的第二次國家行動計畫，鞏固先前確定
的目標、指標和措施，並持續推動執行(7)。日本則於2021年5月提出綠色糧食
體系戰略，其中與化學農藥減量方面之目標與作法為利用智慧農業防除技術
系統，從高風險農藥轉換為低風險農藥，降低對化學農藥的依賴，逐步轉向
病蟲害綜合管理體系，至2040年開發新農藥替代新尼古丁類殺蟲劑，至2050
年減低50%化學農藥使用量(風險基準)(5)。
前揭策略與文件的訂定闡述了減低合成化學農藥危害風險主要步驟包
括：確定農藥使用的必要性、減低對農藥的依賴、訂定農藥減量目標、推行
IPM、推行優良農事操作(GAP)、強化低風險植物保護資材供應及農民的教
育；如果有病蟲害防治的必要時，應優先考慮選用低風險農藥(Low-risk
pesticides)；若要使用合成化學農藥時，應依據農藥核准使用方法及範圍正確
使用。為了達到減低化學農藥危害風險，我國已於2017年起推動「化學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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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減半」政策，訂定3大管理策略及12項措施，除了逐年持續推動相關措施
外，期望結合IPM配套措施加速推動。

作物有害生物綜合管理推動策略與配套措施
依據FAO的定義，作物有害生物綜合管理是一種朝向生態系統的作物保
護方式，其係利用多元化防治方法控制有害生物族群密度於一可接受的經濟
損失範圍，並正確合理地使用合成化學農藥，以降低作物損失，生產高品質
的農產品，兼顧有益生物、人類及環境的作物管理方法。IPM之施行須遵循3
項基本原則: (1)將有害生物族群控制於經濟閥值（Economic threshold, ET）之
下，不需趕盡殺絕；(2)優先採用非化學農藥防治方法與資材；(3)當必需使用
合成化學農藥時，應正確合理使用，降低對生態、人類及環境的影響。IPM
乃結合多種防治方法之應用，以預防（prevention）為主，治療（intervention）
為輔，依據成本、技術水準、作物、藥劑等靈活運用，並考量其他環境與社
會因子。於符合前述IPM原則下，在執行有害生物綜合管理時，可分成3個架
構，包括預防、監測與評估、治療（或稱干預）及6個步驟，包括監視、診斷
與鑑定、監測、選擇適當的防治方法、防治效果評估、教育訓練(2) (3)。
我國為達到減低合成化學農藥危害風險及減量目標，自2017年起推動「化
學農藥十年減半」政策，提出「強化綜合管理，鼓勵友善農業」、「汰除風
險農藥，強化分級管理」、「制訂配套法則，逐步達成減半」三大管理策略。
其中，「強化綜合管理，鼓勵友善農業」策略包括擴大普及非化學防治技術、
加速開發非化學的替代資材與技術、推廣IPM、辦理生物防治資材補貼，及
推動有機及友善耕作等措施，以期透過推廣IPM模式，普及友善環境資材使
用，有效擴散友善耕作，降低化學農藥使用。
IPM的執行是以生態學為基礎，考量經濟利益下，綜合不同管理策略與
技術於作物生產體系，儘量減少化學農藥的使用，以保育天敵及減緩抗藥性
的產生。但作物生產過程以IPM技術與方法進行有害生物管理，除了生產成
本增加，也需要一些專業知識，由於專業輔導人力不足，生產者在專家輔導
下可順利執行IPM，一旦輔導結束，生產者則回歸採用慣行農法進行病蟲害
管理。為使IPM的應用能够持續執行，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綜合蟲害管
理中心主任Roger Magarey提出將IPM視為一個複雜的社會生態系統(Social
Ecological System，SES)，從中找出精進IPM的作法，並落實推廣。SES是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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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間推動IPM的新概念，期望透過此概念及其操作模式的運作，精進IPM策
略，此操作模式主要係結合IPM研究或推廣單位、生產者、通路商進行實體
合作，期望透過價格拉力，引導生產者持續採用IPM進行有害生物管理(9)。
防檢局自2018年搭配相關配套措施逐步落實推動，包括IPM示範推廣、
友善資材補助措施、農糧署的農藥質譜快檢及優先拍賣政策、儲備植物醫師
協力推動、永續善農獎的設立，期望透過鼓勵與獎勵措施及價格拉力，提升
生產者落實使用IPM方法進行有害生物管理的意願。針對此些配套措施說明
如下：
一、IPM示範與推廣
為強化IPM技術研發與推廣，由農委會所屬農業試驗改良場所針對農藥
殘留高風險作物優先研擬綜合管理農藥減量方法，輔導農民優先採行生物農
藥等非化學農藥防治資材，配合作物病蟲害的預防措施、監測紀錄達精準合
理使用農藥的目標，以落實IPM在田間的實際應用，減低農民對化學農藥之
依賴，自2018年累計建立包含草莓、四季豆、百香果等17種作物IPM模式，
輔導農民優先使用非化學農藥防疫資材，落實IPM實際應用，每年平均推廣
1,000公頃，減少逾20%農藥使用量。例如109年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以下
簡稱藥毒所）執行豆菜類IPM，每分地降低10-15 %化學農藥使用；苗栗區農
業改良場擬定以生物防治為主之草莓IPM，每分地可降低51.9%化學農藥使用
量；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推動青蔥IPM，輔導農民增加安全性植物保護資材使
用約20%，每公頃約減用化學農藥約74.5%；農業試驗所（以下簡稱農試所）
執行百香果IPM，每公頃約減少化學農藥使用量57.7%。
二、友善資材補助措施
為利推動IPM，防檢局亦規劃生物農藥、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等友善資
材補助，透過補助政策引導農民使用對環境友善之生物性及低風險植物保護
資材。農糧署訂定的友善環境農業資材補助作業方式，補助項目除原有的有
機質肥料、微生物肥料等，亦納入生物農藥與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農民可
向鄉鎮公所申辦，補助額度依資材購買憑證所列金額補助1/2（生物農藥每公
頃最高補助10,000元，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每公頃最高補助5,000元），自2018
年6月1日起辦理商品化的生物農藥補助措施，2018至2019年推廣9,113公頃，
自2020年起補助標準每公頃由5,000元提高至10,000元，推廣面積為1,0349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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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累計推廣19,462公頃。進一步分析生物農藥使用量變化，2019年生物農
藥使用量較2018年增加逾42％，2020年使用量則維持與2019年相近。此外，
自2020年7月起增加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補助，每公頃最高補助5,000元，2020
年申請面積約3,132公頃，以藉此提高農民使用友善資材誘因，也有助於提升
農民參與有害生物綜合管理耕作的意願。
三、IPM補助措施
為提升農民採行IPM意願，減少對化學農藥之依賴，防檢局參考日本環
境保全型農業政策與病蟲害、雜草綜合治理實施指南(1) (4)，研擬IPM補助措施
及其檢核標準，針對農民執行IPM完成不同比例時給予不同獎勵金額，以鼓
勵農民循序漸進施行IPM。2021年規劃先以經農業試驗改良場所或植物教學
醫院輔導之農民及永續善農獎入圍農民等為補助對象；補助作物種類則規劃
優先納入具備IPM完整模式及其檢核標準的設施番茄與草莓，後續再滾動檢
討補助作物與對象。為利農民了解IPM，除將其操作方式區分為預防、監測
與防治等3部份外，並增列其他類區納入農藥減量、生態與永續、購買農藥時
登錄身分字號之農藥販售證明等項目；另檢核表之內容力求簡要，以利農民
填寫檢核表及後續查核作業。
四、農藥質譜快檢及媒合銷售通路
為提升食品安全管理，落實源頭管理，藥毒所建置質譜快檢方案，導入
新式質譜化學快檢技術，可於20至30分鐘內精準檢驗目前國內經常使用且被
驗出約200種農藥，有助批發市場達成農產品先檢驗後銷售之管理機制，大幅
提升檢驗即時性及準確性，具體發揮農藥快速檢驗安全把關之成效。農委會
所屬試驗改良場所推動高風險農藥殘留作物有害生物綜合管理，亦自2020年
開始納入農糧署的質譜快檢及優先拍賣政策，藥毒所輔導之菜豆質譜快檢合
格率為95%，農試所輔導百香果之農藥殘留檢驗合格率約提高10%；另質譜
快檢方案採用先檢驗、後銷售的模式，質譜快檢合格產品藉由專用包裝紙箱
或特殊批號貼紙標示作區隔，帶動承銷業者踴躍出價，大幅提升快檢把關合
格農產品的售價，前述輔導生產之菜豆售價提高約2%，百香果售價則提高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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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儲備植物醫師協力推動
為擴大IPM推行，除現有農委會所屬試驗改良場所研究人員外，還需具
備病蟲害診斷、防治技術等基本知識之儲備植物醫師協助，以利在第一線提
供專業且客製化的診斷與管理建議。防檢局自2016年透過科技計畫，啟動專
職儲備植物醫師駐診基層農會的理念；搭配行政院食安五環改革方案之推
動，爭取21位儲備植醫自2017年11月起陸續駐診19個縣市，提升地方政府對
於植醫制度的認同與支持；2017年至2018年補助大專院校成立植物教學醫
院，建立收費標準並對外營業收費，提供生產者全方位健康、友善之診療服
務；2018年至2020年期間，補助6家農企業及農業生產合作社聘用儲備植醫，
協助企業解決田間栽培管理問題及瞭解植醫未來執業空間，從業界角度評估
植物醫師市場需求；2021年為擴大服務場域，增聘46位儲備植物醫師駐診30
處基層農會、5處公所及11處農委會試驗改良場所，執行農作物診療及協力推
動IPM。
六、永續善農獎
為加速IPM之推廣及落實，鼓勵更多優秀農業人才（團體）投入IPM操作，
防檢局特別參考美國昆蟲學會及加州農業管理局設立IPM成就獎等國際推廣
經驗，於2019年首度舉辦永續善農獎（IPM Award）。2019年第1屆以農民為
對象，辦理「現場操作組」選拔，評選出10位優秀入圍農民決選3位得獎者，
並邀得獎者擔任推廣大使，藉由標竿農民分享IPM操作經驗，形成農民間正
向學習，增加應用IPM信心，帶動更多農民導入IPM操作。2020年為鼓勵國內
參與IPM不同領域的人員，除「現場操作組」外增加「技術創新組」及「行
銷推廣組」，分別針對投入有害生物綜合防治技術研究發展之團體以及有害
生物綜合防治行銷或推廣之團體等進行選拔，透過多面向選拔，有助於建立
多元模範，形成更多農民、業者、學研單位研究人員投入IPM研發、推廣、
應用之正向回饋，達成經濟與環境之永續發展。

未來展望
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2021年5月27
日發布最新氣候報告顯示，全球氣候在未來5年內將有40%的機率，至少有一
年會短暫出現比工業化前氣溫高1.5°C，成為最暖的一年且可能刷新2016年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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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紀錄，這個機率正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WMO秘書長塔拉斯（Petteri
Taalas）表示，溫度上升意味著有更多的融冰、更高的海平面、更多的熱浪及
其他極端天氣，將對糧食安全、健康、環境及可持續發展産生更大的影響。
農業是養活世界人口的最大產業，為目前全球40%的人口提供生計，為了提
供糧食來源，也為了從中獲取利潤，農業經營型態改變，集約化栽種模式引
致病蟲害的流行發生，又因使用合成化學農藥或肥料增加農作物收穫，導致
生產者偏愛使用，然而長期使用合成化學農藥或肥料，往往造成土壤貧瘠、
破壞生態環境、有益生物中毒事件頻傳。
我國自從2018年逐步推動IPM及其配套措施，加上荔枝椿象、秋行軍蟲
IPM策略、永續善農獎的導入推動，著實對於IPM的推廣有所助益，然而為落
實IPM的推動，尚須強化下列事項，以利農業生產安全及生態環境永續：
一、落實監測調查與紀錄
(一)監測為執行IPM的核心工作，監測除了掌握作物病蟲害發生種類及
危害情形外，亦可作為採取防治措施時機的決策依據。因此未來應
強化訂定經濟限界、經濟閥值或防治基準，作為啟動防治之依據，
惟此基準可由生產者取決於生產期間對作物經濟損失的忍受程度進
行適度合理的調整；另應導入智慧化監測工具，以強化監測可信度
與便利性及提升農民參與監測之意願。
(二)透過生產者監測紀錄，長期可掌握園區有害生物種類及其族群消
長；另透過用藥紀錄，可以掌握用藥歷史，再配合監測紀錄，可評
估防治效果及調整防治時機，除了可節省防治成本，亦可降低抗藥
性的產生，達事半功倍之效，也有助於推廣人員輔導農民調整其預
防、監測及防治管理措施。
二、增加友善防治資材及友善環境空間
(一)為鼓勵生產者投入IPM行列，生產安全農產品，除了提供純熟的IPM
方法、規劃天敵及IPM補助措施外，持續開發生物農藥、免登記資
材、低風險植物保護資材確有其必要性，如此才得以提供多元化的
友善資材供生產者選擇運用。
(二)蜜蜂為全球75%以上糧食作物的授粉媒介，在支持糧食安全和生物
多樣性具有重大意義，但由於集約化耕作方式、土地用途改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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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藥劑與氣候變化氣溫上升，導致蜜蜂棲息地喪失，生存受到嚴重
威脅。未來可以朝向作物田區邊緣留置生態區，以確保蜜蜂等非目
標生物有棲息空間，除了協助農作物授粉，也利於天敵棲息，並可
作為農作物安全生產與生態環境永續的指標。
三、搭配儲備植物醫師協力推動IPM
農政單位109年抽驗農藥殘留不合格案件共計493件，其中以小葉菜類違
規31%為最高，其次為其他皮不可食類14%、豆類13%、根莖類10%、果菜類
7%、瓜類7%、包葉菜類6%、柑桔類5%。為確保食用安全，防檢局搭配食安
五環政策，設定推動IPM行動方案，期望地方政府透過結合當地植物保護專
家與儲備植物醫師，於第一線提供生產者客製化的診療服務，改變其用藥習
慣外，並推動其使用IPM方法，未來則將IPM納入臺灣良好農業規範中，由儲
備植醫全面協力推動，以降低食安疑慮及達到農藥減量的目標。
四、建構國家IPM資料庫
美國農業部經費補助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建構國家級IPM資料庫，成立4
個區域IPM資料中心，包括東北部IPM中心、北部中央IPM中心、南部IPM中
心及西部IPM中心；資料內容包括5個架構：(1)作物與害物資料，(2)制定IPM
操作指引，(3)建立手冊，(4)制定作物有害生物管理戰略計畫（Pest Management
Strategic Plans, PMSP），(5)時間表之紀錄(10)。防檢局2020年開始規劃建置植
物疫情戰情中心，預計2022年完成平台架構，未來可參考該IPM資料庫形式，
納入植物疫情戰情中心平台，除研究人員主動提供相關資訊外，也可由生產
者提供田間管理操作之實際資訊，交換IPM操作經驗，及提供政府機動性修
訂作物有害生物管理戰略計畫，以解決病蟲害突發問題。
五、強化IPM教育訓練與宣導
FAO推動的區域蔬菜IPM計畫，係由政府與民間合作，進行農民教育與
相關研討活動，透過每週20-30位農民在專家或經驗豐富的農民協助下進行研
討，農民可以掌握管理技能、累積知識、進行試驗並學習如何做出更明智的
決定。我國可以持續規劃結合青農進行示範推廣並成為種子農戶，除持續操
作IPM作法，帶動鄰近田區慣行農戶投入參與外，亦可規劃IPM小班課程教
學，或拍攝IPM宣導影片，逐步達到改變農民用藥觀念與耕作方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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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ategies and Prospects for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Yen, C. F.1, and Lin, J. Y.1
1.

Bu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Taipei, Taiwan, R.O.C.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is based on ecology to
protect crop, which it combines different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to
grow healthy crop and reduce the use of chemical pesticides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enemies and retardation of resistance on pesticides.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agriculture, reducing the risk of chemical pesticides has become a common
goal around world.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promotes IPM program as preferred approach to pest control for crop
protection.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COA) of the Executive Yuan set a policy
in 2017 to reduce the use of chemical pesticides by 50% within a decade, and
formulated three strategies and twelve measures. Among them, an important
measure is to promote IPM in crop protection. Since 2018, Bu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APHIQ) launched IPM program for
several important crops joining with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and
various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s. The IPM program is
to emphasize the rationale and accuracy use of chemical pesticides, integrate the
techniques of non-chemical plant protective products in crop protection. In order
to expand the implementation IPM, BAPHIQ encouraged growers to use
ecofriendly plant protection products, combined with pesticide residue fast
detection to get an opportunity of priority auction, established reserve plant
doctors and hold IPM Award to promote IPM strategies. We hope that the growers
will implement IPM for pest control, reach the aim of reducing pesticide use and
maintaining the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Key words: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Pesticide Reduction, Plant 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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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光暉1、陳秀玲2、李雅倩3
1.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台中市南區。臺灣。
2.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應用化學系。南投縣埔里鎮。臺灣。
3.國立中興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台中市南區。臺灣。

摘

要

轉基因昆蟲（transgenic insects）之應用於害蟲防治，主要係藉由大量釋
放經遺傳形性改造之昆蟲於田間，讓之野生害蟲交配以抑制害蟲族群，而達
到降低其危害之目的。現今，轉基因昆蟲之發展以防治傳染疾病的病媒蚊最
為蓬勃，且已在幾個國家的局部地區實際施行此防治策略；惟本文將不論述
這部分，而著重於此技術在防治農業害蟲之基本原理與發展現況介紹。
關鍵詞：轉基因昆蟲、害蟲防治

緒

言

害蟲為害作物一直是造成農業生產損失的重要問題；為了減輕損失，往
往需要想辦法將之防除。長期以來，施用化學殺蟲劑一直被做為主要的害蟲
防治方法。然而，長期大量使用化學殺蟲劑的結果，已出現許多問題，如，
許多害蟲已產生抗藥性（Sparks and Nauen 2015），以致殺蟲劑使用量更形增
加，亦導致新殺蟲劑的開發變得更形困難；又如，大量使用藥劑導致藥劑殘
留與環境污染等問題，嚴重影響生態環境與人們的生活品質與生命安全。
為避免化學殺蟲劑的危害，害蟲防治逐漸走向運用多種防治策略之綜合
防治（integrated pest control），如，利用寄生性或捕食性天敵之生物防治
（biological control）、利用具致病性病毒、細菌或真菌等感染害蟲致死之微
生物防治（microbial control）、轉基因作物（transgenic crops）表現毒性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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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毒殺害蟲（如轉基因玉米與棉花等）或利用大量釋放經基因改造之害蟲與
目標區內之野生害蟲交配而抑制害蟲族群之遺傳害蟲防治（genetic pest
control）等方法。而遺傳害蟲防治主要有三種不同策略：（1）以輻射照射處
理破壞害蟲DNA之不育性昆蟲技術（sterile insect techniques, SIT）、（2）人
工方式引入Wolbachia誘導細胞質不相容性（cytoplasmic incompatibility）而導
致害蟲不孕或死亡，以及（3）轉基因昆蟲（transgenic insects）等（Leftwich
et al. 2021）。
其中，傳統的不孕性昆蟲技術主要是將害蟲經由高能輻射線（如γ-ray）
照射處理，破壞其生殖細胞特別是雄蟲的精子）中的遺傳物質，再將之大量
釋放於田間（Dyck et al. 2021）。輻射照射處理會破壞昆蟲的DNA，但雄蟲
仍具交尾能力；然而，由於生殖細胞DNA受到破壞，使得與其交尾之雌蟲所
產下的卵無法發育，而達到抑制害蟲族群之目的。此法曾成功應用地在滅絕
北 美 及 中 美 洲 地 區 畜 牧 牛 隻 的 重 要 害 蟲 ， 新 世 界 螺 旋 蠅 （ Cochliomyia
hominivorax（Coquerel））（Vargas-Teran et al. 2005）。不孕性昆蟲技術雖被
認為是種安全，有效且對環境衝擊性較低的害蟲防治方法，惟其本身亦存在
不可避免的缺點，主要有（1）由於經過輻射照射處理的雄蟲，其本受到某種
程度上的傷害，以致在田間的適應與競爭能力通常不如野生者，降低其交尾
的機會，因此往往需要以淹沒式的大量釋放輻照處理蟲，方足以達到效果；
（2）不孕性技術處理過程並未能將雌雄性分開，兩性同時大量釋放的結果，
其中雌蟲繁衍後代的能力雖受到破壞，但仍因其具產卵行為而”螫叮”果實，
反而增加果實的為害。台灣於1975~1984年間，也曾應用此一技術防治東方果
實蠅（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並達防治效果，但終因政府政策改
變而終止，改採甲基丁香油 （methyl eugenol）誘殺滅雄法防治此害蟲，並
一直沿用迄今 （Liu 2002）。

轉基因昆蟲為基礎的不育性昆蟲技術
現代遺傳學與分子生物學已為生物學研究的主流之一，許多研究藉助分
生技術得以探討問題的根本。就不孕性昆蟲技術而言，為減輕上述輻射照射
處理導致的不利因子，學者們應用分子生物學技術，開發轉基因改造蟲體，
以達防治害蟲的目的 （Alphey 2002, 2014; Alphey and Alphey 2014; Alphey et
al. 2014; Thomas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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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基因之所以能被轉入昆蟲基因體內，主要取決於轉基因載體
（vector）―轉位子（transposon或transposable element）是否能在標的蟲體細
胞內發揮其功能，而將外源基因（exogenous gene）轉位到標的昆蟲之基因體
（genome）。昆蟲轉基因研究工作，始自Rubin and Spradling（1982）於黃果
蠅（Drosophila melanogaster）基因體中發現具基因轉位功能的P-轉位子，並
利用它將外源基因成功地轉殖入果蠅。此轉基因系統的建立，使許多基因功
能分析得以在果蠅進行，並獲致豐碩的成果。然而，此P-轉位子在非果蠅類
昆蟲（non-drosophilid insects）則不具其轉位功能。所幸後續學者陸續發現幾
種不同的轉位子，如Minos（Franz and Savakis 1991），Hermes（Warren et al.
1994），PiggyBac（Fraser et al. 1996）與Mariner（Medhora et al. 1988）等可
以在不同的昆蟲體內進行轉位作用，使得轉基因在非果蠅類昆蟲（特別是農
業與環境衛生上重要害蟲）因而得以進行。這些轉位子中，又以piggyBac最
被廣為使用，特別是在具經濟重要性的害蟲，如雙翅目（Diptera）的地中海
果實蠅（Ceratitis capitate）（Gong et al. 2005; Handler et al. 1998）、橄欖果
實蠅（Bactrocera olea）（Ant et al. 2012）、加勒比海果實蠅（Anastrepha
suspense）（Handler and Harrell 2001）及螺旋蠅（Cochliomyia hominivorax）
（Handler et al. 2009）等，鱗翅目（Lepidoptera）之棉紅鈴蟲（Pectinophora
gossypiella （Saunders））
（Peloquin et al. 2000）及蘋果蠹蛾（Cydia pomonella）
（Ferguson et al. 2011）與鞘翅目（Coleoptera）之擬榖盜（Tribolium castaneum）
（Berghammer et al. 1999）等等均已被成功地轉殖入外源基因。
這些非果蠅類昆蟲的轉殖成功，使得應用此技術於農業與衛生害蟲防治
上的研究於是展開（Alphey 2002; Franz and Robinson 2011; Handler and
Beeman 2003）。藉由此技術（1）可以轉殖標誌基因於害蟲體內，用以偵測
其分布能力與分布範圍或（2）可以轉殖入特定基因，使雌蟲產生不孕或致死，
而達防治效果。

轉基因昆蟲應用於害蟲不孕性防治之原理
轉基因技術應用於害蟲不孕性防治之策略，主要是利用將外源致死基因
系統轉殖入蟲體，當轉基因系統啟動時導致雌蟲死亡，而達到抑制（甚至滅
絕）標的害蟲族群之目的（Alphey and Bonsall 2018）。此技術開發稱之為「釋
放攜帶顯性致死基因昆蟲」（release of insects carrying a dominant lethal, 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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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L）（Alphey 2014; Thomas et al. 2000），為一種運用基因轉殖技術使
害蟲”不孕”的替代性防治方法。其原理主要是將致死基因（lethal gene）轉入
害蟲基因體內，再大量釋放轉基因昆蟲於田間，讓致死基因在特定條件下表
現，導致蟲體死亡（通常是雌蟲），使該蟲族群數量受到抑制而達到防治效
果（Alphey and Andreasen 2002; Alphey et al. 2008; Thomas et al. 2000）。
最早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果蠅為對象（Alphey 2002; Heinrich and Scott
2000; Thomas et al. 2000），其基本原理如圖一所示。在此基因調控系統中，
需構築可受抑制的顯性致死基因（repressible dominant lethal gene）於昆蟲體
內；為此需先構築兩組不同的調節基因組於轉位子上：其一、驅動組（driver
system）：利用昆蟲特定基因之可調節啟動子（regulatory promoter）序列後
接合一四環黴素抑制之轉錄活化子（tetracycline repressible transcriptional
activator，簡稱tTA）基因（圖一左）。由於構築驅動組所使用的調控序列
（regulatory sequence）屬雌蟲特有的卵黃原蛋白（yolk protein）基因上游序
列，而此序列之調控基因表現的功能只有在雌蟲卵發育時可被活化而驅動其
後基因之表現，但雄蟲則因無卵發育而不會被活化；而其所表現的蛋白tTA
則為一轉錄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可以調控基因的表現。其二、反應
組（responder system）：在tTA調節啟動子序列後結合一細胞致死蛋白基因
（如細胞自戕基因（apoptotic gene）或其他有毒蛋白基因等）（圖一右）。
此構築系統因啟動子上有tTA調節元件（regulatory element），因此tTA表現
後可以與之結合而驅動基因表現；而其表現基因所產生的蛋白質，則會導致
細胞及蟲體死亡。

圖 一 、 轉 基 因 調 控 系 統 示 意 圖 。 tTA ： 四 環 黴 素 調 控 之 基 因 活 化 子
（tetracycline repressible transcriptional activator）；tetO：tTA 調節位；Tet：
四環黴素 （tetracycline）；promoter：啟動子；effector：致死蛋白基因。
（摘自 Alphey, 2002）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ransgenic gene regulation system. tTA:
tetracycline repressible transcriptional activator; tetO: tTA regulatory site; Tet:
tetracycline; promoter: promoter; effector: lethal protein gene. (From Alphey, 2002)
14

轉基因昆蟲在害蟲防治上之應用

利用此法建立轉基因昆蟲，首先需將上述兩個構築的轉位子分別轉殖入
標的昆蟲的生殖細胞（germ cells），並個別建立同質體族群（分別含有驅動
組及反應組）。當這兩族群分別於兩個族群是不具功能；一旦，這兩族群的
個體進行雜交時，兩個別系統即可同時存在於子代基因體。被轉殖成功的蟲
群後代，因為tTA基因僅會在雌成蟲卵開始發育的同時被啟動，而所合成的
tTA接著刺激其所調控的致死蛋白基因表現，最後產生的致死蛋白導致細胞
及蟲體的死亡。由於四環黴素可以抑制tTA的活性，使之無法刺激反應組的
致死基因表現，因此若於飼養轉基因蟲群的飼料中添加四環黴素，蟲體則得
以正常存活，可以用於在室內大量繁殖與維持轉基因族群。此外，由於卵黃
蛋白基因並不會在其他蟲期（卵、幼蟲和蛹）及雄成蟲體內表現，也因此此
系統不會在這些個體內表現，更不致影響其存活。
至於此調控系統將如何運用於不孕性昆蟲技術防治害蟲？首先，於大量
飼養轉基因蟲群時，在飼料中缺乏四環黴素的情況下，雌蟲會因體內轉殖毒
蛋白得以表現而無法存活，因此能夠存活下來的都是雄蟲。如此，當將雄蟲
大量釋放於田間時，可以避免雌蟲產卵行為對作物所可能造成的為害。然而，
釋放田間的轉基因雄蟲與野生雌蟲交尾後，雖不至立刻造成雌蟲死亡，但是
轉基因系統會經由精卵受精而進入子代的基因體中。因田間並不存在四環黴
素，當帶有此轉基因系統的子代雌蟲，當牠們卵開發育時會同時表現轉基因
系統而致死，使之無法產生後代，蟲口自然會降低而達防治效果。至於子代
雄蟲，則因系統不會被啟動而得以存活，並可再次地經由交尾將此基因系統
於蟲群間散播；不過，因此致死基因系統會因不斷繁殖而稀釋，終究失去其
效力。
相關的研究中，Horn and Wimmer（2003）更發展出一種可導致胚胎死亡
的轉基因系統，此系統不但可於胚胎發育時即達到抑制蟲口數的目的；正因
胚胎時期個體即死亡，不但可以節省大量飼育的空間與成本，同時對作物所
造成的危害將更低。
由於轉位子發生轉位作用雖有特定的序列偏好，但它是隨機崁入基因
體，以致往往會影響轉基因蟲的存活，致非常不易建立轉基因蟲群。近來，
CRISPR-Cas9基因編輯（gene editing）技術已可以有效地將外源基因導入許
多物種的基因體內（Blenke et al. 2016; Sinkins and Gould 2006; White et al.
2017）；而此技術亦已被應用於害蟲防治，藉驅動外來基因以降低（甚至消
滅）害蟲族群（Brown 2017; Burt 2003; Gantz et al. 2015; Wimmer 2013）。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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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編輯與轉基因技術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指藉由編輯標的物種本身的基因
而未如後者將外來基因轉入體內，因此不被視為一種轉基因生物。但此法依
然引起了許多正向與反向的關注或爭議（Brown 2017; Oye and Esvelt 2014;
Roberts et al. 2017）。
在我國，關於昆蟲的轉基因技術的應用主要仍以果蠅為對象，且著重於
基因功能的分析；至於果蠅以外昆蟲之相關研究才剛起步。筆者2003年起，
在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經費補助下，亦開始進行以轉基因防治東
方果實蠅方面的探討，期間雖成功地建立轉基因蟲群（Chen et al. 2010），證
實技術的可行性；惟迄今尚未能達成具實際殺蟲效力之成果。

田間實際使用現況及規範
自Thomas et al.（2000）建立RIDL轉基因昆蟲技術以後，許多研究亦隨
之將此技術運用於害蟲防治，重要農業害蟲也是此技術開發的應用目標之
一。除了大量的研究室內開發研究之外，有些轉基因昆蟲和防治策略已逐漸
開始在開放的田間試驗與應用（Beech et al. 2012）。目前，這方面的田間試
驗，多以防除病媒蚊為主（Harris et al. 2012; Harris et al. 2011）；至於農業害
蟲防治方面，最早轉基因害蟲的田間測試，應為1996年美國於佛羅里達州進
行的一種轉入分子標記基因之轉基因捕植蟎Metaseiulus oecidentalis（Nesbitt）
試驗（Hoy et al. 1997）。後續Simmons et al.（2011）釋放帶有外源螢光蛋白
DsRed之轉基因棉紅鈴蟲於田間，測試其在田間與野生蟲群之交尾競爭力與
族群分散力，其結果顯示轉基因昆蟲表現野生蟲並無差異。Shelton et al.
（2020）在田間釋放轉基因小菜蛾（Plutella xylostella），此轉基因小菜蛾只
會產生雄性後代，測試結果顯示轉基因蟲體與野生蟲體間之田間擴散性、持
久性和存活率並無顯著差別。
然而，轉基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的田間使用，
一向會引起在科學家、環保組織、政府監管機構和公眾間的爭議與擔憂，轉
基因昆蟲之應用於田間害蟲防治亦不例外。雖如上所述，利用轉基因昆蟲防
治害蟲的策略已逐漸成熟，且已進行小規模的田間測試，但因尚未有足夠的
實際經驗，因此運用轉基因昆蟲之害蟲防治技術時，依然必須要特別注意其
對生態環境所可能造成的衝擊，諸如轉殖的基因是否會在非標的生物間轉移
而危害其他生物甚或人類等等？為避免此一情況發生，使用之前必須做嚴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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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估。目前，許多國家多是依其制訂管制轉基因動物方面的法規來評估與
控管轉基因昆蟲之田間應用。如，鑒於轉基因昆蟲的實驗室內技術的成熟，
為規範轉基因昆蟲於田間害蟲防治應用，美國農業部（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動植物衛生檢驗署（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 APHIS）2008年頒布「使用基因工程果實蠅和棉紅鈴蟲於APHIS植物
害蟲控制計劃―環最終境影響報告」（Use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Fruit Fly
and Pink Bollworm in APHIS Plant Pest Control Programs -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提供實驗室及限制性田間測試轉基因轉基因果實蠅和棉紅
鈴蟲應用於害蟲防治效益之規範（USDA APHIS 2008）。又如，歐洲食品安
全局之「轉基因動物環境風險評估指南」（Guidance on the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animals）同時納入轉基因昆蟲的風險評估規
範（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EFSA）2013）。至於我國對於轉基因昆
蟲應用於害蟲防治上，則尚未見特別的法規規範。
牛津大學以Luke S. Alphey博士為首的團隊首次發表成功地建立「釋放攜
帶顯性致死基因昆蟲」技術（Thomas et al. 2000）後，於2002年8月更進一步
從牛津大學分拆出來，成立轉基因昆蟲技術領域最重要的民營企業 ― Oxitec
（https://www.oxitec.com）。除了轉基因蚊子外，Oxitec也培育出不同轉基因
品系之農業害蟲，如小菜蛾OX4319L、棉紅鈴蟲OX1138及OX3402，地中海
果實蠅（Ceratitis capitata）OX3647、橄欖果實蠅（Bactrocera oleae）OX3713A
等等，用於害蟲防治。足見此技術於實際應用上的發展趨勢。

結論與展望
昆蟲的轉基因技術日益純熟，此類技術在害蟲防治之應用已指日可待。
雖然沒有任何技術本身就能解決問題，但在對抗害蟲危害作物各種策略中，
學者咸認為利用轉基因昆蟲的防治法是一種新興的防治策略，可做為降低化
學藥劑使用之替代方案；惟因此害蟲防治方法涉及轉基因生物之田間釋放，
因而也伴隨著可能產生有關友善生態及人類健康等安全性之爭議，這則有賴
於此防治策略使用前，結合分子生物學家、族群演化學家、昆蟲學家、生態
學家和害蟲管理學家等共同協力制定一套完整的風險評估與管理規則，以及
在有效的監督與管理下應用此法，方可消弭人們的疑慮。

17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謝

辭

本研究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的經費補助方得以進行，謹誌謝
忱。

引用文獻
1.

Alphey, L. 2002. Re-engineering the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Insect Biochem
Mol Biol 32: 1243-1247.
2. Alphey, L. 2014. Genetic control of mosquitoes. Ann Rev Entomol 59:
205-224.
3. Alphey, L., and Andreasen, M. 2002. Dominant lethality and insect
population control. Mol Biochem Parasitol 121: 173-178.
4. Alphey, L., and Alphey, N. 2014. Five things to know about genetically
modified (GM) insects for vector control. PLoS Pathog 10: e1003909.
5. Alphey, L., Nimmo, D., O'Connell, S., and Alphey, N. 2008. Insect
population suppression using engineered insects. Adv Exp Med Biol 627:
93-103.
6. Alphey, N., and Bonsall, M. B. 2018. Genetics-based methods for
agricultural insect pest management. Agric For Entomol 20: 131-140.
7. Alphey, N., Koukidou, M., and Alphey, L. 2014. Conditional dominant
lethals – RIDL. Pages 101-116 in: Transgenic Insect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M. Q. Benedict, ed. CAB International, UK.
8. Ant, T., Koukidou, M., Rempoulakis, P., Gong, H. F., Economopoulos, A.,
Vontas, J., and Alphey, L. 2012. Control of the olive fruit fly using
genetics-enhanced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BMC Biol 10: 51.
9. Beech, C. J., Koukidou, M., Morrison, N., and Alphey, L. 2012. Genetically
modified insects: Science, use, status and regulation. Collection of Biosafety
Rev 6: 66-124.
10. Berghammer, A. J., Klingler, M., and Wimmer, E. A. 1999. A universal
marker for transgenic insects. Nature 402: 370-371.

18

轉基因昆蟲在害蟲防治上之應用

11. Blenke, O. E., Evers, M. J. W., Mastrobattista, E., and van der Oost, J. 2016.
CRISPR-Cas9 gene editing: delivery aspects and therapeutic potential. J
Control Release 224: 139-148.
12. Brown, Z. 2017. Economic, regulatory and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of gene
drives in agriculture. Choices 32: 1-8.
13. Burt, A. 2003. Site-specific selfish genes as tools for the control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of natural populations. Proc Biol Sci 270: 921-928.
14. Chen, S.-L., Chang, C., Hwang, S.-Y., and Lu, K.-H. 2010. Germlin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riental fruit fly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using a
piggyBac-drived vector. Formosan Entomol 30: 27-40.
15. Dyck, V. A., Hendrichs, J., and Robinson, A. S. 2021.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Area-Wide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C.R.C. Press, Florida, U.S.A.
16.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2013. Guidance on the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animals. EFSA
Journal 11: 3200.
17. Ferguson, H. J., Neven, L. G., Thibault, S. T., Mohammed, A., and Fraser, M.
2011. Genet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dling moth, Cydia pomonella L., with
piggyBac EGFP. Transgenic Res 20: 201-214.
18. Franz, G., and Savakis, C. 1991. Minos, a new transposable element from
Drosophila hydei, is a member of the Tc1-like family of transposons.
Nucleic Acids Res 19: 6646.
19. Franz, G., and Robinson, A. S. 2011. Molecular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Genetica 139: 1-5.
20. Fraser, M. J., Ciszczon, T., Elick, T., and Bauser, C. 1996. Precise excision
of TTAA-specific lepidopteran transposons piggyBac (IFP2) and tagalong
(TFP3) from the baculovirus genome in cell lines from two species of
Lepidoptera. Insect Mol Biol 5: 141-151.
21. Gantz, V. M., Jasinskiene, N., Tatarenkova, O., Fazekas, A., Macias, V. M.,
Bier, E., and James, A. A. 2015. Highly efficient Cas9-mediated gene drive
for population modification of the malaria vector mosquito Anopheles
stephensi.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12: E6736-6743.

19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22. Gong, P., Epton, M. J., Fu, G., Scaife, S., Hiscox, A., Condon, K. C., Condon,
G. C., Morrison, N. I., Kelly, D. W., Dafa'alla, T., Coleman, P. G., and
Alphey, L. 2005. A dominant lethal genetic system for autocidal control of
the Mediterranean fruitfly. Nat Biotechnol 23: 453-456.
23. Handler, A. M., and Harrell, R. A., 2nd. 2001. Transformation of the
Caribbean fruit fly, Anastrepha suspensa, with a piggyBac vector marked
with polyubiquitin-regulated GFP. Insect Biochem Mol Biol 31: 199-205.
24. Handler, A. M., and Beeman, R. W. 200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advances in the molecular genetic
analysis of insect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pest management. Pest Manag Sci
59: 728-735.
25. Handler, A. M., Allen, M. L., and Skoda, S. R. 2009.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ransgenic New World screwworm, Cochliomyia hominivorax.
Med Vet Entomol 23 Suppl 1: 98-105.
26. Handler, A. M., McCombs, S. D., Fraser, M. J., and Saul, S. H. 1998. The
lepidopteran transposon vector, piggyBac, mediates germ-line transform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fruit fly.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95: 7520-7525.
27. Harris, A. F., Nimmo, D., McKemey, A. R., Kelly, N., Scaife, S., Donnelly,
C. A., Beech, C., Petrie, W. D., and Alphey, L. 2011. Field performance of
engineered male mosquitoes. Nat Biotechnol 29: 1034-1037.
28. Harris, A. F., McKemey, A. R., Nimmo, D., Curtis, Z., Black, I., Morgan, S.
A., Oviedo, M. N., Lacroix, R., Naish, N., Morrison, N. I., Collado, A.,
Stevenson, J., Scaife, S., Dafa'alla, T., Fu, G., Phillips, C., Miles, A., Raduan,
N., Kelly, N., Beech, C., Donnelly, C. A., Petrie, W. D., and Alphey, L. 2012.
Successful suppression of a field mosquito population by sustained release of
engineered male mosquitoes. Nat Biotechnol 30: 828-830.
29. Heinrich, J. C., and Scott, M. J. 2000. A repressible female-specific lethal
genetic system for making transgenic insect strains suitable for a
sterile-release program.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97: 8229-8232.
30. Horn, C., and Wimmer, E. A. 2003. A transgene-based, embryo-specific
lethality system for insect pest management. Nat Biotechnol 21: 64-70.
31. Hoy, M. A., Gaskalla, R. D., Capinera, J. L., and Keierleber, C. N. 1997.

20

轉基因昆蟲在害蟲防治上之應用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Laboratory containment of transgenic arthropods. Am Entomol 43: 206-209.
Leftwich, P. T., Spurgin, L. G., Harvey-Samuel, T., Thomas, C. J. E.,
Paladino, L. C., Edgington, M. P., and Alphey, L. 2021. Genetic pest
management and the background genetics of release strains. Philos Trans R
Soc Lond B Biol Sci 376: 20190805.
Liu, Y. C. 2002. A review of studies and controls of the oriental fruit fly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and the melon fly (B. cucurbitae Coquillett)
in Taiwan (Diptera: Tephretidae). Pages 1-40 in: The Symposium on Insect
Ecology and Fruit Fly Management, S. C. Wang, C. C. Ho, C. C. Chen and
W. H. Chen, eds., Taichung, Taiwan, ROC. (in Chinese)
Medhora, M. M., MacPeek, A. H., and Hartl, D. L. 1988. Excision of the
Drosophila transposable element mariner: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os factor. EMBO J 7: 2185-2189.
Oye, K. A., and Esvelt, K. M. 2014. Gene drives raise dual-use
concerns--response. Science 345: 1010-1011.
Peloquin, J. J., Thibault, S. T., Staten, R., and Miller, T. A. 2000. Germ-line
transformation of pink bollworm (Lepidoptera: gelechiidae) mediated by the
piggyBac transposable element. Insect Mol Biol 9: 323-333.
Roberts, A., Andrade, P. P., Okumu, F., Quemada, H., Savadogo, M., Singh,
J. A., and James, S. 2017. Results from the Workshop "Problem Formulation
for the Use of Gene Drive in Mosquitoes". Am J Trop Med Hyg 96: 530-533.
Rubin, G. M., and Spradling, A. C. 1982. Genetic transformation of
Drosophila with transposable element vectors. Science 218: 348-353.
Shelton, A. M., Long, S. J., Walker, A. S., Bolton, M., Collins, H. L.,
Revuelta, L., Johnson, L. M., and Morrison, N. I. 2020. First field release of
a genetically engineered, self-limiting agricultural pest insect: Evaluating its
potential for future crop protection. Front Bioeng Biotechnol 7: 482.
Simmons, G. S., McKemey, A. R., Morrison, N. I., O'Connell, S., Tabashnik,
B. E., Claus, J., Fu, G., Tang, G., Sledge, M., Walker, A. S., Phillips, C. E.,
Miller, E. D., Rose, R. I., Staten, R. T., Donnelly, C. A., and Alphey, L. 2011.
Field performance of a genetically engineered strain of pink bollworm. PLoS
One 6: e24110.

21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41. Sinkins, S. P., and Gould, F. 2006. Gene drive systems for insect disease
vectors. Nat Rev Genet 7: 427-435.
42. Sparks, T. C., and Nauen, R. 2015. IRAC: Mode of action classification and
insecticide resistance management. Pestic Biochem Physiol 121: 122-128.
43. Thomas, D. D., Donnelly, C. A., Wood, R. J., and Alphey, L. S. 2000. Insect
population control using a dominant, repressible, lethal genetic system.
Science 287: 2474-2476.
44. USDA APHIS. 2008. Use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fruit fly and pink
bollworm in APHIS plant pest control programs, final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October 2008. Page 334, USDA APHIS, ed., Riverdale, MD.
45. Vargas-Teran, M., Hofmann, H. C., and Tweddle, N. E. 2005. Impact of
screwworm eradication programmes using the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in: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Area-Wide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V. A. Dyck, J. Hendrichs and A. S. Robinson, eds.
Springer, The Netherlands.
46. Warren, W. D., Atkinson, P. W., and O'Brochta, D. A. 1994. The Hermes
transposable element from the house fly, Musca domestica, is a short
inverted repeat-type element of the hobo, Ac, and Tam3 (hAT) element
family. Genet Res 64: 87-97.
47. White, M. K., Kaminski, R., Young, W. B., Roehm, P. C., and Khalili, K.
2017. CRISPR editing technology in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investigation.
J Cell Biochem 118: 3586-3594.
48. Wimmer, E. A. 2013. Insect biotechnology: controllable replacement of
disease vectors. Curr Biol 23: R453-456.

22

轉基因昆蟲在害蟲防治上之應用

ABSTRACT
Applica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Insects in Pest Control
Lu, K. H.1, Chen S. L.2, and Lee, Y. C.3
1.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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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ransgenic insects to pest control primarily involves mass
releasing genetically modified insects in the field, allowing wild target pests to
mate to suppress the pest populations, thereby reducing their destruction.
Nowadays, genetically modified insects are the most prosperous i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vector mosquitoes that transmit infectious diseases. This control
strategy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local areas in several countries. Nevertheless,
here we will not discuss this part but focus on this technology'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i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agricultural pests.
Keywords: Transgenic insect, Pes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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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蟲生病原原本就存在於我們生活環境中，在我們未發掘牠們之前，已與
昆蟲寄主間持續進行無聲的鬥爭與演替。在生態系中不斷的遭受生物非生物
及環境因子的洗禮，曾幾何時人類因長期使用化學藥劑汙染環境而覺醒，而
認知其重要性安全性。並將其融入病蟲害綜合管理系統（IPM）進行有害生
物防治及環境友善栽培的手段及資材。其目的主要為農藥減半，安全生產，
維護栽培環境。文中僅就綜合防治體系、害蟲棲群特性，蟲生病原之致性、
生態特性、施用方法，及針對本土重要蟲生病原於室內及田間測試進行介紹。
關鍵詞：有害生物綜合管理、微生物病原、蟲生真菌、蟲生線蟲、核多角體病毒

緒

言

近年來由於全球暖化，氣候極端變化，致使部分害蟲族群如沙漠飛蝗，
不預警竄升及秋行軍蟲在非洲亞洲竄流造成危害及糧食缺乏等恐慌。再者人
口增加，相對的對於糧食及農作物的需求亦隨之增加。在有限的耕地面積下，
要求單位面積之最高產能，因此對作物保護更加重視。在傳統農作害蟲防治，
主要依賴藥劑，以增加害蟲之死亡率為目的，定期施用殺蟲劑於使用初期非
常有效，產量增加，農民收益大增，但經長期施用藥劑後，卻衍生以下問題：
（1）在害蟲族群中篩選出抗性小種，
（2）殺死天敵及有益動物，
（3）防治對
象之害蟲族群再度大發生，
（4）次要害蟲繼續獗起，（5）在食物中造成農藥
殘留，（6）污染環境對人畜造成傷害；提高生產成本且藥劑對害蟲不再有殺
蟲效果造成防治體系的崩潰，研究人員有見於以上可能發生之狀況，因而發
展出以生態學為基礎之綜合防治體系，以減少對殺蟲劑之依賴。同時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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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永續農業經營之理念，強調農地友善耕作強調資源回收再利用，盡量使
用有機物質進行土壤改良，減少化學農藥及肥料使用。利用天敵與生物農藥
進行害蟲防治也為一重要課題。因此綜合應用各種防治技術壓制害蟲族群，
維護耕作環境之IPM系統日受重視。

綜合防治體系
IPM即為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是應用生態學（Applied ecology）之
一部分，乃以人類經濟利益為目標，以生態原理為基礎；綜合應用適當之防
治技術於農業生態系（Agroecosystem）
，企圖調節或抑制作物主要害蟲（Key
pest）之棲群於一個經濟容許的限度之下。並且使防治措施所造成之不良影
響減到最低限度，同時也要維持良好的環境品質，其考量為系統的、全盤的，
其管理技術兼採藥劑與非藥劑。
因此，蟲生病原即成為其管理技術的方法之一，由於蟲生病原是自然發
生的具選擇性，只對害蟲有效，對脊椎動物無害，不易產生抗藥性，因此不
會污染環境，造成食物殘留等問題。可藉由不同的操作處理，達到經濟防治
效果，且可與其他防治方法互相配合，因此在害蟲管理體系中其重要性愈發
顯著。

害蟲棲群特性
在一個作物田中，所棲息的害蟲往往不只一種，各種害蟲在作物生長過
程中，由於其本生的棲群性（生殖率、死亡率、生活史長短）及與其他種類
害蟲間之作用（競爭、遷移）其密度隨著時間而上下波動，而我們所防治的
對相往往只限於少數一、二種，如：密度大、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主要害蟲
（Key pest）來進行防治，而生態學者將農業生態系中之害蟲一其族群特性分
成兩大類，一為r-pest另一為k-pest。但一般作物之主要害往往為r-pest，其他
大部分害蟲則介於r-pest及k-pest之間的中間型，雖然化學殺蟲劑可以在很短
時間內將害蟲控制住，但是若藥劑使用不當卻往往造成害蟲之猖獗
（out-break）因此利用蟲生病原則可彌補此一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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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生病原之致性
由於蟲生病原種類繁多包括：真菌（Fungi），細菌（Bacteria），病毒
（ Viruses ）， 原 生 動 物 （ Protozoa ）， 線 蟲 （ Nematodes ）， 及 立 克 次 體
（Rickettseae）
，其致病性及作用機制各有不同，因此在害蟲防治時可因害蟲
之棲群特性，作物種類，氣候環境作適當的選擇及配合，但依其對害蟲致死
時間之長短將其致病性分為以下二大類：
一、速效性病原（quick-damage pathogen）
通常此類病原可以產生毒質（Toxine）如：蘇力菌（Bt.）及部分蟲生真
菌（Metarrhizium annisopliae）
：可使寄主昆蟲在24小時內停止取食或48-72小
時內死亡；可利用淹沒式之加強噴佈操作進行治療性的防治手段。
二、緩效性病原（Slow pathogen）
對寄主造成嚴重為害往往超過24小時，且在寄主體內上完成其生活史或
生活史的一部分，一般比較適合早期預防的防治方法，如：早期的病原引入
或引發疫病的操作方法等較易成功。

蟲生病原之生態特性
在利用蟲生病原於農業生態系中進行害蟲防治時，首先須了解本防治體
系中各組成份子之特性及各成員間之作用關係，如圖（一）：
人

寄主
昆蟲

環境

病原
圖一、農業生態系中個組成份子間之作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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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農業生態乃是在人為操作及控制下所形成之生態系而有別於自然生
態系。因此任何的人為操作（耕作行為）對生態系中之各組成分子皆有相當
的影響，如；灌水，影響田間濕度，增加病原真菌的發生，促使寄主昆蟲感
病，或加速昆蟲之增殖，或其他病害之傳播等。
而蟲生病原其本身即為生態系之一分子，且為自然發生佔有其特定之
niche，因此我們必須瞭解他們在生態系中生活在那裡？如何生存？及生活在
那裡？也就是探討他們會受生態系中那些因子之作用及影響。其影響因子歸
納言之可分為兩大類：
一、非生物因子（Abiotic factor）
溫度
濕度
雨水露水
風
陽光紫外線
生活基質之酸鹼度
殺蟲劑
抗生物質

影

響

寄主之感受性
蟲生病原之：
持續力
傳播能力
分散能力
生長發育
發芽侵入
營養繁殖

圖二、非生物因子對蟲生病原之影響
二、生物因子（Biotic factor）
寄主昆蟲之棲群
昆蟲之寄主植物
害蟲之捕食性天敵
害蟲之寄生性天敵
更替寄主
小型動物
其他微生物
鳥類

影

響

圖三、生物因子對蟲生病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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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再適當的環境條件下，蟲生病原對害蟲族群之作用為一個密度應變
因子（Density-dependent factor），也就是說蟲生病原對害蟲族群壓制力之大
小，隨害蟲族群密度大小而變；在害蟲密度大時其壓制力（Suppression）大，
害蟲密度小時壓制力小，兩者間的作用關係如圖四，當寄主昆蟲密度增加時，
健康寄主遇到病原菌及被感染同伴的機率增加，因而促進病原菌之生長及煩
殖，且在適當的氣候條件下，廣範的散播而引發整個害蟲之田間流行病而大
大的降低害蟲的密度。
足夠的密度

寄主族群密度增加

高的傳播率
持續存在的
病原體

增加接觸的機率:
健康昆蟲
病原體
健康昆蟲
感病昆蟲

大量而且快速
增殖

促進病原體
生長及增殖

適當的氣候

引發流行病

圖四、害蟲密度與蟲生病原疫病產生之關係

蟲生病原之施用方法
由於蟲生病原種類繁多，各具不同之生物特性因此在施用方法也各有不
同，據Fuxa，1987歸納成四項：
一、永久引入及立足（Permanent introduction and establishment）
將田間非自然發生之蟲生病原引入害蟲族群中立足，且至少能持續的壓
制害蟲之族群(Hamm，1984)，而 Burges and Hussey(1971)及Burges(1981)曾
舉出41個成功引入的例子，而其中最成功應屬Bacillus popilliae防治日本甲蟲
(Popillia japonica)，和NPV防治松樹鋸蜂(Gilponia hercymi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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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淹沒式的加強施佈（Inundative augmentation）
其使用方法為治療性的，類似殺蟲劑一般的全面撒佈，並不期望病原體
再增殖（recycle）子代來感染害蟲，且須在短時間內迅速壓制害蟲族群，必
要時可重覆施用，適合應用此方法的有：Bacillus thurigiemsis，Heliothis NPV，
Vairimorpha necatrix，Beauveria bassiana。
三、感染原之增補法（Inicularive augmentation）
通常在某一特定的單一季節裡，病原體在害蟲棲群中，尚未完成增殖前，
持續的增補釋放感染原，以引發流行病，壓制害蟲族群，
（Nordlumd，1984），
適合應用此種方法的病原包括：
（一）真菌類的：Verticillum lecanii，Hirsutella thompsonii，Nomuraea rileyi
（二）原生動物的：Romanomermis culicivorax，Nosema locustae
（三）線蟲類的：Orgyia pseudotsugara
（四）NPV 類的：Lymantria dispar
四、環境操作及保護（Environmental manipulation or conservation）
利用人為的操作，如耕作方法改變進而增進田間已存在之病原體增殖及
感染寄主昆蟲引發流行病，例如：家畜類的活動促進病毒的傳播，改變殺蟲
劑的用量及收穫制度，卻增加Erynia sp.對Hypera postica的防治效果（Broun，
1987）；去除殺菌劑之使用反而可以促進N. rileyi之流行病（Johnson，et al，
1976）。
但是由於作物種類繁多其生長期各有不同，所形成的農業環境亦不同，
因此蟲生病原所使用的方法亦有所差異，故一一歸結如下：
（一）穩定的生態系：較適用病原永久引入及立足：低頻率的感染病原
增補；偶而的淹沒撒佈；及環境的操作。
（二）不穩定的生態系：淹沒式的加強撒佈速效性之病原體。
（三）水生生態系：淹沒式的加強撒佈，如：Bt. 防治家蚊幼蟲或病原
引入及立足，如：Bacillus sphaericus 防治蚊子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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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病原之特性及其應用
一、細菌病原之特性
細菌病原為所有蟲生病原中最有希望成為害蟲防治的病原之一；且具速
效性，如（Bt.，Bti.）
；一般而言寄主範圍較廣，取時作用及食物污染造成水
平傳播在植物表面持續時間較短僅數天；但僅有Bacillus popilliae可在土壤中
持續存活；細菌病原較容易大量生產及進行基因之改造。雖很少造成流行病，
但卻可利用淹沒式加強撒佈達到有效的防治；如利用於為害森林、農作物、
行道樹及人類家居附近取食葉片之害蟲或蚊子，另外如B. popilliae在紐澤西
州則被以病原引入的方式立足於田間土壤中持續的壓抑日本金龜子幼蟲，而
B. sphaericus也被應用於田間對幼蟲作持久性防治。
二、細菌病原之應用
細菌應用於田間者以Bacillus thurigensis最為普遍，且皆以鱗翅目幼蟲為
感染對象，但由於其品系繁多對不同種寄主之感受性亦不同，因此在使用時
則選用適當之品系，否則無法達到有效的防治；Kalfon及Barjac（1985）研究
900個B. thurigensis品系Spodoptera littoralis之感受性測定時發現，以血清型
Aizawai品系之效果最好，其72小時之死亡率在稀釋10，20倍時仍高達100%。
McGaughey1980，在兩個穀物儲存的季節裡，以B. thurigensis處理2m容
量的儲存箱，表層10公分深之小麥每公斤混拌100、125、150mg之Bt以防治
，及粉斑螟蛾（Ephestia cautella）
，結果可以
印度穀蛾（Plodia interpunctella）
壓抑兩種積穀害蟲之族群，並減少大於81%之蛾類密度；及大於92%之取食
為害率，且防止或減少蛾類幼蟲在表層結網。
但McGaughey（1985）發現在有處理Bt.之農場倉庫中的印度穀蛾對Bt.
產生抗性，後經由實驗室內用大寶（Dipel）經人為選汰20-40代後發現印度穀
蛾確實會對Bt.之孢子及外毒素同時產生抗性，其LD50遠大於感性品系，但幼
經進一步研究發現，對孢子及外毒素產生抗性的品系卻對外毒素非常的敏
感，LD50只有1.4mg/kg。
B.P.（Bacillus popilliae）則被應用於防危害草皮之日本金龜子幼蟲，被
感染幼蟲血液呈乳白色。Bacillus thuringiensis israelensis則可用於防治蚊子幼
蟲，隨之科技進步新的品系不斷被發現而更適合防治其特屬之寄主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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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田間春作利用性費洛蒙配合施用蘇力菌並釋放捕食性天敵獵椿可有效
抑制斜紋夜蛾在毛豆上之危害（莊，2006）。
余志儒（1995）秋作超甜玉米田，於輪生初期施以陶斯松（5% Dursban）
粒劑，並配合雄花抽穗前7~10天開始局部性地在玉米螟鑽入玉米之主要部
位，如輪生心葉、果穗（包括絲部、穗部及穗基部）噴灑蘇力菌，進行亞洲
玉米螟（Ostrinia furnacalis Gúenée）之防治，至收穫為止共約5次，對於提高
玉米完整穗產量與總產量可收相當之效果。比全株噴佈法減少約三分之二，
不但減少用藥量，操作上更為省時省工。
王（2004）於室外茶葉以蘇力菌測試茶姬捲葉蛾幼蟲。葉表施用蘇力菌
後經陽光照射，蘇力菌的致病力隨日照時間增長而明顯的下降，顯示陽光照
射會降低蘇力菌施用後的效果。在模擬田間降雨試驗中以三種降雨強度對蘇
力菌添加不同展著劑處理的茶樹葉片進行沖刷測試，較高強度的降雨確實對
蘇力菌於葉片上的保留具有不良的影響。但是展著劑的添加在本試驗之三種
降雨強度中，並不能有效的增加蘇力菌在葉片上殘留。由本研究測定蘇力菌
製劑對茶姬捲葉峨之殺蟲效力，並且模擬雨量沖刷與不同季節之環境條件對
於蘇力菌殺蟲效力的影響。
中國以蘇雲金桿菌（B.T.）可濕性粉劑16000IU/mg和棉鈴蟲核型多角體
病毒（NPV）水分散粒劑600X108PIB/gｇ對棉鈴蟲低齡幼蟲具有明顯的防治
效果（韓等2010），棉鈴蟲NPV田間施用7天10天後對棉鈴蟲的防效分別為
68.3%和84.1％（黃，等2008）

病毒之特性及其應用
一、病毒之特性
病毒為一明顯的緩效性病原菌，須2-8天以上，才能將寄主殺死；桿病毒
中顆粒病毒（GV）及核多角體病毒（NPV）在微生物防治上最具潛力，對鱗
翅目幼蟲及鋸蜂（Saw fly）效果較好，可以在土壤中存活數年，但在葉表上
數小時即失去活性；其傳播方式有水平的傳播，乃藉由食物的污染及寄生性
天敵產卵的機械性傳播，常被用來防治的寄主害蟲有：Oryctes rhinoceros，
擬尺蠖（Trichoplusia ni），紋白蝶（Pieris rapae），玉米穗蟲（Heliothis
。
armig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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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毒在淹沒式撒佈之應用
病毒利用於淹沒式撒佈時有以下注意因子：（1）致死作用較慢。（2）在
葉片上活性不穩定。（3）效果易受昆蟲行為影響。（4）作物葉片生長太快時
覆蓋效果降低。但可於製成藥劑時添加保護劑或利用包囊增長病毒粒子的活
性，以及添加取食刺激物，促進寄主對病毒粒子的攝取量，促進發病。
三、田間防治實例
（一）玉米穗夜蛾
據 Tuan 等（1989）報告，在嘉義朴子利用 HzNPV 以噴佈法防治玉
米穗蟲（Heliothis armigera）時，接種卵一天後之施藥組，NPV 防治效
果與加保扶差異不顯著，但可提高 30%的可上市果穗率；而在施藥時機
表面防治效果以接卵一天後施 NPV 者較接卵 4 天後施藥組好，亦即 NPV
防治害蟲以早期（幼齡）防治效果最好，部分害蟲對具有成熟免疫之現
象產生。
Young 及 Yearian（1986），利用生物檢定法研究大豆害蟲 Anticarsia
gemmatalis NPV（AgNPV）在大豆田中之傳播情形時，發現夏日在土壤
中 AgNPV 的活性會減少，但仍有許多病毒保持活性，且當耕作翻土時，
則使土壤表面活性病毒粒子之數量增加，且降雨促使土表之病毒回濺到
下層葉片，當幼蟲取食下層葉片後再爬至高處，便將病毒散播出去，因
此往往在下雨後便造成田間 AgNPV 之大發生。
（二）青蔥甜菜夜蛾
國內也曾使用核多角體病毒防治青蔥甜菜夜蛾，該病毒為農藥毒物
試驗所採自埔里滿天星園。由於多角體病毒專一性高，對甜菜夜蛾幼蟲
房頗具潛力，但大量生產須用活體培養後打碎過濾成本較高。其後由研
究單位將飼料接種病毒，農民捕捉田間害蟲進行飼養，發病後儲存冷凍，
累積足夠數量解凍打碎過濾稀釋田間噴灑。在收集田間病蟲冷凍，依序
循環使用最後達到田間族群意識效果。
利用甜菜夜蛾 NPV（Spodoptera exigua NPV，SeNPV）
、棉鈴蟲 NPV
（Helicoverpa armigera NPV，HaNPV）分別與蘇雲金桿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Bt）製成混合劑，分別對甜菜夜蛾和棉鈴蟲 2～3 齡幼蟲進
行田間防治藥效試驗，同時對小菜蛾（Plutella xylostella Linnaeus）
、菜
粉蝶（Pieris rapae Linne）進行田間兼治。結果顯示，混合劑 Bt+SeNP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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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甜菜夜蛾幼蟲防效，7d 和 10d 分別達到 78.2%和 82.16%，明顯高於單
劑 Bt 的防效 60.23%和 63.79%；Bt+SeNPV1 防治白菜田間自然發生的小
菜蛾、菜青蟲，10d 防效分別達到 60.75%、50.58%；複配劑 Bt+HaNPV1
防治溫室番茄棉鈴蟲，7d 和 10d 防效分別達到 63.62%和 71.40%，顯著
高 于 單 劑 Bt 的 防 治 效 53.38% 和 60.78% 。 由 此 可 見 ， 複 方 配 劑
Bt+SeNPV1、Bt+HaNPV1 可以有效防治甜菜夜蛾、棉鈴蟲幼蟲，防效在
殺蟲速度和持續性上明顯高於單劑 Bt；同時 Bt+SeNPV1 對菜田的小菜
蛾、菜青蟲具有一定兼治作用，可擴大混合劑防治蔬菜害蟲的作用範圍。
四、室內增效篩選
近年由於秋行軍蟲之入侵，造成國內玉米作物嚴重威脅。尤其在進入第
三階對農民自主管理，急需相關防治資材，因而由美國引進秋行軍蟲核多角
體病毒商品進行測試。該商品主要防治對象為初齡（一、二齡）對三四齡防
治效果不佳，因此進行室內增校篩選，以1X109 對三齡死亡率10.4%提升為
96.5%增加9倍。

真菌病原之特性及其應用
一、真菌病原之特性
真菌病原為一個多用途之蟲生病原，有的具有代謝毒質可產生快速的致
死效果；同時寄主範圍也較廣範，可同時感染不同種類之寄主昆蟲，並可同
時感染不同齡期之不同寄主；其傳播主要藉風的吹散將孢子散播出去，為典
型的水平傳播方式；通常引發田間自然的風土病。其孢子可棲息於寄主昆蟲
死亡的屍體中、水中、土壤中及植物的葉表面。同時蟲生真菌可利用有機廢
棄物發酵培養分生孢子，進行微生物製劑之大量產。
二、田間防治實例
綠殭菌分佈全世界，可由不同之農業生態系如：草原、農場、菜園等被
寄生之鱗翅目昆蟲中分離而得。寄主主要以鱗翅目幼蟲為主，至1980止已有
二十九種鱗翅目及兩種鞘翅目被感染之記載或研究，在國外為大豆田中鱗翅
目害蟲之主要寄生菌，如擬尺蠖（Trichoplusia ni），梨豆夜蛾（Anticar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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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ner et al.，1975）及
gemmatalis）及黃豆銀紋夜（Pseudoplusia includens）
苜蓿涼夜蛾（Plathypena siabra）皆有60﹪以上之罹病死亡率。在本省曾施用
於玉米防治玉米穗蟲，可獲75%以上之防治率，在蘆筍、玉米及花椰菜上對
蕃茄夜蛾及擬尺蠖造成大流行，產生季節性族群密度降低的效果。在本省可
用以防治之重要害蟲包括：蕃茄夜蛾、甜菜夜蛾、斜紋夜蛾（Vimala Devi，
1994）、擬尺蠖等。
白殭菌在世界各地都有用來防治歐洲玉米螟（Ostrinia nubilalis）的試驗，
且頗具成效。白殭菌對大胡桃象鼻蟲（Curculio caryae）在田間有60%以上之
罹病死率對榆樹甲蟲（Scolytus scolytus） 以107conidia/ml濃度，在11.4天可
達90% 死亡率。對三種重要之蔬菜害蟲小菜蛾（Plutella xylostella）
，擬尺蠖
（Trichoplusia ni）
，及紋白蝶（Pieris rapae）對其商品Boverin也具有感受性，
中央致死濃度分別為0.025，0.27，0.25%；在田間使用5%Boverin（ca.7.5x
105conidia/ml）可降低田間約50%擬尺蠖幼蟲族群，並減少葉片損害率達
87%。田間防治褐飛蝨以每公頃4-5x1012 分生孢子，經三周後死亡率可達
60-90%。田間噴灑白殭孢子懸浮液及大豆培養粒劑可有效防治甘薯蟻象
（蘇，1991）
，鄭（2002）以不同含水量土壤接種白殭菌孢子懸浮液後，感染
甘藷蟻象成蟲，以10％含水量土壤所得之死亡率最高，為98.3％；而含水量
25％之土壤最低，為61.7％；LT50以10％含水量土壤最短5.4日。而以土壤混
拌及土表噴佈方式接種不同濃度之白殭菌，以106及107conidia/ml濃度接種，
兩種施用方式均可達65.0％以上之死亡率，且隨接種濃度升高而增加。
黃（2003）以4種白殭菌分離株感染黃條葉蚤成蟲之LC50，以香蕉假莖象
鼻蟲分離株（B.b-O）
（6.11×106conidia/ml）之致病力最高，天牛（B.b-C）及
家蠶（B.b-B）次之，而蠼螋分離株（B.b-L）（2.71×107conidia/ml）則最差；
4種分離株之LT50皆隨著孢子懸浮液之濃度增加而縮短。
黑殭菌在實驗室致病力測試得知，對歐洲玉米螟的卵及一齡幼蟲可高達
100%的死亡率。本省早於1914年自夏威夷引進，作為蔗田地下害蟲之防治，
台糖公司也曾進行相關研究。而近年來也用於椰子紅胸葉蟲及犀角金龜，青
蔥及花卉（高及蔡，1991）上之防治頗有潛力。在台灣使用黑殭菌防治斑飛
蝨（Laodelphax striatellus）
、亞洲玉米螟與甜菜夜蛾等，證明其具有相當之防
治潛力（李與侯，1989；邱，1989；高和蔡，1989；林與呂，1991）。噴灑
1×108conidia/ml孢子懸浮液於甘藷之葉片、莖蔓與塊根表皮，造成蟻象致病
率最高者為甘藷的葉片部分，其次為莖與塊根；接觸時間24h之處理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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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於12h。利用成蟲攜帶孢子粉水平感染健康蟻象成蟲，結果成功經由體表
沾附乾孢子粉之甘藷蟻象雄成蟲將真菌病水平傳播到雌成蟲，造成雌成蟲的
感病及死亡（徐2010）
。利用五種不同濃度之黑殭菌孢子懸浮液接種黃條葉蚤
成蟲，16天之累積死亡率隨著濃度提高而上升，LC50為3.2×106conidia/ml，三
種濃度1×107、1×108與1×109conidia/ml造成之LT50分別為9.4、3.97與3.6天，當
濃度達1×108以上時，即有80%以上之死亡率。不同溫度下，黑殭菌孢子懸浮
液1×108conidia/ml接種成蟲，第15天之校正累積死亡率在10與25°C間，且隨
溫度提高而上升；在30°C則下降，可知最適溫度在25-30°C之間（白，2014）。
Hall及Burges1979在溫室中，單獨使用蟲生真菌Verticillium lecanii全面噴
灑於作物的上下葉表，以防治桃蚜（Myzus persicae），與對照組比較則產生
明顯的防治效果，其保護效果可持續三個月之久。另一個感染銹蜱
（Phyllocoptruta oleivora）的蟲生真菌Hirsutell thompsonii在佈羅里達之柑桔
園中亦產生自然疫病，發生時期大多在夏天，疫病的產生與銹蜱的密度及當
時的溫度、濕度有密切的關係，且在疫病發生的2-3週後便對銹蜱族群產生壓
制作用，由此可見蟲生真菌防治害蟲時，必須注意其他環境因子之配合才能
成功。
唐（1998）测定绿殭菌（Nomuraea rileyi）对甜菜夜蛾（Spodoptera exigua）
之致病力，第一至第五龄幼虫，顯示隨寄主龄期增加感染效果越佳。以孢子
懸浮液（1×107conidia/ml）處理五齡幼蟲及蛹，可造成約25%之蛹死亡率，孢
子灌注及土壤混拌法分别引起51.7%及100%的死亡率。對成虫致病力不高，
以孢子懸浮液（1×107conidia/ml）處理蛹得到成蟲死亡率為40%，直接處理初
羽化之成蟲則完全無被真菌感染者。以10、15、20及25%之含水量土壤，經
接種孢子懸浮液（1×107conidia/ml）後，感染四齡甜菜夜蛾幼蟲，以20%含水
量土壤所得之死亡率最高為96.67%；25%含水量土壤最低僅為25%。

蟲生線蟲之特性及其應用
一、線蟲之特性
線蟲為一具潛在開發之蟲生病原，有許多種類具寄主專一性，但其他種
類 則 寄 主 範 圍 較 廣 ； 目 前 應 用 於 害 蟲 防 治 者 ， 以 Steinernematidae 及
Heterohabditidae兩科之種類為主，通常利用致病性之三齡幼蟲經由自然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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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昆蟲體內，蛻去表皮侵入血腔，並由線蟲之腸道釋出共生細菌
（Xenorhabdus）在血腔中大量繁殖，在48小時內造成敗血使寄主昆蟲死亡其
傳播則藉由環境污染或經由腸道及體壁之穿入造成水平傳播；線蟲對乾燥環
境非常的敏感，對其之利用則限於特殊的生態環境，如：水中、土壤裏或隱
蔽的棲所而較無法施用於植物之葉表；寄主昆蟲無法對其產生成熟免疫之作
用，在土壤中之長期殘存現象則尚未明瞭，自然的傳播流行則非常普通，感
染原增補法及淹沒式撒佈僅被應用於隱蔽及高濕的棲所中，如樹皮下之小蠹
蟲水中之孑孓。Steinernema glaseri，S. feltia。對植物與脊椎動物無負面影響、
對於環境無殘毒之疑慮等。另外，量產上可利用活體（in vivo）培養或是液
體或固體之培養的方式進行活體外（in vitro）大量飼養並可於溫控環境下長
期保存（羅，2001張，2002）。
二、蟲生線蟲（Steinernema abbasi）
蟲生線蟲（S. abbasi）係1997年首先發現於阿曼（Elawad et al.，1997），
於1999年台灣東部亦採得此種本土蟲生線蟲（Liao et al.，2001）
。溫帶品系之
蟲生線蟲Steinernema carpocapsae All品系及台灣本島所採集之S. abbasi進行
試驗，比較兩者對斜紋夜蛾（Spodoptera litura）第五齡幼蟲之致病力差異。
25°C時S. carpocapsae效果較佳但30°C則以S. abbasi效果好（陳，2004）。
三、蟲生線蟲（Steinernema taiwanensis strain T39）
為採集於屏東旭海大草原之本土線蟲（Tseng, et al. 2018）
，在同樣處理下
接種濃度20 IJs/mL之五齡幼蟲之最終死亡率與斜紋夜蛾之試驗結果與甜菜夜
蛾無顯著差異，然其LT50為27.2h明顯較短，顯示S. taiwanensis strainT39對甜
菜夜蛾之致死速率較斜紋夜蛾為快，結果證實S. taiwanensis strainT39對斜紋
夜蛾及甜菜夜蛾具有殺蟲效力。
四、田間之實際應用
台灣在利用蟲生線蟲(S. carpocapsae)防治甜菜夜蛾(Spodoptera exigua)研
究發現，在土壤高濕的環境下，線蟲的持效性較長，土壤含水量在11.8%或
21.1%以上，持續72小時後對甜菜夜蛾四齡幼蟲仍可造成50%及57.5%之死亡
率(曾1995)。另在網室蘿蔔植株上每隔三天連續施用三次線蟲懸浮液後甜菜
夜蛾四齡幼蟲死亡率可達98.2%，同時發現幼蟲齡期愈高對線蟲之感受性愈

37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高。此種線蟲也在田間被用於玉米螟之防治，將蟲生線蟲以懸浮液及膏劑施
於輪生期之玉米心葉處防治玉米螟，結果膏劑之效果比懸浮液好(鄭，
1992)，且膏劑之防治效果與5%陶斯松粒劑無顯著差異。在中國大陸蟲生線
蟲也廣範使用於防治桃小實心蟲及在樹幹中為害之木蠹蛾幼蟲，且有相當好
的防治效果。利用本土產蟲生線蟲(Steinernema abbasi)分別對黃條葉蚤之土
棲發育期(幼蟲、前蛹及蛹)及成蟲進行致病力之測試。在實驗室條件下，4種
不同濃度(5、10、15及20 IJs/0.1 ml)之S. abbasi侵染期幼蟲(infective juveniles;
IJs)懸浮液感染土棲各發育期之死亡率均隨著IJs濃度增加而提高；而1、2齡幼
蟲之死亡率明顯低於3齡幼蟲、前蛹及蛹，且齡期愈大愈容易受IJs之侵染而
死亡。在溫室中，以盆栽接種方法測試S. abbasi對黃條葉蚤之防治效用，以
25、51及102 IJs/cm2處理之防治率皆＞90%，而施用6 IJs/cm2之防治率為
54.8%最差。培丹於推薦濃度下會影響蟲生線蟲活動力(黃，2003)。蟲生線蟲
S. carpocapsae與S. abbasi於蘿蔔田防治黃條葉蚤幼蟲夏季與冬季比較，由於
高溫乾燥夏季效果較冬季差。線蟲施用後第一周效果較佳且須連續施用較能
減低危害(白，2010)。危害茶樹之小白紋毒蛾二齡幼蟲對於S. abbasi之感受性
較低，死亡率為50-74.1%之間，其他齡期均可達到78.3-100%之死亡率。適合
感染溫度為25及30oC。S. abbasi於冬季之死亡率僅達20及26.7%，此結果顯示
兩種線蟲於冬季之效果較差，且S. abbasi不適用於該季節。於開放空間模擬
田間試驗中，在早上及傍晚將300及500 IJs/ml之兩種懸浮液接種於茶樹上三
齡幼蟲，發現施用時間所造成之死亡率無顯著差異(焦，2007)。於溫室對黑
角舞蛾幼蟲模擬田間防治試驗中，發現施用100 IJs/L或300 IJs/L濃度處理，除
100 IJs/L之S. abbasi外，於晚間施用處理效果較白天施用好，半致死時間比較
短 。 然 而 在 南 投 荔 枝 園 田 間 小 規 模 施 用 時 ， 則 發 現 不 論 S. abbasi 或 S.
carpocapsae分別以1x105及3x105 IJs/L濃度施用時，兩者所造成的死亡率無顯
著差異，防治率介於22.7 %～42.4 %之間(曾，2006)。
近年來猖獗之秋行軍蟲在美國棉花田，經調查發現對常用之化學殺蟲劑
已 發 展 出 耐 藥 及 抗 藥 族 群 。 包 括 ： 除 蟲 菊 (cypermethrin ， fenvalerate ，
fluvalinate，and permethrin)，有機磷(chlorpyrifos，methyl parathion，diazinon，
malathion，and trichlorfon)，及氨基甲酸鹽(methomyl，carbaryl，and thiodicarb；
Wood et al. 1981，Yu 1992，Adamczyk et al. 1999，Al-Sarar et al. 2006，Whalon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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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資材之蟲生線蟲也可應用於秋行軍蟲防治。17品系蟲生線蟲經測
試，其中Steinernema arenarium和Heterorhabditis sp.（RSC02）分別在實驗室
造成100和97.6％的死亡率，在溫室中造成了77.5％和87.5％的死亡率，與對
照組相比（分別為7.5％）。（Vanessa et al，2010）。中國大陸研究指出室内条
件下采用生测试验法，測定了小卷蛾斯氏线虫AⅡ、长尾斯氏線虫X-7、夜蛾
斯氏線蟲SN和嗜菌異小桿線蟲H06等4種昆蟲病原線蟲對草地貪夜蛾2齡和5
齡幼蟲的致死作用，結論 小卷蛾斯氏線蟲AⅡ具有較好的草地貪夜蛾生物防
治潛質，其次是長尾斯氏線蟲X-7（梁等，2020）
。本土產線蟲S. taiwanensis 經
測試也可用於防治秋行軍蟲幼蟲，對4、5、6齡之秋行軍蟲幼蟲皆具有感染能
力。接種濃度與LT50有關，濃度高LT50降低最終死亡率提高。在25、30、35oC
的環境下，線蟲對秋行軍蟲皆有致病效力，於室外玉米盆栽測試以1500及3000
（楊宇宏，
IJs/1.5ml兩濃度施用於心葉經48小時後觀察，死亡率可達71-80%。
未發表）。

原生動物病原之特性及其應用
一、原生動物病原之特性
原生動物為一明顯的緩效性病原，對寄主具些許的專一性，自然的引發
流行病在水生昆蟲較易發生；其傳播主要為典型的水平傳播，即經卵的垂直
傳播方式，其病原之分散（Dispersal）並不是很有效，是為絕對寄生性之病
原，主要殘存於寄主體內，病原引入法及感染原增補法已被實際用於某些生
態系中（Henry，1981）。
二、田間防治實例
Fuxa及Brook（1979）利用Vairimorpha necatrix對Heliothis zea在高梁田間
進行測試時發現V. necatrix雖然在短時間內無法降低H. zea的族群，但施用後
對H. zea的感染率卻有顯著的提高，在噴灑處理後12天卻以施用V. necatrix的
蟲數最少，而且由殺蟲劑組及對照組所取樣的蟲體也有13-19%的感染率，顯
然V. necatrix可在田間行水平的傳播及持續的感染害蟲棲群。
Cowley（1989）報告指出在1978年於Waikoto，及紐西蘭調查田間螟蛾科
害蟲 Eudonia sabulosella（Sod webworm），在採集之幼蟲中有被原生動物

39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Mattesia sp. 感染的現象於是進行了四年的持續調查，結果發現幼蟲之罹病率
由1978的20%逐年增加，到了1981年時達98%而成蟲之罹病率在四年中上升
較為緩慢，由37%上升到45% 且1981年雌蟲之平均產卵量較1978年減少了一
半以上，而蟲體所增殖之孢子量也較1978年為高，感染之幼蟲體型變小，發
育受阻，取時量降低，雌成蟲產卵量減少，對作物之為害亦隨之減少，因此
Mattesia sp.卻實可以有效的調節Sod webworm的族群。

結

論

利用蟲生病原在農業生態系中進行微生物防治時，由於其來自自然界，
與化學農藥比較相對安全性及具專一性。不但可以單獨使用也可與殺蟲劑、
天敵及費洛蒙等配合增加防治效果，但由於其受環境因子的影響甚劇，因此
對於田間疫病產生及病原生態的了解則須一一釐清。且此些資材大多為活
體，因此對於病原菌系的篩選、培養、保存及製劑之配方等皆與防治成敗密
切相關，若能配合相關生物技術，病原生態模擬分析，施用技術之改良及抗
不良環境配方之開發，即能將微生物病原之防治效果發揮到最高點，而達到
友善農業及蟲害永續管理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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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ication of entomopathogenic agentes on the insect pest
management system
Tang, T. C.1, and Tuan, S. J.1
1.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R.O.C.

Entomopathogenic agent originally existed in our living environment. Before
we discovered them, they had continued silent struggle and succession with insect
hosts. Being constantly baptized by biological, non-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ecosystem, human beings once awakened due to the long-term use
of chemical agents to pollute the environment and recognized their importance
and safety. And integrate it into the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system (IPM) for
pest control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cultivation methods and materials. The
main purpose is to reduce pesticides by half, safe production, and maintain the
cultivation environment. The article only reviewed the domestic researches
include the integrated control syste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st habitat, the
pathogenicity,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pplication methods of pest pathogens,
and the indoor and field testing of important local pest pathogens.
Key word: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entomopathogenic fungi, entomopathogenic
nematodes, nucleic polyhedrosis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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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台中市霧峰區。臺灣。

摘

要

蘇力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使用在作物上，不僅殺蟲效果卓著，又
可減少病害的發生，並可促進作物的生長發育，提升產量與品質。蘇力菌對
目標生物以外的對象無毒，對環境無負面影響，又有抗病及促進作物生長等
多項功能的效果，有效替代使用化學農藥，不僅提昇農友經營效益，更可為
消費者提供優質安全之農產品。從全臺蒐集鑑定之 2000 多株本土蘇力菌菌種
中，挑選優秀具特色之蘇力菌菌株，依生物農藥登記相關規定，包括農藥標
準規格準則、農藥理化性及毒理試驗準則、農藥田間試驗準則，進行註冊登
記之相關試驗及文件報告製備，開發防治小菜蛾、紋白蝶、螟蛾、毒蛾、擬
尺蠖等害蟲之本土庫斯蘇力菌(Bt kurstaki) E911 生物性殺蟲劑。產品化開發
過程包含：菌株功效確認、註冊登記資料、基礎醱酵、醱酵量產及製劑配方
技術開發等，技術轉移福壽實業公司，完成輔導量產，通過註冊，完成防治
一般蝶蛾類害蟲的庫斯蘇力菌 E-911 原體及可濕性粉劑，以及加強防治夜盜
蟲的鮎澤蘇力菌(Bt aizawai) Ab12 原體及可濕性粉劑。此外為蘇力菌產品在
植物病蟲害整合性防治(IPM)與其他防治資材的混合使用，完成混合對害蟲防
治效果之測試，以蘇力菌為基準，評估化學農藥(化學殺蟲劑、化學殺菌劑、
化學殺蟎劑)、生物農藥和其他資材等混合蘇力菌之殺蟲效果，並測試對孢子
發芽之影響，作為推廣田間作物健康管理的參考。
關鍵詞：蘇力菌、本土、產業化、應用、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

47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緒

言

藥毒所多年投入生物農藥產品之管理技術的研究，對於我國登記之所有
蘇力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菌種，建立多種菌種鑑定技術，補足各產品
菌種間的差別鑑識特徵資料，以先進技術有效支援行政機關的管理，提昇對
抽換、摻雜主成分和主成分含量不足等偽劣蘇力菌農藥的查察工作。此間累
積豐富相關基礎，有鑑於以往所有蘇力菌產品均係進口，並無本土菌株，於
是展開在全台糧倉、高山、植物園、潮間帶等的蘇力菌採集分離鑑定，共獲
得2000多株蘇力菌，從其中找出生物活性優良、具新穎性基因組成或質體剖
面之特殊菌株，進行產業化開發。自本土篩選優良菌種，並且充份鑑定證明
與既有之產品菌株不同，並進一步突破找到具專利特性之菌株，並以其新穎
性基因組成獲得專利，排除後續具相同基因組成菌株的競爭，造就產業在國
內、海外拓展的保護與條件。並藉由蘇力菌加入IPM防治資材，除有效控制
害蟲外，並因其發揮多功能特性促進作物健康，期能減少化學藥劑的使用量。
另外，用於防治農業害蟲之蘇力菌，不得為含β外毒素之產品，因其除了對
多種生物具毒效外，對哺乳動物具致畸胎和致變異等毒性，我國「農藥管理
法」明訂蘇力菌農藥原體、成品之有效成分中不檢出β外毒素，為防止含外
毒素蘇力菌被製造或進口使用，也測試幾種生物檢測方法，和外毒素基因PCR
檢測法。

二株本土蘇力菌產業化
產業化研發本土蘇力菌生物農藥，在完成菌種鑑定、生物特性分析等基
礎研究，申請行政院國科會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產學合作計畫與福
壽實業有限公司合作，繼續辦理毒理安全評估、先導發酵量產及先期田間試
驗，並以伙伴關係完成工業化量產製劑、品管技術移植及理化性試驗報告，
協助完成各項登記資料之整備，辦理新農藥登記申請，庫斯蘇力菌(Bt kurstaki)
E-911 技轉案，完成農藥原體及可濕性粉劑成品登記，產品合法上市，成為
國產本土生物性殺蟲劑註冊登記成功首例。鮎澤蘇力菌(Bt aizawai) Ab12 技
轉案，亦完成原體、可濕性粉劑登記，也是全國首支本土可防治夜盜蟲的蘇
力菌，其突破性發現與充份證明和國際大廠亞培公司菌株間的差異性，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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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尊、無疑的產業倫理與價值。在本土蘇力菌的相關研發，獲頒我國三張、
美國二張及中國二張，共七張國內外發明專利證書，居國內微生物農藥發明
專利之領先地位。產業研發成效良好，曾獲得跨部會農業生技豐年慶頒發『豐
登奬』。

研發核心與關鍵
藥毒所職掌全國農藥研發之專責單位，一直以來以安全農業為目標，協
助產業主管機關，開發有效管理之技術，並對食安政策之安全農產品的生產，
研發可取代化學農藥的有效安全無毒生物資材，使科技產出在支持施政外並
兼顧社會效益及產業利益，在維護國人的健康及大地環境的永續，同時貢獻
產業，達成政府研究部門之政策使命又提昇我國產業之競爭力。因此主要競
爭不是產業獲利，而是社會效益，而此背後的推動力，應係全民對食安的要
求，以及政府推動的決心與魄力，可謂時勢造英雄，創造了產品市場大環境，
使生物性農藥有與化學農藥競爭的能力。而藥毒所在此間為了支持主管機關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在生物農藥的成分、品質管理工作，多年投入檢驗鑑定
技術的研究，對於我國登記之所有蘇力菌菌種，建立多種技術，累積豐富相
關基礎。另外努力整理相關登記相關法規，依要求製備文件，並帶領合作廠
商製備產程開發及品管之文件。研究團隊具植物保護、生物技術、昆蟲毒理、
動物毒理、農業化學及發酵、製劑等專長，因此有能力區別新穎性菌株的發
現，能執行200公升先導量產發酵、產品製劑配方、GLP動物毒理試驗、GLP
理化性試驗，而且又能一路掌握擴大生產技術與生物活性測試，一直到田間
藥效表現，一再以數據證明其進步性，搭配技轉合作廠商福壽公司，以其本
業雄厚資金、管理、生產等基礎及相關肥料、生物肥料生產經驗投入，支持
本項研發，由於多方條件的結合，將產業利用性，充份展現在技術開發的競
爭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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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與產學合作
一、產業化開發流程（圖一）
案因屬生物農藥產品開發，其必需依農藥管理法規定，進行註冊登記資
料製備，因此先技轉菌種鑑定試驗報告、生物特性資料及試驗報告、動物毒
理試驗報告、先導試量產試驗報告、先期田間試驗報告等，並與業者合作協
助測試中間產品的藥效，以茲繼續改良，進行工業化產製程開發，另協助建
立品質管制技術及進行複驗和代為製備理化性試驗報告，備妥資料送案申請
審查，量產成品經規格檢驗後，依舊制之流程，由業者委託試驗改良場所進
行田間試驗，進行三場田間試驗，結果經農藥諮議會田間試驗小組、農藥諮
議會大會審查通過後，辦理領證商品上市。

圖一、蘇力菌微生物農藥產業化開發流程圖
二、產學合作團隊組成（圖二）
藥毒所團隊主司採集篩菌分離鑑定、成分及作用機制研究、生物活性測
試、動物毒理試驗、5L小型發酵及200L先導級發酵、先導製劑配方，其後將
發酵、製劑及品管技術移殖福壽公司團隊，由福壽公司持毒理安全報告向防
檢局申請試車，經放大發酵產程、製劑，產品返饋藥毒所進行生物活性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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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產品品質或繼續改良產程，確效之終端產品由藥毒所進行先期田間試
驗，在送案申請通過審查後，由農藥諮議會田間試驗小組長設計進行三場田
間藥效委託試驗。

圖二、組織分工合作圖

對產學研界之貢獻
在產學合作開始，藥毒所即與福壽公司之研發及生產部門建立密切的伙
伴關係，除擴大量產與製劑過程，不斷返饋量產產品之有效成分與含量的鑑
定分析，並協助建立品管技術通過確效驗證，直到其完全獨立進行商品化生
產，此一穩建的成功模式也為業界作為示範。
吾人研發註冊成功之經驗，促成了103-106年農委會推動微生物農藥產業
化雄才大略計畫，透過產業化開發平台之過程，協助各試驗改良場所及學校
之研究實現商品化。本案研發人努力整理相關登記相關法規，依要求製備文
件外，並指導合作廠商製備產程開發及品管之文件。更將此「微生物農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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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商品化文件資料備妥自我檢查表參考表」，提交農委會透過防檢局提供學
研界參考(防檢局104年9月15日防檢三字第1041489002號函)，並多次於研討
會發表，分享後來者有所依循，逐一進行各項試驗，備齊各項法規要求註冊
文件申請登記，目前已有多支學界研發技轉之菌株，已順利通過審查，獲得
或即將獲得登記證。

蘇力菌應用於整合性害物管理
一、蘇力菌與其他農藥混合的生物活性
選擇庫斯蘇力菌 (Bt kurstaki) E911、鮎澤蘇力菌(Bt aizawai) ABTS1857。
分別以田間推薦濃度蘇力菌與推薦濃度或1/2 或1/4 量之化學殺蟲劑、殺菌劑
或微生物藥劑混合，測試個別藥劑與混合劑對小菜蛾 (Plutella xylostella)、斜
紋夜蛾 (Spodoptera litura) 的生物活性，評估混合作用之毒效。於庫斯蘇力
菌與有機磷殺蟲劑混合使用或乳劑劑型之化學殺蟲劑混合使用時，結果顯示
不論化學殺蟲劑是否減半，其共同毒效均屬拮抗作用；蘇力菌在與非乳劑劑
型之化學殺蟲劑混合處理小菜蛾幼蟲的結果，不論化學藥劑是否減半與蘇力
菌混合，其混合毒效區分多數屬獨立或少數協力作用，表示二者混合無不良
影響，但其主要效果來自蘇力菌。蘇力菌與化學殺菌劑混合試驗，顯示基本
上蘇力菌的殺蟲效果不受化學殺菌劑的影響，但與乳劑劑型之化學殺菌劑混
合使用，其毒效比單獨使用蘇力菌差。蘇力菌與微生物藥劑混合試驗，顯示
蘇力菌殺蟲效果並不受影響。在鮎澤蘇力菌與化學藥劑的混合處理斜紋夜蛾
幼蟲的結果，顯示蘇力菌較化學藥劑殺蟲效果更佳，但混合化學藥劑有加速
殺蟲之效果(1)。致於庫斯蘇力菌與微生物農藥(枯草桿菌、甜菜夜蛾核多角體
病毒、液化澱粉芽孢桿菌、純白鏈徽菌素、綠木黴菌)混合，對殺蟲效果並無
影響(1)。
以田間推薦濃度之庫斯蘇力菌(Btk)、鮎澤蘇力菌(Bta)分別與推薦濃度之
天然素材及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混合，測試個別藥劑與混合劑對小菜蛾、斜
紋夜蛾的生物活性，評估混合作用之毒效。二種蘇力菌與無機銅、抗生素類
殺菌劑、天然素材及免登植保資材之中和亞磷酸、苦棟油、窄域油、矽藻土、
甲殼素、矽酸鈣、矽酸鉀、氫氧化銅、波爾多、維利黴素、保粒黴素-甲、嘉
賜黴素、鏈土黴素等十三種資材進行混合藥劑殺蟲(LC50 or mortality(%))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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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子數(CFU/g)試驗。顯示蘇力菌與殺菌劑混合對小菜蛾及斜紋夜蛾幼蟲活性
幾無影響，除混無機銅劑對斜紋夜蛾幼蟲效果略差外。庫斯蘇力菌 E911與
天然素材及免登植保資材混合對小菜蛾幼蟲，除混合窄域油顯示效果更好
外，其餘均不影響殺蟲效果。鮎澤蘇力菌ABTS1857與相同七種供試資材混合
處理斜紋夜蛾幼蟲，其中亞磷酸與油劑效果略升，含矽物質則效果略受影響。
大致上兩種供試蘇力菌分別與其他供試資材混合均不會影響供試二種蘇力菌
的CFU/g值(4)。
二、蘇力菌貝他外毒素(β-exotoxin)之檢測
外毒素基因PCR檢測：PCR檢測產外毒素相關基因，證實內毒素菌株不
帶cry 1B基因，但產外毒素菌株必帶有cry 1B基因。此法可利用為先期判定否
為外毒素菌株之用。
外毒素產物生物活性檢測：產內或外毒素蘇力菌分別以CYS(3)及SMB(5)
培 養 基 發 酵 製 備 產 物 為 供 試 樣 品 ， 對 對 鱗 翅 目 (Lepidopteran) 、 鞘 翅 目
(Coleopteran)、雙翅目(Dipteran)、葉蟎(mites)進行生物檢測(bioassay)。建立
以含水介質支撐草莓葉，利用噴藥塔處理二點葉蟎(Tetranychus urticae)之技
術，顯示SMB培養外毒素菌株之外泌產物可殺死葉蟎，其致死速度不如化學
藥劑快，但至終致死效果不亞於化學藥劑。但內毒素菌株則無外毒素產生，
無殺蟎效果。利用混入麥片飼料法處理煙甲蟲(Lasioderma serricorne)，調查
子代羽化成蟲數，顯示SMB培養外毒素菌株之外泌產物，有顯著的毒害生物
活性。而內毒素菌株培養物，顯示無毒害的生物活性。搭配家蠅(Musca
domestica)生物活性測試，顯示CYS培養內、外毒素菌株之產物不會影響家蠅
的成長。SMB培養外毒素菌株之外泌產物致使家蠅無法正常成長，但內毒素
菌株則無否。而顯示CYS培養內毒素菌株之內生產物有效殺死小菜蛾(Plutella
xylostella)，但外毒素菌株則否。

結論與展望
田間防治病蟲害時，時常為同時防治多種害物，執行整合性防治的需要，
吾人完成化學殺蟲、蟎、病害藥劑及微生物資材天然素材及免登記植物保護
資材的混合殺蟲藥效評估。另因蘇力菌之孢子發芽成營養菌體時，會分泌植
物生長促進物質及抗生物質(2)，因此亦同時探討蘇力菌混合其他資材使用，
53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是否會影響蘇力菌之促進植物生長及抑制病源菌之多效功能。解決田間IPM
使用蘇力菌混合其他化學性、生物性、天然素材及免登植保資材的疑問。整
體結論，使用蘇力菌防治害蟲，不論是否混合其他資材，主要的效果均係來
自蘇力菌，亦即只使用蘇力菌就可有效管理田間蝶蛾類鱗翅目害蟲，而蘇力
菌也不受其他資材影響殺蟲效果，因此若為其他目的，蘇力菌也可混加其他
資材，而不受影響，但應避免有機磷殺蟲劑、乳劑劑型化學藥劑與蘇力菌混
合使用。
產學合作完成本土蘇力菌生物殺蟲劑之開發，提供可替代化學農藥之資
材，並為本土產業開拓新的事業領域，貢獻農業及農企業。為化學農藥減量，
評估蘇力菌在病蟲害防治中與其他資材整合應用的藥效及附加價值，對我國
安全農業施政方針的推行有所助益，對農業及整體自然環境而言，不僅可減
少化學藥劑使用量，減少農藥殘留及環境污染問題，更可提高農產品品質，
提升本國農產品競爭力、增加農民收益，造福農民並保障消費食安與環境永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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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iz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Bacillus
thuringiensi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Tzeng, C. C.1
1.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Thaichung, Wu-feng 413, Taiwan, R.O.C.

Applying Bacillus thuringiensis in cultivating crops is effective in killing
pests, reducing plant diseases, and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plants to multiply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production. Bt is benign beyond targeted species and
harmless to the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Bt has multiple effects in resisting plant
diseases and boosting the growth of crops, which make it a compelling substitute
of chemical pesticides. It is fruitful in advancing the cost-effect benefits of
farmers and providing high-quality produces to customers. Collected and
evaluated more than 2000 strains of Bt from all over Taiwan, exceptional and
distinctive strains of Bt have been identified among all. To follow the regulations
of biopesticide registration, including guidelines for pesticide standard
specification, guidelines for pesticid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toxicology
test, and guidelines for pesticide field test, registration-related tests and documents
and reports preparation have been conducted. The indigenous Bt kurstaki E911
and aizawai Ab12 biopesticides, which are effective in controlling pests like
Plutella xylostella, cabbage worm (Pieris canidia), borer (Pyralidae), tussoch
moth, cabbage looper and Noctuidae moths, has been develop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encompasses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trains, the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the basic fermentation, the mass production
of ferment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rmulation technology, then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o Fwusow Industry, the completion of technical coaching in mass
production, the approval of registration, and the successful launch of the product.
In addition, the Bacillus thuringiensis products in integrated control of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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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and insect pests (IPM) as well as the mixed use of other control materials
have been completed for the tests of the effects of mixture in controlling pests.
Building on Bt, evaluating the insecticidal effects of chemical pesticides (chemical
insecticide, chemical germicide, chemical acaricide), biopesticide, other materials
and so on in mixing with Bt, and testing the influences on spore germination, this
would be the reference of promoting the health control of crops in the fields.
Key Work: 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 indigenous, industrialization,
application,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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瓢蟲的飼養與在 IPM 之應用

瓢蟲的飼養與在 IPM 之應用
余志儒*、董耀仁*、許北辰*、楊婉秀*
*

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台中市霧峰區。臺灣。

摘

要

生物天敵能否被量產是成敗關鍵之一，而集體飼養與代用食物是量產的
兩大瓶頸，對捕食性天敵而言更是如此。本文以錨紋瓢蟲(Lemnia biplagiata
(Swartz))與小十三星瓢蟲(Harmonia dimidiate (Fabricius))兩種食蚜瓢蟲為
例，略述量產兩大瓶頸的研發。錨紋瓢蟲幼蟲集體飼育，以每罐(12 L)100-200
隻為適宜飼育密度；添加瓦楞紙與瓦楞塑膠片隱蔽物，可減低死亡率。成蟲
集體飼養之性比以 2、4、6 雌配 1 雄皆宜；飼育密度則依淨增殖率(R0)的表
現，以每罐 24 雌配 6 雄為宜。東方果實蠅(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卵，對
於上述二種瓢蟲的幼蟲與成蟲都是有用的食物，可用人工飼料量產且技術成
熟，免受三營養階層的掣肘，具有發展為代用食物配方組成的潛力。在釋放
技術方面，利用生命表理論描述小十三星瓢蟲的穩定捕食率與終極捕食率，
推估可能較合適的田間釋放量。由未成熟期的日齡-齡期別存活率(age-stage
specific survival rate)所示，得知幼蟲自卵孵化後至全數化蛹，在 15、20 及 25°C
下分別經 33、19 及 15 日，此可做為幼蟲釋放時間間隔之參考。天敵的人為
釋放可與保育混用，二者可相輔相成卻難分主客，但後者可與生物多樣性、
綠色保育等生態保護並行不悖，期許保育方式的生物防治在 IPM 中永不缺席。
關鍵詞：瓢蟲、錨紋瓢蟲、小十三星瓢蟲、集體飼養、捕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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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言

利用生物天敵抑制害蟲，屬於狹義的生物防治法，其應用方式包括古典
(clssical)、增強[augmentation，又分定期接種(seasonal inoculative release)、淹
沒(inundative release)]及保育(conservation)(39)。前二者的天敵強調人為飼養後
再釋放於田間，而其中以增強方式的大量釋放較常被寄予厚望。生物天敵除
了有效性，應用時的成敗關鍵還包括能被量產與應用技術。而集體飼養與代
用食物是量產的兩大瓶頸，對捕食性天敵而言更是如此。
在量產方面，本文以錨紋瓢蟲(Lemnia biplagiata(Swartz))與小十三星瓢
蟲(Harmonia dimidiata(Fabricius))兩種食蚜瓢蟲 (圖一) 為例，略述其飼養技
術與代用食物之研發。

A-a

A-b

A-c

A-d

B-a

B-b

B-c

B-d

圖一、錨紋瓢蟲(A)與小十三瓢蟲(B)之四個蟲期：卵(a)、幼蟲(b)、蛹(c)、成
蟲(d)
Fig. 1. The four stages of Lemnia biplagiata (A) and Harmonia dimidiate (B):
eggs (a), larva (b), Pupa (c), adult (d).
錨紋瓢蟲與小十三星瓢蟲是台灣地區常見的瓢蟲種類，對於危害作物的
蚜蟲，如棉蚜(Aphis gossypii Glover)、桃蚜(Myzus persicae (Sulzer))、偽菜蚜
(Lipaphis erysimi (Kaltenbach))、玉米蚜(Rhopalosiphum maidis (Fitch))、豌豆
蚜(Acyrthosiphon pisum (Harris))、番石榴毛管蚜(Greenidea formosana (Maki))
及白尾紅蚜(Uroleucon formosanum (Takahashi))等均能捕食(9)，是有潛力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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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天敵。二者曾同時自中國引入俄羅斯遠東地區 (Far Eastern Russia)，用於
溫室中甜瓜、胡瓜和辣椒上棉蚜的生物防治(25)。
由於自相殘殺是許多捕食性瓢蟲種類的習性(32)，是量產時亟待克服的難
題。較易被攻擊的蟲期，包括卵與初齡幼蟲(11)、脫皮狀態的幼蟲與蛹(34,38)等。
因此，上述蟲期的存活率是集體飼育效果的評估重點。捕食性瓢蟲自相殘殺
的成因頗為複雜，最常被討論的是食餌不足(32)，但即使食餌充足，瓢蟲幼蟲
也會向食餌聚集取食，而增加相遇的機會與互殘(33)。所以，如果族群中成員
的生長期愈整齊，發育至易被攻擊時期的個體就愈同步，就有可能有效降低
被攻擊的機會。為此，集體飼育至少應將幼蟲與成蟲分開進行。因為成蟲期
沒有蛻皮等易被攻擊的時期，無須拉齊生長期，但雌成蟲會在食餌缺乏狀態
下捕食親生的卵(35)，雄成蟲除了捕食卵，更是食餌的消耗者，而且雌成蟲僅
需少次的交尾即足夠終生產卵用(19,30)，所以酌量調整雌雄蟲比也是與幼蟲飼
養差別之處。
食蚜瓢蟲量產時若用蚜蟲飼養，勢必建立在寄主植物、蚜蟲、食蚜瓢蟲
的三營養階層系統(tri-trophic system)上。三階層環環相扣，任一階層的延誤
都可能干擾整個系統的運作，此有賴合適的代用食物(alternative food)來解
套。利用非蚜蟲昆蟲的卵做為食蚜瓢蟲的食餌有相當高的可行性，例如地中
海粉螟(Ephestia kuehniella Zeller)卵(29,22,18)、麥蛾(Sitotroga cerealella Olivier)
卵 (10) 等。本文略述利用東方果實蠅(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與瓜實蠅
(Bactrocera cucurbitae Coquillett)作為錨紋瓢蟲與小十三星瓢蟲代用食物的試
驗結果，謹供參考。
瓢蟲的應用方面，當以人為釋放時，無論是釋放成蟲、幼蟲或卵，釋放
的時機、數量和頻度須審慎考量(36)。害蟲密度仍低時及早投注生物天敵是較
佳時機，如果害蟲數量越增加，效果就越不理想(26)，也就是說action threshold
宜訂在蟲害發生初期。釋放數量和頻度，由於影響瓢蟲釋放後狀況的因素過
於複雜，尚難理出可靠的推估方式。本文擬利用生命表（life table）理論，推
估小十三星瓢蟲對棉蚜的捕食潛能與釋放時間隔，供天敵田間釋放規劃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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瓢蟲的飼養
一、幼蟲集體飼養
在飼養空間內添加隱蔽物，提供瓢蟲幼蟲蛻皮、化蛹的處所，降低靜止
期幼蟲的暴露，減少被攻擊。與調整飼育密度而減少錨紋瓢蟲幼蟲集體飼育
時自相殘殺的機會。余與陳(2001)比較12公升裝養蟲罐中飼養100隻幼蟲，每
日補充棉蚜時有和無添加隱蔽物的效果。隱蔽物分瓦楞紙與瓦楞塑膠片二種
處理，各每日追加5×5 cm 5片。結果如表一，添加隱蔽物處理之幼蟲、前蛹
及蛹之存活率分別為51.4–56.0%、80.3–81.6%及83.4–93.7%，皆高於無添加處
理的41.8、77.0及78.9%。隱蔽物材質，瓦楞紙與瓦楞塑膠片效果相近。
表一、添加不同隱避物集體飼育錨紋瓢蟲之幼蟲、前蛹與蛹存活率 1
Table 1. Survival rate (%, mean ± se) of larvae, prepupae, and pupae of Lemnia
biplagiata after adding different concealments for group rearing
Concealment
Larva
Prepupa
Pupa
2
Corrugated paper
56.0 ± 6.0 a
81.6 ± 1.6 a
93.7 ± 4.1 a
Corrugated plastic
51.4 ± 5.6 a
80.3 ± 1.8 a
83.3 ± 3.6 ab
None
41.8 ± 1.0 by
77.0 ± 0.4 b
78.9 ± 8.1 b
1.
Quoted from 余與陳(2001)。
2.
Means within each row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Fisher’s protected LSD test.
余與陳(2001)另外在每養蟲罐中飼養100、200、400隻初孵化之錨紋瓢蟲
幼蟲，每日追加食物(棉蚜連同瓜葉)與隱蔽物(瓦楞紙片分別5、10、20片)，
比較不同飼養密度對存活率、發育為成蟲之體重的影響。結果以每罐200隻的
存活率最低，可能與飼養密度或隱蔽物不足有關；其次為每罐400隻，雖與每
罐100隻者差異不顯著(表二)，但由於添加的食物與隱蔽物累積太多，影響操
作。考量空間利用與操作方便，幼蟲飼育密度以每罐100-200隻為宜。幼蟲集
體飼育以幼蟲期之死亡率最高，為主要死亡時段，前蛹期次之，蛹期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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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不同密度集體飼育錨紋瓢蟲幼蟲期、前蛹期及蛹期之存活率 1
Table 2. Survival rates (%, mean ± se) of larvae, prepupae, and pupae of
Lemnia biplagiata with group rearing at various densities
No. of larvae/case
Larva
Prepupa
Pupa
2
100
74.3 ± 3.0 a
91.4 ± 1.7 a
94.6 ± 2.9 a
200
56.0 ± 6.0 b
81.5 ± 1.6 b
93.7 ± 4.1 a
400
66.3 ± 7.5 ab
87.9 ± 3.0 a
93.5 ± 1.5 a
1, 2
Footnote is the same as that in Table 1.
二、成蟲集體飼養
錨紋瓢蟲成蟲集體飼養於與幼蟲飼養條件相同之生長箱內進行(4)。在12
公升裝養蟲罐中，每日提供足量的棉蚜 (Aphis gossypii Glover) 做為食餌，用
生命表介量比較不同性比例、密度的飼養結果。雌雄性比處理分1:1、2:1、4:1、
6:1及8:1，結果如表三。淨增殖率 (R0) 除6:1顯著高於1:1之外，不同性比之
結果相近，內在增殖率(r)與終極增殖率 (λ) 在2:1、4:1、6:1之間差異不顯著，
1:1與8;1較低，故2、4、6雌配1雄皆可考慮為成蟲飼養時之性比。
表三、錨紋瓢蟲成蟲不同雌雄比處理之族群介量 1
Table 3. The population parameters of Lemnia biplagiata adult in different sex ratio
Sex ratio
♀:♂
1:1
2:1
4:1
6:1
8:1

R0 (offspring)
524.5 ± 78.3 b 3
601.9 ± 73.0 ab
727.1 ± 82.6 ab
798.3 ± 82.9 a
684.4 ± 76.6 ab

Parameter 2 (mean ± se)
r (d-1)
λ (d-1)
0.1935 ± 0.0065 b
1.2135 ± 0.0079 b
0.2161 ± 0.0065 a
1.2412 ± 0.0081 a
0.2102 ± 0.0044 a
1.2339 ± 0.0055 a
0.2006 ± 0.0041 ab
1.2221 ± 0.0050 ab
0.1906 ± 0.0039 b
1.2100 ± 0.0047 b

T (day)
32.4 ± 0.6 bc
29.6 ± 0.6 d
31.4 ± 0.5 c
33.3 ± 0.6 ab
34.3 ± 0.6 a

1.

Quoted from 余與許 2015。
Parameter r, λ, R0, and T means intrinsic rate of increase, finite rate of increase,
net reproductive rate, and mean generation time, respectively.
3.
Footnote is the same as that in Table 1.

2.

以每12L養蟲罐飼養4×1為基準密度，取當日羽化之成蟲，分為2、4、6
及8倍於基準密度的蟲量，即分別為8×2、16×4、24×6、32×8(♀ × ♂)，進行不
同飼育密度之比較。由卵獲數，2、4、6及8倍密度處裡為基準密度的2.12、
4.37、6.23及6.86倍，其中8倍蟲量處理大幅減少 (表四)(4)，且隱蔽物累積擁
擠而影響操作。因此，集體飼育成蟲時，以每罐4雌配1雄之2–6倍蟲量為可行
密度。但以生命表介量比較如表五(41)，內在增殖率(r)、終極增殖率(λ)皆以基
準密度為顯著最佳，但淨增殖率(R0)的表現與表四的結果類似，若考量空間
之利用效率，則可考慮24×6為飼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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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錨紋瓢蟲成蟲不同飼育密度之卵獲數 1
Table 4. Egg harvest (mean ± se) of Lemnia biplagiata adult in different cultured
density
Density
Times the amount of
Per female
Total / container
(♀ × ♂)
4 × 1/ container
2
4×1
910.5 ± 126.3ab
3642.0 ± 505.3
8×2
918.0 ± 49.7a
7344.0 ± 397.8
2.12 ± 0.26
16 × 4
913.3 ± 11.3ab
14026.8 ± 180.1
4.37 ± 0.86
24 × 6
871.4 ± 23.5ab
20914.8 ± 564.8
6.23 ± 1.18
3 2× 8
727.5 ± 19.3b
23280.5 ± 618.3
6.86 ± 1.12
1.
Footnote is the same as table 3.
2.
Footnote is the same as table 1.
表五、錨紋瓢蟲成蟲不同密度處理之族群介量 1
Table 5. The population parameters of Lemnia biplagiata adult in different
cultured density
Density
♀×♂
4×1
8×2
16 × 4
24 × 6
32 × 8
1, 2 and 3

Parameter 2 (mean ± se)
R0 (offspring)
3

727.2 ± 82.6 a
729.9 ± 76.4 a
723.7 ± 75.6 ab
691.1 ± 65.2 ab
574.3 ± 65.7 b

r (d-1)

λ (d-1)

T (day)

0.2102 ± 0.0044 a
0.1994 ± 0.0039 b
0.1972 ± 0.0031 b
0.1940 ± 0.0029 b
0.1886 ± 0.0030 c

1.2339 ± 0.0055 a
1.2207 ± 0.0048 b
1.2179 ± 0.0038 b
1.2141 ± 0.0036 b
1.2076 ± 0.0036 c

31.4 ± 0.5 b
33.1 ± 0.5 a
33.4 ± 0.4 a
33.7 ± 0.4 a
33.7 ± 0.5 a

Footnotes are the same as table 3 and 1, respectively.

三、代用食物
東方果實蠅(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用人工飼料大量生產的技術已
相當成熟(8,16)，可以穩定供應所需，值得進行其做為瓢蟲食物的合適性評估。
由於小十三星瓢蟲的幼蟲取食東方果實蠅活卵無法發育，但能接受低壓
冷凍乾燥的東方果實蠅卵(未發表資料)。故評估以東方果實蠅卵做為小十三
星瓢蟲食物之合適性時，幼蟲與成蟲分別以低壓冷凍乾燥與新鮮活的蠅卵供
食(3)。結果顯示，幼蟲發育所需時間比取食棉蚜者顯著較長，初羽化成蟲的
體重也顯著比較輕，但由受測的 40 隻初孵化幼蟲有 29 能完成發育羽化為成
蟲，雖比取食棉蚜的 37 隻較少(表六)。成蟲的繁殖與壽命，與食棉蚜者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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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蠅卵者雖略遜但差異不顯著，每雌一生總產卵量有可達 646.6 粒，只有卵
孵化率平均 47.3%顯著比較低(表七)。東方果實蠅鮮卵是小十三瓢蟲成蟲合適
的食物。
表六、小十三星瓢蟲幼蟲取食不同食餌的發育所需時間與成蟲體重 1
Table 6. Developmental time and adult weight (mean ± se) of Hamonia
dimidiata immature fed on different food
2

Stage

n

1st instar
2nd instar
3rd instar
4th instar
Larva
Pupa
Larva-adult
Asult weight (mg)
Female
Male

37
34
32
32
29
29
29

Lyophilized B.
dorsalis egg
2.7 ± 0.1a 3
3.7 ± 0.1a
4.3 ± 0.4a
7.5 ± 0.3a
18.2 ± 0.5a
5.7 ± 0.2a
23.9 ± 0.4a

13
16

29.2 ± 1.6b
28.8 ± 1.3b

Food
n

Aphis gossypii

40
39
38
38
37
37
37

2.0 ± 0.0b
1.8 ± 0.1b
1.6 ± 0.1b
4.8 ± 0.1b
10.3 ± 0.1b
4.8 ± 0.1b
15.1 ± 0.1b

21
16

48.7 ± 1.2a
47.9 ± 1.4a

1.

Quoted from 余與呂 2012.

2.

N means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 survived and completed this stage.

表七、小十三星瓢蟲成蟲取食不同食餌的壽命與生殖力 1
Table 7. Longevity and fecundity of Harmonia dimidiata adult fed on different prey
Adult longevity (d)
Female
Male
APOP 2 (d)
Fecundity (egg)
Maximum
Lifelong/ female
Hatching rate (%)

Prey
Live Bactrocera dorsalis egg

Aphis gossypii

68.6 ± 8.6 3
67.9 ± 5.6
17.6 ± 1.6

69.6 ± 7.0
61.3 ± 4.4
15.1 ± 1.7

1433
646.6 ± 113.6
47.3 ± 1.7b

1639
908.2 ± 119.6
59.7 ± 0.7a

1.

Footnote is the same as table 6.
APOP means the Pre-oviposition period of adult stage of female.
3.
Data on mean ± se within each row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Fisher’s protected LSD t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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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錨紋瓢蟲的幼蟲與成蟲皆以低壓冷凍乾燥的蠅卵為食時，余 (2013)
比較東方果實蠅卵與瓜實蠅(B. cucurbitae Coquillett)卵做為食物的飼養效
果。結果顯示，與取食棉蚜相較，幼蟲取食蠅卵幼蟲能完成發育為成蟲的數
量與之相近，但發育所需時間較常、初羽化成蟲之體重較輕(表八)。成蟲每
雌一生總產卵量，取食此二種蠅卵分別有 512.2、405.2 粒，顯著低於取食棉
蚜者，二者差異不顯著(表九)。初步認為冷凍乾燥的東方果實蠅與瓜實蠅卵
是錨紋瓢蟲有用的食物。
表八、錨紋瓢蟲幼蟲取食不同食物之發育所需時間與成蟲體重 1
Table 8. Developmental time and adult weight of Lemina biplagiata fed on different food
Stage

1st instar
2nd instar
3rd instar
4th instar
Larva
Pupa
Larva -adult
Adult weight (mg)
Female
Male

n2

Aphis gossypii

39
37
37
36
36
36
36

1.97 ± 0.04 b 3
1.11 ± 0.31 c
1.73 ± 0.07 c
2.11 ± 0.07 c
6.92 ± 0.10 c
4.22 ± 0.09 b
11.14 ± 0.14 c

n
39
37
36
35
35
35
35

Food
Lyophilized egg of Bactrocera sp.
B. dorsalis
n
B. cucurbitae
2.87 ± 0.05 a
39
2.79 ± 0.08 a
2.05 ± 0.07 b
38
2.42 ± 0.10 a
2.69 ± 0.08 b
36
3.03 ± 0.08 a
3.11 ± 0.07 b
35
3.40 ± 0.08 a
10.91 ± 0.10 b
35
11.54 ± 0.11 a
4.17 ± 0.06 b
34
4.65 ± 0.10 a
15.09 ± 0.09 b
34
16.21 ± 0.12 a

23
13

21.08 ± 0.23 a
20.15 ± 0.29 a

17
18

18.11 ± 0.33 b
16.11 ± 0.35 b

17
17

17.38 ± 0.42 b
16.30 ± 0.32 b

1.

Footnote is the same as table 6.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 survived to complete this stage.
3.
Data on mean ± se within each row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Fisher’s protected LSD test.
2.

表九、錨紋瓢蟲成蟲取食不同食物之壽命與生殖力 1
Table 9. Longevity and fecundity of Lemina biplagiata adult fed on different prey

Adult longevity (d)
Female
Male
APOP 2
Fecundity (egg)
Mean
Maximum daily
Maximum

Aphis gossypii

Food
Lyophilized egg of Bactrocera sp.
B. dorsalis
B. cucurbitae

95.8 ± 5.2 a 3
93.5 ± 10.4 a
6.2 ± 0.6 b z

76.9 ± 9.3 b
74.8 ± 9.0 b
16.6 ± 1.1 a

50.6 ± 5.1 c
58.8 ± 6.1 c
16.1 ± 1.9 a

1001.6 ± 116.4 a
56
1573

512.2 ± 90.4 b
58
1058

405.2 ± 79.2 b
63
858

1.

Quoted from 余 2013.
APOP means the Pre-oviposition period of adult stage of female.
3.
Data on mean ± se (n = 12) within each row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Fisher’s protected LSD t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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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十三星瓢蟲幼蟲、成蟲分別以棉蚜或東方果實蠅卵為食的四種組合，
即幼蟲和成蟲都以棉蚜飼養(AA)；幼蟲用蚜蟲飼養，成蟲用新鮮果蠅卵飼養
(AB)；幼蟲用低壓冷凍乾燥蠅卵飼養，成蟲用蚜蟲飼養(BA)；幼蟲用低壓冷
凍乾燥蠅卵飼養，成蟲用新鮮活蠅卵飼養(BB)。由表十所示，最高內在增殖
率(r=0.1125 d-1)和淨增殖率(R0=260.7 個後代)者為 AA，當蠅卵用作幼蟲、成
蟲或兩者的食物時，r 與 R0 都顯著降低，尤其以 BB 最低(r=0.0615 d-1 與 R0=38.6
個後代)(40)。
表十、小十三星瓢蟲以不同食物飼養的生命表介量 1
Table 10. Means and standard errors of the life table parameters (mean ± se)
of Harmonia dimidiata cultured with different foods estimated by
using Bootstrap techniques for all parameters
Parameters 2
r (d-1)
λ (d-1)
R0 (offspring)
T (d)

1.

AA
0.1125 ± 0.0041 a
4

1.1190 ± 0.0046 a
260.7 ± 39.2 a
49.4 ± 1.0 b

Diet treatment 3
AB
BA
0.0967 ± 0.0037
0.0678 ± 0.0060
b
c
1.1016 ± 0.0041
1.0702 ± 0.0064
b
c
162.1 ± 30.3 b
52.8 ± 14.8 c
52.4 ± 1.1 b
58.0 ± 2.3 a

BB
0.0615 ± 0.0050
c
1.0634 ± 0.0053
c
38.6 ± 12.2 c
58.6 ± 3.0 a

Quoted from Yu et al. 2018.
Parameter r, λ, R0, and T means intrinsic rate of increase, finite rate of increase, net
reproductive rate, and mean generation time, respectively.
3.
Diet treatment: AA (both larva and adult cultured with A. gossypii), AB (larva reared on
A. gossypii, adult reared on live B. dorsalis eggs) and BA (larva cultured with
lyophilised B. dorsalis eggs, adult reared on A. gossypii), BB (larva cultured with
lyophilised B. dorsalis eggs, adult reared on live B. dorsalis eggs). A. gossypii, Aphis
gossypii; B. dorsalis, Bactrocea dorsalis.
4.
By using Bootstrap techniques for all parameters. And means within a row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Tukey-Kramer procedure
at 5% level
2.

捕食性瓢蟲的量產，幼蟲與成蟲須分別飼養，不但是因為自相殘殺的習
性，營養的需求也是重要考量。由幼蟲的表現，如發育所需時間、羽化成蟲
時的體重等；成蟲表現，如壽命、體重變化、繁殖力、產卵期等，可以判別
食物的合適性(31)。捕食性瓢蟲的食物，除了主要的獵物，其實還有其他非主
要獵物食物(non-prey food)作為輔助，例如花蜜、花粉、蜂蜜、酵母菌、其他
節肢動物等，對幼蟲、成蟲的表現都有正面意義(31)。此外，結合數種替代食
物(alternative food)也可以形成支持瓢蟲繁殖和發育的食物(17)。本文嘗試的東
方果實蠅卵，對於錨文瓢蟲與小十三星瓢蟲的幼蟲與成蟲都是有用的食物，
不但可用人工飼料量產且技術成熟，無需栽培寄主植物，免受三營養階層的
掣肘，且易於儲存，具有發展為代用食物配方組成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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瓢蟲的應用
應用生命表理論評估瓢蟲對蚜蟲的捕食能力與生物防治潛力已多有報導
(14,15,24)
。Yu et al. (2013)利用生命表理論估算小十三星瓢蟲的捕食率與田間釋
放時間間隔。雖然此瓢蟲的捕食量相當大，每隻初齡幼蟲即可捕食 99.4-133.6
隻棉蚜，整個幼蟲期可捕食 1722.4-2877.3 隻，一生則可捕食 15860-21408 隻
(表十一)。但由於個體間存活時間的差異，不能以釋放的瓢蟲數與每隻捕食
量的積當作捕食潛能，必須將釋放後的存活率納入當考量，而由下列公式所
計算出的淨捕食率 (net predation rate, C0)，亦即族群中平均每隻一生的捕食
量，較符合實際，15、20 及 25°C 下分別為 10963、13050 及 7492 隻棉蚜。
∞

C0 = ∑ l x k x
x =0

表十一、不同溫度下小十三瓢蟲對棉蚜的捕食率 1
Table 11. The predation rate of Harmonia dimidiata fed on Aphis gossypii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Stage and statistics
Larval stage

Total preadult
Adult stage
Total life span

1st instar
2nd instar
3rd instar
4th instar
1st to 4th instar
Female
Male
Female
Male

Net predation rate C0
Stable predation rate
Finite predation rate
1.

Predation rate (aphids/predator, mean ± se)
15°C
20°C
25°C
99.4 ± 3.3
101.0± 2.6
101.0± 2.6
169.0 ± 6.2
128.6 ± 11.7
128.6 ± 11.7
435.1 ± 17.3
347.5 ± 17.4
347.5 ± 17.4
2175.4 ± 31.0
1179.2 ± 38.2
1179.2 ± 38.2
2,877.3± 37.1
1,722.4 ± 35.2
1,722.4 ± 35.2
12,960 ± 1,041
18,355 ± 1144
18,355 ± 1144
14,326 ± 881
19,690 ± 1476
19,690 ± 1476
15,860 ± 1042
20,081 ± 1137
20,081 ± 1137
17,176 ± 898
21,408 ± 1473
21,408 ± 1473
10,963 ± 881
7,492 ± 973
7,492 ± 973
90.2
163.0
163.0
95.2
183.3
177

Quoted from Yu et al. 2013.

其中 lx 為 x 日齡別存活率(age specific survival rate)，kx 為 x 日齡別捕食率
(age specific predation rate)。圖二顯示小十三星瓢蟲一生之日齡別捕食率、日
齡別淨捕食率(age specific net predation rate, qx = lxkx)及累積之淨捕食率。並由
下式算出終極捕食率 (finite predation rate, ω)：
∞

m

ω = λψ = λ ∑∑ a xj c xj
x = 0 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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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小十三星瓢蟲對棉蚜之日齡別捕食率(kx)、日齡別淨捕食率(qx)及累積
之淨捕食率(C0)，日齡以卵出生日為起始。於 15、20 及 25 °C，幼蟲期的最
大 qx 分別出現在第 22, 15, and 10 日。(摘自 Yu et al. 2013)
Fig. 2. Age-specific predation rates (kx), age-specific net predation rates (qx)
and cumulative net predation rates (C0) of Harmonia dimidiata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with the age being counted from birth. The maximum value of
qx during the larval stage occurs at age 22, 15, and 10 d for individuals raised
at 15, 20, and 25 °C, respectively. (Quoted from Yu et al. 2013)
其中 axj 是指在 x 日齡 j 齡期的個體數占全體數的比例；cxj 指在 x 日齡 j
齡期的捕食率。是呈現在捕食者族群在日齡-齡期穩定分布(SASD)時的捕食
率。在此狀態下的平均每隻捕食率稱為穩定捕食率(ψ)；λ 是每單位時間的族
群增殖率；終極捕食率就是每單位時間呈 λ 倍增的捕食率。此可用於描述捕
食者的捕食潛能、評估捕食者的可用性，可比較(1)不同種捕食者對相同食餌
的捕食潛能；(2)同一種捕食者對不同食餌的捕食潛能；(3)利用穩定捕食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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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捕食率推估可能較合適的卵量釋放於田間。
族群呈日齡-齡期穩定分布，是建立在環境穩定、食物無缺的基礎上。對
田間的瓢蟲而言，因為有諸多物理、化學、生物的影響因子，族群會呈動態
變化。故依據 SASD 而得的穩定捕食率、終極捕食率都只是參考值。
小十三星瓢蟲在 30°C 不利生存，在此溫度下幾乎不產卵，由其他較低溫
度下所產的卵移置於 30°C 亦無法孵化，故 Yu et al. (2013) 以 15、20 及 25°C
進行探討。由圖三未成熟期的日齡-齡期別存活率(age-stage specific survival
rate)所示，同日自卵孵化的幼蟲，個體間發育速率有差異，有齡期重疊的現
象。在 15、20 及 25 下，幼蟲自卵孵化後存活至全數化蛹分別經 33、19 及
15 日，此可做為生物防治時瓢蟲釋放時間間隔之參考。由於齡期的重疊，開
始化蛹後能捕食的幼蟲數會逐漸減少，對於是否要將完全化蛹的所需時間作
為釋放的時間間隔，參酌四齡幼蟲的捕食量，平均每隻可補食 1179-2271 隻
棉蚜(表十一)，應可接受。
捕食者與獵物的相互作用不是靜態的，影響因素頗為複雜，外在的包括
氣候、棲所微氣候、地景地物、農藥等，內在的包括捕食者捕食能力、繁殖
力、分散力、種內自殘、種間競合、內共生微生物等(36)。若採人為釋放天的
的方式行生物防治，要考慮態很周全有其難度。當捕食者以防治的對象為食
物時，能順利完成世代且可繼代繁殖，基本上已具應用潛力，後續再補強其
實用性，如本文的利用生命表理論推估的捕食率與釋放時間間隔，或再測試
其數量反應與功能反應等。
或者可以化繁為簡，即田間保育天敵，目標是期望天敵能就近在保育區
立足、待命，能如 Kundoo and Khan (2017) 所述的在蟲害發生的初期就及時
出現，使蟲害不致於坐大到造成經濟危害，並與害蟲之間形成動態平衡。此
時捕食者必須具有高覓食能力、高繁殖效率，並且與獵物間有高的季節性同
步(27)。保育的工作主要營造可供此類捕食者、寄生性天敵駐足甚至立足的棲
所(12,13,20,23,28,31,33,37)。達此境界之前，需賴人為大量釋放天敵和其他植物保護
資材的運用，以免造成農作物的損失。當天敵的人為釋放與保育混用時，稱
為綜合生物防治(integrated biological control)(21)，二者可相輔相成卻難分主
客，但後者可與生物多樣性、綠色保育等生態保護並行不悖，應當持續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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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不同溫度下小十三星瓢蟲未成熟期的日齡-齡期別存活率(age-stage
specific survival rate)。(摘自 Yu et al. 2013)
Fig. 3. The age-stage specific survival rate of Hamonia dimidiata immatur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Quoted from Yu et al. 2013)

71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結論與展望
蟲害生物防治在台灣，據載始於 1909 年引進澳洲瓢蟲(Rodolia cardinalis
Muls.)防治柑橘吹綿介殼蟲 (Icerya purchasi Maskell)，後因化學合成農藥興起
而沒落，至 1980 年代因農藥的過度使用而又復甦至今。由於農作物的病蟲害
相通常不單純，以致於生物防治在害物整合管理中雖可以成為醒目的主角，
但難獨撐大局。農業試驗所已研發基徵草蛉(Mallada basalis (walker))與南方
小黑花椿象(Orius strigicollis (Poppius))能接受大面積使用量訂購之量產技
術，並技術授權予業者。本文的兩種瓢蟲以代用食物繼代飼養，雖可完成世
代，但族群會快速衰弱，尚待更深入調整食物配方，期望可以取代目前只能
以蚜蟲進行飼養 (圖四)耗人力又耗空間的困境，加入可技術授權的行列。

A

B

C

圖四、棉蚜大量飼養：於溫室固定時間間隔定植甜瓜苗盆栽(A)；將生長 6～
8 片真葉之植株置於養蟲架中，接種棉蚜並繁殖做為蟲庫(B)；另將(A)生長
10 片以上真葉之植株置於大養蟲箱中，接殖取自(B)之棉蚜進行大量繁殖(C)。
Fig. 4. Mass production of Aphis gossypii: (A) melon seedlings planted in pots
at regular intervals in greenhouse; (B) placed plants with 6-8 true leaves in
the cages, inoculated and cultured A. gossypii as the stocks; (C) plants with
more than 10 true leaves are placed in the large cages, and the A. gossypii
taken from B are colonized for mass production.
面對多樣的作物蟲害，生物防治仍須搭配作物培管理、害物監測及其他
植物保護資材與應用策略(2,5,6)，方能發揮其預期的效果。期許保育方式的生
物防治在農作物害物整合管理系統中永不缺席，且能與其他友善環境植保資
材相容並濟，往斷離化學合成農藥又可確保農產品質與量的目標前進。雖然
其中仍有許多技術缺口，但值得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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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ring of coccinelli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IPM
Jih-Zu Yu1, Yaw-Jen Dong1, Pei-Chen Hsu1, and Wan-Hsiu Yang1
1.

Applied Zoology Division, TARI, Wu-feng 413, Taichung, Taiwan, R.O.C.

Whether biological natural enemies can be mass-produced is one of the
keys to success or failure, and group rearing and alternative food are the two
major bottlenecks in mass production, especially for predators. This article took 2
species of coccinellds, Lemnia biplagiata (Swartz) and Harmonia dimidiata
(Fab.), as examples, and outlines some attempts for both bottlenecks. In group
culture of L. biplagiata larvae, with 100-200 per tank (25 L) as the suitable
rearing density; and adding corrugated paper or corrugated plastic sheet as
concealment can reduce larva mortality. The sex ratio of adult group culture was 2,
4, 6 females and 1 male; the rearing density is based on the net reproductive rate
(R0), it is appropriate to be 24 females and 6 males per tank. The oriental fruit fly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eggs were useful food for the larvae and adults of
above two ladybirds. This fly can be mass produced with artificial diet and the
culture technique is well done, it will be available composition of alternative food
formula potentially. In field release issue, Using life table theory to describe the
stable predation rate and ultimate predation rate of H. dimidiata, and estimate the
quantity of field release that may be considered. As shown by the age-stage
specific survival rate of the immature stage, all larva from hatching to pupation,
need 33, 19 and 15 day at 15, 20 and 25 °C respectively, these can b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release interval of larvae. The artificial release of natural enemies
can be mixed with conservation. Those two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but cannot
distinguish who is the major. However, the latter one can run parallel with
ecological protection such as biodiversity and Green Conservation, and hope that
the biological control of conservation methods will never be absent in IPM.
Key words: coccinellid, Lemnia biplagiata, Harmonia dimidiata, group culture,
pred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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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葡萄為台灣重要的水果產業，主要栽培集中在中部四縣市，栽培品種大
部為鮮食品種，少部份為釀酒品種。2002 年農委會防檢局植物疫情資訊中心
據報中部葡萄產區有疑似葡萄皮爾斯病(Pierce's disease; PD)的發生，因該病
原菌在台灣植物檢疫法中列為第一類檢疫病原菌，經藥毒所採樣、分離、鑑
定確定為 PD 後，防檢局立即成立全面性的調查及研究計劃，並召集相關單
位研擬緊急撲滅防疫措施。從 2003 到 2012 年 10 年之間調查中部地區全部計
8285 個葡萄園，在苗栗縣、台中市及南投縣等 10 個鄉鎮區 332 個葡萄園發
生不同程度的 PD，經地毯式的調查、取樣、分離、鑑定及標記，確定總共有
13674 株葡萄感染 PD，經協調各鄉鎮區公所、農會及產銷班農民，所有罹病
株標記完成後即予與鏟除銷毁，罹病率較嚴重的果園建議農民全園鏟除銷
毁，改種其他作物。另外請藥毒所及農試所針對 PD 替代性寄主植物、媒介
昆蟲及發生生態地理環境等進行研究，並積極前往各鄉鎮葡萄產區對農民辧
理 PD 的防疫講習會，教育農民防治媒介昆蟲、鏟除果園附近的替代性寄主
植物。目前各葡萄產區經調查已經沒有 PD 的罹病株發現，可以正式宣告台
灣成功撲滅葡萄皮爾斯病。
關鍵詞：葡萄皮爾斯病、媒介昆蟲、替代性寄主、撲滅防疫措施

緒

言

葡萄為台灣主要水果產業之一，主要栽培集中在中部苗栗、台中、彰化
及南投等四縣市，總栽培面積約 3200 公頃，其中大部份栽植鮮食品種如巨

79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峰、意大利、蜜紅等，少部份為釀酒品種如金香、黑后及貝利 A 等。台灣葡
萄栽培管理施行一年兩收的生產方式，一般多在 7~8 月及 12~2 月分別採收
夏果及冬果，總產量每年約 9 萬公噸，以每公斤 80 元計算，每年總產值約達
72 億台幣(1,4)。
葡萄皮爾斯病(Pierce's disease;簡稱 PD)是由導管棲息性細菌 Xylella
fastidiosa 所引起，病原菌入侵葡萄植株後會快速增殖建立族群，系統性分布
於植株維管束組織之導管內。被害的葡萄株在 1~5 年內即會死亡，本病目前
尚無有效的藥劑可以防治，PD 的病徵包括葡萄葉緣壞疽焦枯、提早落葉、新
株不正常老熟、樹勢衰弱、延遲萌芽、植株矮化，最後全株枯死。PD 的病原
菌據報可危害多達 28 科 94 種植物，其中有許多為重要經濟作物如柑桔、梨、
桃、李、杏仁、黑莓、苜蓿及葡萄等(8)。所以 PD 的病原菌在台灣被列為第一
類植物檢疫病原菌。
PD 也是國際上重要的植物檢疫病害，在北美洲的美國及墨西哥 PD 是葡
萄產業最重要的限制因子，另外在中美洲的哥斯大黎加及委內瑞拉、南美洲
的阿根廷及秘魯等皆有發生(6,7,9,10,11,12)。在歐洲南斯拉夫曾有 PD 的報導，亞
洲則只有中國的陝西及台灣有發生(3,4,5,14,15)。PD 在美國加州危害特別嚴重，
據報在 1994~2000 年 7 年之間催毁了約 1000 畝的葡萄園，損失達三千萬美
元，為防治 PD 的媒介昆蟲褐透翅尖頭葉蟬( Glassy-winged sharpshooter, GWSS)
加州農業部門每年皆編列鉅額經費(8,15)。

PD 在台灣的發生及調查
在 2002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簡稱防檢局)的植物疫情
資訊中心據報在南投地區葡萄園有疑似 PD 的發生，防檢局即刻邀請農業藥
物毒物試驗所(簡稱藥毒所)進行採樣、分離及鑑定工作。經證實為 X. fastidiosa
引起的 PD 後，防檢局即成立全面性葡萄產區的 PD 發生調查計畫，調查區域
涵蓋苗栗、台中、彰化及南投等四縣市所有葡萄園。自 2002 到 2012 年 10
之間總共調查了全部 8285 個葡萄園，其中有 10 個鄉鎮 332 個果園發生不同
罹病程度的 PD。罹病果園並經地毯式全面性的採樣、分離及鑑定，罹病葡萄
株分別予與標記，總共確定 13674 株葡萄罹染 PD，包括鮮食及釀酒葡萄品
種。防檢局植物疫情資訊中心依此調查結果建立完整的 GIS 圖檔，以做為撲
滅防疫的依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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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藥毒所的調查分析顯示，罹患 PD 的葡萄園的地理位置和其周遭的
植物生態環境大有關係，罹病果園大多位於丘陵地形、山坡地、緊鄰山溝或
河川地，其周邊有許多未閞發雜林含有豐富的植物相，有利於媒介昆蟲的棲
息及病原菌的殘存。罹病葡萄株大部份分布在果園的邊緣地帶，推測可能為
葡萄植株及周邊 PD 的中間寄主植物藉由媒介昆蟲交互感染所致。另外彰化
地區栽培約 1800 公頃的葡萄園迄今皆未發現罹染 PD，推測其原因為該地區
葡萄皆栽植在平地農田，農民採集約密植栽培，是葡萄專業區，鄰近農田不
是葡萄就是水稻或蔬菜田，植物相非常單純不利 PD 病原及媒介昆蟲的殘存，
而且該地區農民病蟲害防治及田間衛生執行較徹底，果園發現植株異常會立
即鏟除更新(2,4)。

PD 病原菌寄主植物的偵測調查
美國加州的研究發現 PD 的病原菌寄主範園相當廣泛，計有超過 28 科 94
種植物為其寄主，許多植物被感染後並不會產生病徴(8)。在台灣 PD 病原菌寄
主植物的偵測調查，藥毒所最初在東勢鎮明正里罹病葡萄園附近採集的雙輪
瓜雜草植物分離到 PD 的病原菌，之後陸續於 8 個鄉鎮罹病果園周邊進行其
他寄主植物的採樣調查，總共採集了 238 種植物，經分離、培養及 PCR 檢測
鑑定，證實其中 7 種雜草植物為 PD 病原菌的替代性寄主植物，分別為葎草、
漢式山葡葡、雙輪瓜、白匏子、玉珊瑚、山黃麻及小花蔓澤蘭等(2,4)。但是這
些 PD 的替代性寄主植物，除了葎草會產生葉緣焦枯的病徵外，其餘被 PD 感
染後並不會產生病徴，推測可能這些植物雖可被 PD 寄生但在其植物體內 PD
病原細菌的繁殖受到限制，族群密度未能達到使寄主植物產生病徴的程度。

PD 媒介昆蟲的調查研究
農業試驗所(簡稱農試所)及藥毒所的研究園隊在各葡萄產區調查採集木
質部取食性的大葉蟬亞科及沫蟬總科昆蟲，總共發現了 3 種沫蟬及 24 種葉
蟬。在野外採集的蟲體經偵測到 PD 病原細菌的分子序列者包括白邊大葉蟬、
黑尾大葉蟬、縱脈斑大葉蟬及嗜菊短頭脊沫蟬等四種。其中白邊大葉蟬及嗜
菊短頭脊沫蟬已完成柯霍式法則證實為 PD 的媒介昆蟲(2,4,13)。台灣並未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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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為 PD 主要的媒介昆蟲 GWSS 的存在。農試所的研究發現白邊大葉蟬
可在小花蔓澤蘭、大白花鬼針草、紫花藿香薊及鴨跖草等常見野外雜草完成
繼代發育，另外發現大白花鬼針草及鴨跖草為黑尾大葉蟬、縱脈斑大葉蟬及
嗜菊短頭脊沫蟬的共通寄主植物(2,4,13)。可見這類取食植物木質部汁液的昆蟲
如大葉蟬亞科及沫蟬總科昆蟲皆可能傳播 PD 病原菌。

台灣對 PD 的撲滅防疫措施
由於 PD 對台灣葡萄產業的重大威脅，及可能對其他重要作物造成危害，
2002 年經分離確定 PD 發生在中部葡萄園後，防檢局立即邀請藥毒所及農試
所組成研究調查團隊辦理下列工作：(一)全面調查各縣市葡萄栽培區 PD 發生
情形；(二)PD 病原菌的分離、培養、鑑定及菌系親緣關係研究；(三)媒介昆
蟲的調查分析及病原傳播研究；(四)PD 替代性寄主植物的調查研究。行政方
面防檢局立即協調各縣市政府、鄉鎮區公所及農會儘力協助配合相關的研究
調查及防疫措施。另外防檢局也請藥毒所及農試所專家到各葡萄產區對農民
及產銷班辦理 PD 的防疫講習會，對農民宣導說明 PD 對葡萄產業的重大威脅
及如何辦理及配合政府的撲滅防疫計畫。防疫措施重要有下列四點：（一）
種植健康種苗，避免從罹病園區引進扦插苗；（二）定期施藥防治媒介昆蟲；
（三）鏟除果園周邊及鄰近之替代性寄主植物；（四）禁止自國外走私進口
葡萄苗木及攜帶媒介昆蟲的種苗植物(4,13,16)。
防檢局在 2003 年決定全面進行 PD 的撲滅計畫，請藥毒所對苗栗、台中
及南投縣等 10 個鄉鎮共 332 個葡萄罹病園的罹病株進行標記以做為鏟除的依
據。各鄉鎮區葡萄園罹病株調查標記完成後即進行鏟除銷毁工作，部份農友
對罹病較輕微仍可採收葡萄的罹病株鏟除覺得不忍與可惜，但經說明罹病株
為其他健康株的最大感染源，農友終忍痛同意銷毁。后里及通宵地區有些葡
萄園罹病較嚴重，罹病株率超過 30%的葡萄園經勸導農友全園鏟除銷毁，改
種其他作物。2003 到 2012 年 10 年之間總算把所有罹病園的罹病株(共 13674
株)全部陸續鏟除銷毁完畢，防檢局並予農民每株 500 元台幣的鏟除工資補
助。PD 的撲滅工作於 2012 年完成後，藥毒所仍進行定期的監測調查，可能
偶有零星 PD 罹病株發生，葡萄農民皆曉得依據典型病徵診斷後標記罹病株
並自動剷除銷毁。近幾年來的調查，PD 已在台灣葡萄產區完全絕跡，可以正
式宣告台灣成功撲滅葡萄皮爾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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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ccessful eradication of grape Pierce’s disease in Taiwan
Kao, C. W.1, and Su, C. C.1
1.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 Research Institute,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Wu-feng, Taichung 413,Taiwan, R.O.C.

Grape vine is an important fruit crop in Taiwan, the total production acreage
around 3200 hectares cultivated in Taichung city, Miaoli, Changhua and Nantou
counties. In 2002 the Bu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launched a survey project to find out if Pierce’s disease (PD) occurs in
grape orchard in Taiwan. When it was confirmed, the Bureau initiated a complete
research, survey, and eradication project to the disease. From 2003 to 2012, all the
8285 grape orchards in central Taiwan were surveyed, and 332 orchards were
found to be infected by PD with different level of incidence. A total of 13674
grapevines were confirmed to be infected by Xylella fastidiosa and hence
eradicated. Other than grapes, 7 different plant species collected neighbering the
grape orchard were confirmed to be alternative hosts of X. fastidiosa: Diplocyclos
palmatus (L.) C. Jeffrey,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 var.
hancei (Planch.) Rehder,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Mallotus paniculatus
(Lam.) Muell.-Arg., Trema orientalis (L.) Blume,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and
Solanum pseudo-capsicum Linn. In the search of insect vectors for PD
dissemination in Taiwan, Kolla paulula and Poophilus costalis were confirmed to
be the vectors by the fulfillment of Koch’s postulates. The other potential insect
vectors are Bothrogonia ferruginea and Anatkina horishana. The insect vectors
and the alternative host plants nearby the grape orchar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PD epidemiology in Taiwan. The grape growers were educated on how (1) to
control insect vectors, (2) to eradicate alternative host plants nearby the orchard
and (3) to prevent introducing foreign nursery stocks for PD control. Since 2013
till now, there are no more PD observed in grape orchards in Taiwan. We declare
that the PD eradication project is successful.
Key words: Grape, Pierce’s disease, Xylella fastidiosa, alternative hosts, insect
vectors, eradic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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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筑蘋1、蔡志濃1、安寶貞1、謝廷芳1、徐敏記2、林妤姍2
1.農業試驗所植物病理組。台中市霧峰區。臺灣。
2.農業試驗所作物組。台中市霧峰區。臺灣。

摘

要

紅龍果主要產季在高溫多雨的夏季，同時也為多種病害最適的發病環
境，若果實在進入冷鏈前未妥善處理，常因病害之故造成損失，如由 Alternaria
spp.引起的褐斑病、Gilbertella persicaria 引起的濕腐病等採後病害，係短程
內銷與長程外銷最大的限制因子之一，也是紅龍果冷鏈運銷上亟需解決的問
題。為防治紅龍果採後病害，目前多以採收後處理為主要手段，然而可能會
影響果實品質或仍不足以大幅遏止病害發生。根據農業試驗所的初步調查，
台灣部分產區生產的果實在模擬長途冷藏貯運（4-5℃，3 週）後，果實平均
損耗率在出庫當天達 15%以上，櫥架後（22℃，3 天）達 60%左右，且絕大
多數（95%以上）為病害引起的耗損。生態調查結果顯示，多種病原菌，包
括 Alternaria spp.在內，在紅龍果幼果至少 2 週大時即存在果實表面，可能伺
機感染果實；進一步人工試驗結果顯示，褐斑病可能為潛伏感染，顯示病害
防治應提早於田間開始。個別測試田間防治或採後處理防治效果，包括（1）
幼果期套袋、（2）幼果期開始施以藥劑直至成熟，以及（3）採收後浸泡次
氯酸水等，藉以初步獲得適合使用之資材與使用條件，而果實經模擬貯運後
損耗率各可降低 5%-20%左右不等。於田間測試「整合之田間防治至採後前
處理」管理技術 1 式，施用方式包括：開花結果後施用藥劑（「非化學合成
藥劑組」施用黑修羅（農業試驗所開發之商品，肉桂精油微乳劑）、「化學
合成藥劑組」施用亞托敏；共各施用 2-3 次），隨後配合「結果 7 至 10 天後
套袋」與「採後浸泡合適條件的次氯酸水」，待果實成熟採收後調查模擬貯
運後損耗率。無論化學合成或是非化學合成藥劑組，貯運後損耗率可穩定降
低 20%以上，且用藥次數亦可降低。
關鍵詞：紅龍果、冷鏈病害、田間整合性管理、肉桂精油製劑、次氯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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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言

紅龍果為台灣近年來重要的經濟果樹之一，（圖1）分為白肉（Hylocereus
undatus）與紅肉品系（深紅肉H. polyrhizus，紫紅肉H. costaricensis）。紅龍
果自集貨、拍賣後放置市場架上、送到消費端，直至消費者切開品嘗前，若
出現「貯藏期病害」，或又稱「採後病害」（postharvest disease），造成腐
爛或斑點，可能會嚴重影響消費者對果品的觀感。採收後的染病果實可能自
田間乃至裝箱前都不會出現明顯病徵，待進入冷鏈、運輸過程，甚至上架後
病徵才會逐漸出現。短期而言，因影響果實外觀縮短櫥架壽命與降低商品價
值，甚至直接造成果實腐爛，讓果品失去商品價值；長期而言，貿易商或外
銷國家對果實品質存疑，進而影響下次訂購意願，市場拓展受限。若要永續
發展紅龍果外銷產業，做好採後病害防治是絕對必要條件之一。
病原造成之病徵與嚴重度不同，輕微者果實表面斑點或鱗片萎縮，降低
商品價值；嚴重者果實腐敗，縮短櫥架時間。不同季節與地區果實採後病害
種類不同。罹染採後病害的果實大都為複合感染，同一果實上常有2種以上的
病菌同時誘發果實腐敗。採後病害的病原很多，根據目前研究，全都為真菌
病原引起，常見發生於冷鏈的病害種類有褐斑病（Alternaria spp.引起）、濕
腐病（Gilbertella persicaria引起）及鐮孢果腐病（Fusarium oxysporum引起）
等至少3種。濕腐病與鐮孢果腐病實為常溫下發病的病害，紅龍果進入冷藏後
會發生這些病害的原因常是因為（1）果實未及時入冷藏庫，果實蒸散與呼吸
作用造成果表水氣、（2）預冷不確實，大量的果實入冷藏庫以致箱內冷卻速
度過慢，或是（3）冷鏈過程冷藏庫或配送車出現溫度回升及溼度異常等造成
果實表面冷凝水（free water）的產生，因而促進此類的常溫病害亦常見於冷
鏈過程前或中途發病。當果實入常溫通路上架後，冷藏期出現的病害仍持續
發病，且發病面積與速度加快。因此，若貯運時間長，上架後的病害，以優
勢病害「褐斑病」為主；若貯運時間短，褐斑病尚未發展成優勢病害，此時
上架後常見的病害包括濕腐病、鐮孢果腐病、炭疽病（Colletotrichum spp.，
炭疽病菌引起）、褐腐病（由Phomopsis spp.引起）、果腐病（Bipolaris cactivora
引起）或黑腐病（Neoscytalidum dimidiatum及Lasiodiplodia theobromae等皆可
引起）等。
為了解台灣紅龍果損耗狀況，本研究調查中部以及南部部分產區的果
實，模擬長途外銷貯運後果實損耗率與發生原因，並且藉由了解病害感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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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發展田間防治技術。其中採收後處理方面，在台灣可合法於採收後使用
之藥劑有限，其中《食品用洗潔劑衛生標準》明定次氯酸水可作為蔬果消毒
劑使用，因此，本研究特測試次氯酸水抑制紅龍果採收後病害的效果。最後，
藉由整合「田間用藥、配合套袋、果實採收後浸泡次氯酸水」，期降低紅龍
果在貯運後出現的病害問題。

冷鏈損耗率與原因
現在出口的紅龍果品種以大紅為大宗，因此於主產區的果園（包括台中
外埔2處、彰化二林1處、高雄阿蓮1處、屏東2處，共6處）蒐集主要產季（6-10
月）生產之大紅紅龍果，模擬加拿大外銷貯運（5°C、3週）與櫥架狀況（22-24
°C、3天），調查損耗原因與平均損耗率，將外觀等級由劣到優定為1-9，當
果實外觀等級被評定小於5則視為損耗果。結果顯示，不同區域果園生產的
果實品質差異大，但損耗的原因高於95%以上由病害引起，其餘低5%之極少
數是表皮因寒害造成斑點過多或果肉凍傷。出庫當天的平均損耗率為15%，
多數為褐斑病或少數其他病害引起；櫥架3天後的平均損耗率約為60%，病害
種類包括褐斑病、鐮孢果腐病、褐腐病，以及其他病害。

常見之冷鏈病害發病生態初步調查
了解引起採後病害的病原菌生長與發病特性，有機會掌握防治重點。經
公開或未公開的研究資料已知如下：
一、紅龍果濕腐病
Gilbertella persicaria主要藉由傷口入侵果實，最適發病溫度在24-32℃，
尤其28-32°C的高溫發病況最佳，12°C以下或40°C以上不發病，最適發病濕
度為RH 80%以上；合適條件下可在3-4天內造成果實水浸狀軟腐。推測田間
採收後，病菌可能藉由切口感染，而果實裝箱後形成的高濕環境有利病害發
展，於集貨或運送間迅速發病並感染鄰近果實。藉由採收前1-4週各別接種
G. persicaria菌株，越接近採收時接種，採收後發病率越高，推測主要的感染
點在採收前夕至採收當天，進一步推測「降低採收前夕至採收當天田間病原
菌量」可能有助降低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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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貯藏性病害
菌絲生長溫度試驗顯示，多數採後病害病原菌，如Colletotrichum
spp.、Phomopsis spp.、F. oxysporum等，在PDA上可生長的溫度為8-36°C，
4°C以下或40℃以上不易生長，惟Alternaria spp.菌株在4°C下以仍可生長。
以組織分離方式調查花苞、2-4週果實表面微生物，結果顯示Colletotrichum
spp.、Phomopsis spp.、F. oxysporum 及Alternaria spp.等病原菌至少在幼果期
2週大起即存在於果實表面，且不會造成任何明顯的病徵。田間幼果以人工接
種Alternanria sp.菌株並持續觀察生長，結果顯示幼果至成熟期皆不會出現任
何明顯的病徵，待果實採收並冷藏貯運2-3週後才陸續發展出褐斑病病徵，而
對照組果實無明顯變化，顯示Alternanria spp.引起的褐斑病可能具有潛伏期。
由此可知，採後病害是否都有潛伏期仍有待確認，但已知可存在於幼果表面，
可能伺機侵染；進一步由褐斑病接種結果可知，褐斑病此紅龍果冷鏈過程最
嚴重的病害之一，可能具潛伏期，應提早於田間幼果期即加強防治。

個別防治措施對貯藏病害的防治效果
在整合單一個防治策略之前，先個別測試以瞭解每個策略的防治效益。
供試果同樣以大紅品種為主，少數以白肉為輔。
一、幼果以防水材質套袋可降低後續貯藏期之果實損耗率
處理組為開花結果後7天即進行果實套袋，使用的資材包括牛皮紙袋與半
泰維克套袋，對照組改以黑色套袋，待果實成熟採收後，模擬海運加拿大。
結果顯示，果實套以牛皮紙袋或半泰維克時，可降低果表罹病度與果頂黴污
況，並增加外觀等級：出庫當天，對照組的果實損耗率為10%以上，套以牛
皮紙袋與半泰維克者的耗損率分別約為0%與0.2%（比對照組降低約10%）；
模擬櫥架3天後，對照組損耗率為50%，套以牛皮紙袋與半泰維克者分別約為
25%與20%左右（比對照組分別降低約25%與30%）。顯示幼果期套以牛皮紙
袋或半泰維克袋子，有助於降低貯藏果實耗損。
二、幼果施用以藥劑可降低冷鏈過程果實損耗率
處理組為開花結果後7天即以藥劑處理，直至採收前2週以符合安全採收
期的要求，若中途遇雨則隔日補施藥，共施3-4次。測試藥劑包括（1）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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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所開發之肉桂精油微乳劑，商品名「黑修羅」（以下簡稱「黑修羅」）
與（2）亞托敏。其中，亞托敏為多數進口國（如加拿大）允許使用的藥劑。
本試驗以水處理做為對照組。果實成熟採收後，進行模擬貯運。調查結果顯
示，出庫當天，對照組損耗率約為15%，施用黑修羅與亞托敏者分別約為5%
與10%（比對照組分別約降低10%與5%）；櫥架3天後，對照組損耗率約70%、
施用黑修羅者亦約為70%，與對照組無顯著差異，而施用亞托敏者約為40%，
比對照組降低30%。綜上所述，自幼果期開始施用藥劑，包括具有殺菌作用
的黑修羅或亞托敏等直至採收前2週，有助降低出庫後貯藏果實的上架損耗率
（試驗於外埔紅龍果主要產季重複2次）。
三、採收後浸泡次氯酸水降低部分濕腐病感染及採後病害
各以紅肉與白肉之成熟紅龍果果實供試，接種G. persicaria孢子懸浮液，
靜置30分鐘後，再將果實浸泡在不同濃度、不同時間的次氯酸水，取出晾乾
後放置於室溫下，3-4天後統計罹病度。結果顯示，相較於未處理組，經高濃
度（150 ppm以上）與短時間（1分鐘以內）之次氯酸水處理過的果實，其紅
龍果濕腐病發病率大幅降低（P<0.05）；然而，相較於感染後0.5、6、12小
時後浸泡次氯酸水處理仍有防治效果，感染後24小時才浸泡處理者防治濕腐
病的效果差，顯示次氯酸水防治採收後濕腐病的時效有限，當距離接種時間
越長才浸泡次氯酸水，防治效果越差。另外一方面，以田間果實作為供試果
模擬外銷貯運，結果顯示，經過次氯酸水浸泡之供試果跟對照組相比，出庫
當天損耗率無明顯差異，但值得一提的是果梗以及果頂黴污大幅降低；常溫3
天後，損耗率較對照組低5%以上（試驗採用外埔、二林與霧峰紅龍果主要產
季的果實重複2次以上）。

初步之整合式田間到採後冷鏈病害管理
109 年於外埔農戶建立整合田間防治管理模式 1 式如下：處理組分為藥
劑使用黑修羅的非化學合成藥劑組，以及使用亞托敏的化學合成藥劑組，僅
藥劑不同，流程皆為開花結果後開始噴藥，每週 1 次直至幼果 7 至 10 天大之
間，中間遇雨隔天補噴藥劑，套袋前 1 天噴藥劑，共噴 2-3 次，隔天套以牛
皮紙袋，待果實 5 週大成熟採收後，浸泡合適濃度與時間的次氯酸水。對照
組的藥劑改以水取代，牛皮紙袋改以黑色網袋取代，且採收後不浸泡次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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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模擬貯運之結果如下：
一、防治採收後濕腐病的效果不明顯
在果實進入冷鏈前，常因感染濕腐病再加上貯藏環境的溫度過高而引發
濕腐病。因此，處理組果實採收後模擬常溫貯藏，果實保存於高溫高濕環境，
3-4 天後觀察果實田間自然罹染濕腐病的狀況。結果顯示，相較於對照組，
各處理組的果實其濕腐病發病率與罹病度皆無明顯差異。推測可能是因為田
間果實罹染濕腐病的時間多數常超過 24 小時，採收後才處理次氯酸水的防治
效果不佳。本整合式管理對於防治採收後濕腐病有待調整使用條件。例如，
已知越接近採收前夕或當天感染濕腐病菌，發病機率越高，尤其採收前夕遇
雨濕腐病菌越容易隨雨感染果實，而且考慮到安全採收期的緣故可用的藥劑
有限，因此，可考慮以田間噴灑次氯酸水防治濕腐病，有待未來測試。
二、外銷果實的損耗率降低20%以上
模擬外銷貯運（5℃共3週，櫥架3天）結果顯示，出庫當天對照組的損耗
率約為5%，較一般平均值低，可能與管理模式差異有關。化學藥劑處理組損
耗率約為0％，非化學藥劑處理組略約為2%，分別比對照組約降低5%與3%；
櫥架3天後，對照組的損耗率約為60%，非化學藥劑處理組約為35%，化學藥
劑處理組約為20%，分別比對照組約降低25%與40%。目前已在產季進行2次
以上田間試驗，有待擴大試驗重複測試。

結論與展望
從研究調查可知，冷藏貯運3週，開庫當天與櫥架3天後的損耗率個別為
15%與60%左右，損耗的原因有95%以上係由病害引起。冷鏈過程的病害主要
種類包括褐斑病、褐腐病、以及鐮孢果腐病等採後病害。
經過個別的研究測試結果可知，幼果期套袋 （材料如牛皮紙袋或半泰維
克）、施用藥劑（化學合成藥劑-亞托敏、非化學合成藥劑-農業試驗所開發
之肉桂精油製劑，商品名「黑修羅」；以下簡稱「黑修羅」），以及採收後
浸泡合適的次氯酸水，對降低冷鏈時期病害發生皆有所助益。其中，林等人
（2020）確認黑修羅可以防治田間嚴重發生的花期濕腐病。因此，雖然黑修
羅處理後僅在出庫當天對冷鏈時期病害的防治有些許效果，對櫥架後的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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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顯著防治效果，但因田間施用黑修羅可防治花期濕腐病，因此施用黑修
羅對整體病害防治而言仍是相當重要的一項選擇，配合及早套袋與採收後浸
泡次氯酸水，仍可達到有效防治冷鏈時期病害。另一方面，開花結果後始施
用亞托敏2-3次，配合及早套袋與採收後浸泡次氯酸水，防治效益較個別單一
策略的施行效果為高，且可降低用藥次數，有利於降低對化學農藥的依賴性。
目前整合性管理尚屬初步測試，每次每處理僅有9箱（10粒/箱），3個處
理組也僅27箱，尚屬小量測試。實務上每次果實數量遠大於此，大量裝箱的
果實入庫時，可能會遇到冷藏庫機組承載降溫能力不足，果實田間高溫未能
及時移除導致箱內溫度下降速率緩慢，且果實呼吸作用與蒸散作用仍高會使
箱內濕度升高，有利濕腐病與其他常溫病害如鐮孢濕腐病在貯運過程中發
病。如空運外銷之紅龍果常因此而發生嚴重病害問題，造成果品損失。因此，
整合式管理模式未來針對大量果實處理者擬加入預冷措施，期能快速降低大
量的裝箱果實田間熱與果實呼吸作用，有待確認條件後併入整合管理模式。
另外，每個地區對於資材使用的接受度不同，或是每個果園果實在田間
幼果期遭受到危害的病害不同，影響納入整合式管理模式須考慮的因子不
同，例如嚴重煤煙病的果園若套牛皮紙袋則煤煙病嚴重度會升高，潰瘍病嚴
重的果園雨後需再搭配其他藥劑處理並在冬季時以藥劑配合剪枝修條。因
此，整合式管理技術在不同地區施行時，應考慮到田間病害的影響並納入防
治手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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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ed Diseases Management for Postharvest Diseases of
Pitaya
Lin, C. P. 1, Tsai J. N. 1, Ann, P. J. 1, Hsieh, T. F.1, Hsu, M. C. 2, and Lin,
Y. S.2
1.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Taichung,
Wu-feng 413, Taiwan, R.O.C.
2.
Department of Crop Science,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Taichung,
Wu-feng 413, Taiwan, R.O.C.
The main production season of pitaya (red dragon fruit; Hylocereus spp.) is
in the hot and rainy summer, which is also suitable for many diseases to develop.
If the fruit is not properly handled before entering the cold chain, losses are often
caused due to diseases, such as brown spot caused by Alternaria spp., wet rot
caused by Gilbertella persicaria and other post-harvest diseases. These
post-harvest diseases cause problems and is need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the
cold chain transportation and sales of pitaya, and it is one of the limiting factors
for both short-range domestic sales and long-distance foreign sales. The currently
main method to prevent post-harvest diseases of pitaya is by postharvest treatment,
but it might affect the fruit quality during the handling process, or it is not enough
to obviously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diseases. According to our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s, the average loss rate of pitaya fruits, which were produced during
production season in some areas in Taiwan, were about 15% after the simulated
long-distance transportation (4-5OC, 3 weeks), and reached to about 60% on the
shelf(22OC, another 3 days), and most of the loss, above 95%, were caused by
postharvest diseases. The ecological survey results showed that a variety of
pathogens, including Alternaria spp., existed on the surface of young fruit since at
least 2 weeks after fruiting and might be waiting for the opportunity to infect the
fruits; further artificial infection test showed that brown spot disease might act as
latent infection disease on pitaya fruits, suggesting that diseas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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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start earlier in the field. Individual effects of strategies for disease control
were evaluated separately, including(1)bagging the fruit at young stage,
(2)applying chemicals at the young fruit stage until maturity, and (3)soaking the
fruits in hypochlorous acid water after harvesting etc. Appropriate materials and
usage conditions are initially obtained, and the loss rate of the treated fruits were
found reduced by less than 10% or around 20%, depending on the treatments,
after simulated long-distance transportation and then on the shelf. Subsequently,
the "integrated field control to post-harvest pre-treatment" management
technology was actually tested in the field. The implied methods include
applicating of agents after flowering and fruiting ("non-chemical treatment group"
used Black Asura, a microemulsifier of cinnamon essential oil, as applied agent
while “chemical treatment group” used azoxystrobin; a total of 2-3 times each),
bagging the young fruits 1 week after fruiting and then soaking the fruits in
hypochlorous acid water with appropriate conditions after harvesting. After the
simulated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the loss rates of all treated fruits were stably
reduced by more than 20%, and the number of agent application times were also
reduced.
Key words: Pitaya, postharvest disease during cold chain, integrated disease
management, cinnamon essential oil, hypochlorous aci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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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報告呈現運用植物水萃液抑制十字花科黑斑病菌、薄荷精油抑制植物
病原菌菌絲生長、以及將硫黃溶液用於作物病害整合性管理之試驗結果。結
果顯示辣椒果實、刺芫荽葉片、福木果皮、柳橙果皮水萃液經高溫高壓滅菌
處理後，能抑制十字花科黑斑病菌的菌絲生長和孢子發芽，於甘藍幼苗接種
試驗中，施用 20%辣椒與福木水萃液可預防或防治 A. brassicicola 所造成的甘
藍黑斑病；以水蒸餾法取得甜薄荷、中國薄荷、萊姆薄荷及墾丁水薄荷精油，
對十字花科黑斑病菌的菌絲生長抑制效果以甜薄荷精油效果最佳，其次為中
國薄荷，精油濃度在 0.5%以上均有明顯抑制效果；以新開發之硫黃溶液施用
在花胡瓜、甜瓜、豌豆、葡萄等作物上，對於花胡瓜白粉病、美濃瓜白粉病、
豌豆白粉病、葡萄白粉病、葡萄露菌病皆有降低病害罹病率和嚴重度的效果，
運用這些策略有潛力拓展應用於作物病害整合性管理。
關鍵詞：植物病害、植物源農藥、綜合病害管理、鏈格孢菌、硫黃、白粉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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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言

農作物的健康管理措施可決定農產品的品質安全與環境的和諧，而嘗試
研發植物源、微生物源、及天然生化的植物保護資材於作物病害整合性管理
為農業永續發展所追求的目標(1)。本篇報告嘗試運用植物源及其他植保資材
進行實驗，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1）以簡易、快速的萃取流程製備植物水
萃液，測試不同種類植物水萃液對十字花科黑斑病菌的抑制效果，（2）測試
不同種類薄荷萃取出之精油對於植物病原菌菌絲生長之影響，以及（3）嘗試
運用新開發之硫黃溶液抑制植物病原菌及應用於作物病害整合性管理，檢視
抑制白粉病或其他病害之成效。

植物水萃液抑制十字花科黑斑病菌
一、植物水萃液製備
篩選四種植物材料：辣椒果實、刺芫荽葉片、福木果皮、柳橙果皮以水
浸方式獲得其水萃液，後續評估其抑菌效果。前處理將植物檢體切成小於10
cm 的片段，在烘箱以60℃烘乾約4-8小時後備用，秤取定量植物加入無菌水
中，密封後於室溫下陰暗靜置3 天，去除植物殘體後即為該植物的水萃液。
二、植物水萃液對十字花科黑斑病菌菌絲生長及孢子發芽之影響
將辣椒果實、刺芫荽葉片、福木果皮、柳橙果皮水萃液添加到馬鈴薯葡
萄糖瓊脂（PDA）培養基內混合，使培養基內的植物水萃液濃度為2%、5%、
10%、20%（對照組不含植物水萃液），再以121℃高溫高壓滅菌15分鐘後倒
入塑膠培養皿內，將十字花科黑斑病菌（Alternaria brassicicola;菌株編號
BCRC 34176）的菌絲塊移至含不同濃度水萃液的培養基中間，於28℃恆溫培
養箱培養8天後，從培養皿的兩個垂直方向量取菌絲生長長度，換算每日菌絲
生長速率（radial growth rate, mm/day），每種處理3個重複，評估4種植物水
萃液對黑斑病菌菌絲生長的影響。另外，辣椒果實、刺芫荽葉片、福木果皮、
柳橙果皮水萃液經高溫高壓滅菌過後，將植物水萃液與從培養基上以無菌水
洗下的黑斑病菌分生孢子混合，並使植物水萃液終濃度為2%、5%、10%、
20%，內含分生孢子懸浮液終濃度約103個分生孢子/ml，以水處理作為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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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將混合液取滴於玻片上，每處理5重複，於28℃下培養24小時後，以光學
顯微鏡計算分生孢子發芽數量，每重複計數20個分生孢子。分生孢子發芽率
（%）為 [發芽的分生孢子數量/觀察的分生孢子總數]×100。
辣椒果實、刺芫荽葉片、福木果皮、柳橙果皮製備之不同濃度水萃液對
十字花科黑斑病菌菌絲生長及分生孢子發芽影響的結果詳如表一。針對黑斑
病菌菌絲生長，僅辣椒水萃液在所有測試濃度下皆能顯著抑制其菌絲生長，
而福木水萃液在5%以上、柳橙水萃液在10%以上、刺芫荽水萃液在20%才具
明顯抑制黑斑病菌菌絲生長的效果。而針對黑斑病菌分生孢子發芽，辣椒水
萃液與福木水萃液於所有測試濃度下皆可顯著抑制其分生孢子發芽，刺芫荽
水萃液與柳橙水萃液則在濃度5%以上具有明顯抑制黑斑病菌分生孢子發芽
的效果。
表一、不同濃度植物萃取液對 A. brassicicola 菌絲生長及孢子發芽之影響
Table 1. Effect of plant extracts in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n the mycelial
growth and conidia germination of A. brassicicola
Radial growth rate
Conidia germination
Plant
Conc.
(mm/day)
rate (%)
extracts
(%)
Chilli

Culantro

Common
garcinia
Sweet
orange
CK

2
5
10
20
2
5
10
20
2
5
10
20
2
5
10
20
-

4.59±0.35 bcd
3.51±0.30 b
1.11±0.59 a
0.00±0.00 a
6.35±0.24 f
6.00±0.39 ef
5.77±0.82 def
4.50±0.51 bc
5.56±0.19 cdef
3.66±0.43 b
0.85±0.74 a
0.00±0.00 a
4.99±0.34 cdef
5.49±0.32 cdef
4.58±0.38 bcd
0.00±0.00 a
6.08±0.13 ef

1

25±5 cdef
24±11 bcde
7±6 ab
7±6 ab
56±10 hi
42±6 fgh
22±6 bcde
22±6 bcde
39±7 efgh
32±12 defg
9±4 abc
8±6 abc
48±14 ghi
16±7 abcd
10±6 abc
2±3 a
65±11 i

The values are the means ± standard deviations;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olumns at P = 0.05 (ANOVA,
post-hoc Tukey-H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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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物水萃液噴施於甘藍上對十字花科黑斑病之防治效果評估
以噴霧方式均勻噴灑十字花科黑斑病菌（A. brassicicola）接種源（約105
個分生孢子/ml）於甘藍幼苗上，並處理2%、20%的辣椒果實與福木果皮水萃
液，藉此評估植物水萃液對十字花科黑斑病之預防及治療效果。依據試驗方
式區分成預防試驗（接種前6 hr）及治療試驗（接種後24 hr）施用植物水萃
液，於接種病原菌後第8天調查病害發生情形，每種處理記錄3盆植物中葉片
的罹病級數（每種處理 17-21片葉片）。罹病級數根據病斑數量區分為0-4級：
分別為0級（無病斑）、1級（1-5個病斑）、2級（6-15個病斑）、3級（16-30
個病斑）、4級（31個病斑以上），再依3個重複的植物罹病級數換算病害嚴
重度（disease severity）。病害嚴重度(%)=[調查葉片數之發病級數總合/(最高
級數×調查之葉片總數)]×100，以初步評估植物水萃液對作物病害在預防及防
治上的效果及潛力。
結果顯示2%、20%辣椒果實及福木果皮水萃液應用於甘藍具有預防及防
治病害的潛力（圖一）。將20%福木水萃液預先噴灑於甘藍幼苗上再接種黑
斑病菌，甘藍葉片上未出現明顯黑斑病病徵，與對照組有顯著差異，證實此
水萃液具保護作物免受此病原菌感染的效果（圖一 A）。而接種黑斑病菌於
甘藍幼苗後，並施用20%的辣椒、福木水萃液，其病害嚴重度亦低於對照組
（圖一 B），根據初步實驗結果顯示，20%的辣椒與福木水萃液於十字花科
黑斑病之防治上具應用潛力。

圖一、辣椒、福木水萃液在甘藍幼苗上對十字花科黑斑病之 (A) 預防及 (B)
治療效果評估。誤差線為標準差，不同英文字為在 Tukey HSD 變異數分析
於 P = 0.05 具顯著差異。
Fig. 1. Effect of plant extracts of chilli and common garcinia on Alternaria
leaf spot disease severity of cabbage seedlings. (A) Preventive experiment (B)
Curative experiment. Error bars: standard deviations.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results at P = 0.05
(ANOVA, post-hoc Tukey-H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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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精油抑制植物病原菌菌絲生長
一、薄荷精油製備
為測試不同種類薄荷萃取出之精油對於植物病原菌菌絲生長之影響，以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生物技術研究室種植的4種薄荷：甜薄荷、中國薄荷、萊姆
薄荷及墾丁水薄荷，作為精油材料來源，以水蒸餾法取得其精油。前處理先
摘除薄荷根莖，留下葉片作為精油製備材料，而後秤量薄荷葉片鮮重後，以
無菌水蓋過葉片加熱蒸餾，完成後分離取得上層精油，所使用之薄荷葉片鮮
重及最後所取得之精油量分別為：25.0 kg甜薄荷取得224.0 ml精油、46.0 kg
中國薄荷取得159.0 ml精油；68.5 kg萊姆薄荷取得84.5 ml精油、48.0 kg墾丁
水薄荷取得53 ml精油。
二、薄荷精油對十字花科黑斑病菌菌絲生長的影響
將 4 種 薄 荷 精 油 添 加 到 培 養 基 內 ， 測 試 對 十 字 花 科 黑 斑 病 菌 （ A.
brassicicola; 菌株編號 BCRC 34176）菌絲生長之抑制效果，將所製備的甜
薄荷、中國薄荷、萊姆薄荷及墾丁水薄荷精油分別通過0.2μm針筒過濾濾頭
後，添加至已滅菌之 PDA 培養基中，使培養基中的精油濃度為原濃度之
5%、0.5%、0.05%，再以打洞器切取直徑5 mm 之黑斑病菌菌絲塊，移至含
不同濃度精油之培養基上，於28℃恆溫培養箱培養一週，從培養皿的兩個垂
直方向量取菌絲生長長度，換算每日菌絲生長速率，本試驗每種薄荷精油之
各濃度處理4個重複以上。
四種薄荷製備之不同濃度精油對黑斑病菌菌絲生長結果如表二及圖二。
菌絲生長抑制以甜薄荷精油效果最佳，其次為中國薄荷，兩者精油濃度在
0.5%以上均有明顯抑制效果；而萊姆薄荷及墾丁水薄荷精油抑制菌絲生長效
果較差，濃度須達到5 %才具抑制效果。
薄荷精油對十字花科黑斑病菌菌絲生長的影響結果以甜薄荷效果最佳，
且甜薄荷每公斤精油萃取量最高，França等人（4）以0.4%、0.6%、0.8%、1.0%
之西洋薄荷精油濃度測試其抑制其他十字花科黑斑病之菌絲生長效果，在濃
度0.4%時即有抑制效果，而0.8%達到最佳效果，與本研究之甜薄荷精油於濃
度0.5%有明顯抑制效果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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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不同濃度薄荷精油對 A. brassicicola 菌絲生長影響
Table 2. Effect of mint essential oil in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n the mycelial
growth of A. brassicicola
Plant extracts
Sweet mint
Field mint
Lime mint
Kenting water mint
CK (PDA)
1

Conc.(%)
0.05
0.5
5
0.05
0.5
5
0.05
0.5
5
0.05
0.5
5
-

Radial growth rate (mm/day)
3.36±2.521
0.00±0.00
0.00±0.00
4.21±1.00
0.00±0.00
0.00±0.00
5.88±0.32
5.07±0.46
1.24±1.60
6.32±0.21
5.64±0.74
2.25±0.90
6.94±0.30

The values are the means ± standard deviations.

圖二、A. brassicicola 在不同濃度薄荷精油之培養基(PDA)上生長情形
Fig. 2. Colonies of A. brassicicola on potato dextrose agar (PDA) contained mint
essential oil in various concen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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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薄荷精油對其他植物病原菌菌絲生長的影響
將甜薄荷、中國薄荷、萊姆薄荷、墾丁水薄荷精油添加到PDA培養基中，
使 培 養 基 中 的 精 油 濃 度 為 原 濃 度 之 5% ， 將 從 作 物 上 分 離 之 基 腐 病 菌
（Diaporthe sp.）及幼苗猝倒病菌（Pythium sp.）菌絲塊接種到含薄荷精油的
培養基上，結果如圖三。針對基腐病菌菌絲生長抑制，以甜薄荷及中國薄荷
精油效果較佳，萊姆薄荷及墾丁水薄荷則較無抑制效果，而4種薄荷精油皆對
幼苗猝倒病菌有抑制效果。薄荷精油在以往常用於防治蟲害方面，近年來有
較多防治真菌病害相關研究，且薄荷精油為天然植物萃取，對生態環境友善，
具有發展植物源作物防治資材潛力。

圖三、(A) Diaporthe sp.及(B) Pythium sp.在 5.00%濃度之薄荷精油培養基
(PDA)上生長情形
Fig. 3. Colonies of (A) Diaporthe sp. and (B) Pythium sp. on potato dextrose
agar (PDA) contained mint essential oil in 5.00% concentration.

運用硫黃溶液抑制植物病原菌及應用於作物病害整合性管理
配合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技術研發應用於作物病蟲害整合管理，以新開發
之硫黃溶液施用於種植在彰化縣大村鄉試驗田內區的花胡瓜、甜瓜、豌豆、
葡萄等作物，嘗試抑制白粉病或其他病害之發生，稀釋過後施用在作物上的
硫黃溶液濃度為0.3-0.4 g/L，以每週施用一次的頻率，連續施用3次以上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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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發病情況，調查之數據以R軟體進行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並以Tukey's Hone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方法進行比較分析。
一、運用硫黃溶液防治花胡瓜白粉病
彰化縣大村鄉試驗田內種植的花胡瓜於自然條件下發生白粉病，引起的
白粉病菌鑑定為Podosphaera xanthii (Castagne) U. Braun & Shishkoff。
花胡瓜第一次試驗是2020年2-4月在溫室內以盆栽種植的結果。選擇日本
系小胡瓜品種CU-87（和生種子）於種子催芽後15日，在2月20日移植到以栽
培土為介質的塑膠長盆內，對照組與處理組各10株，自2月21日起至4月1日，
對照組噴水而處理組每週在植株葉片均勻噴施硫黃溶液，共處理7次，在4月9
日調查白粉病的罹病率（incidence）及罹病級數，每株植物調查10片葉，罹
病級數區分為 0-4 級：分別為0級（無病斑）、1級（病斑佔葉片面積0-6%）、
2級（病斑佔葉片面積6-20%）、3級（病斑佔葉片面積20-50%）、4級（病斑
佔葉片面積>50%），再換算病害嚴重度（disease severity）。病害嚴重度（%）
=[調查葉片數之發病級數總合/(最高級數×調查之葉片總數)]×100。調查結果
對照組花胡瓜葉片罹病率為69%、嚴重度為22.5%；而硫黃溶液處理之花胡瓜
葉片罹病率為34%、嚴重度為8.8%，皆顯著低於對照組（表三）。
表三、施用硫黃溶液對花胡瓜白粉病之防治效果(第一次試驗)
Table 3. Control effect of sulfur application on powdery mildew of cucumber
(first trial)
Sulfur treatment
Control
P value
Incidence (%)
34
69
<0.001
Severity (%)
8.8
22.5
<0.001
花胡瓜第二次試驗是2020年2-4月在田間溫室內以將花胡瓜種植在土壤
內的結果。選擇兩個品種CU-87和翠姑（農友種苗）在二月種植在溫室內，
對照組與處理組各20株，每個組別內其中10株品種為CU-87，其中10株為品
種翠姑，因在兩品種上取得的資料無明顯差異故將兩品種上取得的資料合併
計算，自2月26日起至4月7日，對照組噴水而處理組每週在植株葉片均勻噴施
硫黃溶液，共處理6次，依前述方法在4月8日調查白粉病的罹病率及罹病級數
後，換算病害嚴重度。調查結果對照組花胡瓜葉片罹病率為94%、嚴重度為
57.0%；而硫黃溶液處理之花胡瓜葉片罹病率為77%、嚴重度為29.9%，其白
粉病之發生明顯下降（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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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施用硫黃溶液對花胡瓜白粉病之防治效果 (第二次試驗)
Table 4. Control effect of sulfur application on powdery mildew of cucumber
(second trial)
Sulfur treatment
Control
P value
Incidence (%)
77
94
0.005
Severity (%)
29.9
57.0
<0.001
花胡瓜第三次試驗是2020年7-9月在田間溫室內以將花胡瓜種植在土壤
內的結果。將翠姑品種的花胡瓜在7月15日直播種植在溫室內，對照組與處理
組各15株，自8月11日起至8月25日，對照組噴水而處理組每週在植株葉片均
勻噴施硫黃溶液，共處理3次，在9月2日調查白粉病的罹病率及罹病級數，每
株植物調查12片葉，罹病級數區改依EPPO Guideline（2）的瓜類病害圖示分
級，罹病級數區分為0-4級：分別為0級（無病斑）
、1級（病斑佔葉片面積0-1%）
、
2級（病斑佔葉片面積1-5%）、3級（病斑佔葉片面積20-40%）、4級（病斑
佔葉片面積>40%），再依前述的方式計算病害嚴重度。調查結果對照組花胡
瓜葉片罹病率為79%、嚴重度為25.7%；而硫黃溶液處理之花胡瓜葉片罹病率
為26%、嚴重度為3.2%，硫黃溶液處理之葉片其白粉病之罹病率與嚴重度皆
顯著降低（表五）。
表五、施用硫黃溶液對花胡瓜白粉病之防治效果 (第三次試驗)
Table 5. Control effect of sulfur application on powdery mildew of cucumber
(third trial)
Sulfur treatment
Control
P value
Incidence (%)
16
79
<0.001
Severity (%)
3.2
25.7
<0.001
二、運用硫黃溶液防治洋香瓜白粉病
在田間溫室美濃瓜2020年6-8月栽培的試驗中，將美濃瓜品種嘉玉（農友
種苗） 在6月20日直播種植在溫室內，對照組與處理組各12株，自7月14日起
至8月11日，對照組噴水而處理組每週在植株葉片均勻噴施硫黃溶液，共處理
5次，在8月20日調查白粉病（引起的病原菌同為P. xanthii）的罹病率及依前
述EPPO Guideline之罹病級數，再換算病害嚴重度。調查結果對照組美濃瓜
葉片罹病率為75%、嚴重度為25.4%；而硫黃溶液處理之美濃瓜葉片罹病率為
31%、嚴重度為6.5%，顯著降低白粉病之發生（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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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施用硫黃溶液對洋香瓜白粉病之防治效果
Table 6. Control effect of sulfur application on powdery mildew of melon
Sulfur treatment
Control
P value
Incidence (%)
31
75
<0.001
Severity (%)
6.5
25.4
<0.001
三、應用硫黃溶液於豌豆白粉病整合性管理
除瓜類外，臺中場新開發的硫黃溶液也整合應用在豌豆病害綜合管理
上，主要控管對象為豌豆白粉病，其病原鑑定為Erysiphe sp.，在2020年10月
至2021年1月田間露天栽培的豌豆，種植台中11號及台中16號兩個豌豆品種，
每品種100株以上，自2020年12月14日起至2021年1月18日處理組（含台中11
號及台中16號兩品種）每週在植株葉片均勻噴施硫黃溶液，共處理6次，在1
（ ）
月21日調查豌豆白粉病的罹病率及依Falloon等人 3 所界定的標準及圖示記錄
罹病級數，以豌豆4片小葉為一個單位調查，對照組與處理組各抽樣調查10
個單位，僅記錄葉表面之罹病狀況，罹病級數區分為0-10級：分別為0級
（0%）、1級（病斑面積約5%）、2級（病斑面積約10%）、3級（病斑面積
約15%）、4級（病斑面積約20%）、5級（病斑面積約33%）、6級（病斑面
積約46%）、7級（病斑面積約60%）、8級（病斑面積約73%）、9級（病斑
面積約86%）、10級（病斑面積約100%）。再換算病害嚴重度 （disease
severity）。病害嚴重度（%）=[調查葉片數之發病級數總合/(最高級數 × 調
查之葉片總數)]×100。試驗結果硫黃溶液處理之豌豆白粉病罹病率及嚴重度
皆低於同一品種的對照組，白粉病發生最嚴重的是台中11號豌豆的對照組，
罹病率為93%、嚴重度為31.7%；而白粉病發生最輕微的是台中16號豌豆硫黃
溶液處理組，罹病率為22%、嚴重度為2.9%（表七）。實驗結果顯示應用硫
黃溶液搭配抗白粉病豌豆品種台中16號可大幅降低白粉病之感染，相關策略
可整合應用於作物病害管理。
表七、施用硫黃溶液對及抗病品種對豌豆白粉病之整合防治效果
Table 7. Integrated management using sulfur solution and resistance
cultivars on powdery mildew of pea
Sulfur treatment
Control
P value
Cultivar
Taichung Taichung Taichung Taichung
No. 11
No. 16
No. 11
No. 16
Incidence
54
22
93
47
<0.001
Severity
7.0
2.9
31.7
12.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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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用硫黃溶液於葡萄白粉病及露菌病整合性管理
彰化縣大村鄉試驗田內種植的葡萄於自然條件下發生白粉病與露菌病，
造 成 病 害 的 白 粉 病 菌 及 露 菌 病 菌 病 原 分 別 辨 別 為 Erysiphe necator 及
Plasmopara viticola。
以硫黃溶液防治葡萄病害的試驗，是2020年3-5月在溫室栽培植株葉片與
果實上調查，葡萄品種為巨峰，對照組與處理組各6株，自3月18日起至5月5
日處理組每週在植株上均勻噴施硫黃溶液，共處理7次，在5月12日調查白粉
病與露菌病的罹病率及罹病級數，每株植物調查20片葉，罹病級數區分為 0-4
級：分別為0級（無病斑）、1級（病斑佔葉片面積0-6%）、2級（病斑佔葉
片面積6-20%）
、3級（病斑佔葉片面積20-50%）
、4級（病斑佔葉片面積>50%）
，
再換算病害嚴重度 （disease severity）。病害嚴重度（%）=[調查葉片數之發
病級數總合/(最高級數×調查之葉片總數)]×100；每株植物調查20個果串，依
Romanazzi等人 (5) 所界定的標準記錄果串上的罹病級數為0-7級：分別為0級
（健康果串）、1級（1-5果受感染）、2級（6-11果受感染）、3級（12-25果
受感染）、4級（>25果受感染而受害果數低於25%）、5級（>25果受感染而
受害果數佔果串26-50%）、6級（>25果受感染而受害果數佔果串51-75%）、
7級（>25果受感染而受害果數高於75%），換算病害嚴重度（%）=[調查葉
片（或果實）之發病級數總合/（最高級數×調查之葉片（或果實）總數）]×
100。調查葡萄白粉病和露菌病的結果，硫黃溶液處理之葡萄葉片罹病率和嚴
重度皆低於對照組，且硫黃溶液處理之葡萄果實罹病率和嚴重度亦低於對照
組（表八），結果顯示硫黃溶液處理處理有潛力降低葡萄白粉病和露菌病之
感染。
表八、施用硫黃溶液對及抗病品種對葡萄白粉病與露菌病之整合防治效果
Table 8. Integrated management on grape powdery mildew and downy
mildew using sulfur solution
On the leaves
Sulfur
Control
P value
treatment
Powdery mildew
Incidence
Severity
Downy mildew
Incidence
Severity

On the fruits
Sulfur
Control P value
treatment

27.5
6.9

85.8
23.72

<0.001
<0.001

4.2
0.6

27.5
5.1

0.011
0.012

0
0

26.7
8.75

<0.001
0.005

0
0

3.3
0.5

0.073
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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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展望
本次報告中呈現辣椒果實、刺芫荽葉片、福木果皮、柳橙果皮水萃液具
有抑制十字花科黑斑病菌菌絲生長及孢子發芽之效果，而初步應用辣椒與福
木水萃液於甘藍幼苗的測試中亦能降低黑斑病病害發生。此外，從薄荷萃取
出的精油同樣能夠抑制十字花科黑斑病菌，相對在較低的濃度即具有效果，
在甜薄荷、中國薄荷、萊姆薄荷及墾丁水薄荷四個種類當中，以甜薄荷的抑
菌效果最佳，並且可抑制基腐病菌與幼苗猝倒病菌等其他植物病原菌。最後，
運用硫黃溶液於作物病害整合性管理的試驗種，發現整合運用硫黃溶液可降
低花胡瓜、甜瓜、豌豆、葡萄白粉病之發生，亦有潛力降低葡萄露菌病感染。
相關結果值得後續開發，並拓展應用於作物病害整合性管理。

謝

辭

本文感謝何美鈴、吳世偉、謝正雄、張仁杰協助實驗，及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植物保護研究團隊的支持，謹致謝忱。

引用文獻
1. 黃振文、謝廷芳、謝奉家、羅朝村 環境友善之植醫保健秘籍。五南出版。
臺北。494頁。
2. European and Mediterranean Plant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1990. Guideline
for the efficacy evaluation of fungicides powdery mildews on cucurbits and
other vegetables. EPPO Bulletin 20, 451-463.
3. Falloon, R. E., Viljanen‐Rollinson, S. L. H., Coles, G. D., and Poff, J. D.
1995. Disease severity keys for powdery and downy mildews of pea, and
powdery scab of potato.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op and Horticultural
Science 23: 31-37.
4. França, K. R. S., Silva, T. L., Cardoso, T. A. L., Ugulino, A. L. N., Rodrigues,
A. P. M., and de Mendonça Júnior, A. F. 2018. In vitro effect of essential oil

108

運用植物水萃液、薄荷精油、硫黃溶液抑制植物病原菌及應用於作物病害整合性管理

of peppermint (Mentha x piperita L.) on the mycelial growth of Alternaria
alternata.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griculture International 26(5): 1-7.
5. Romanazzi, G. Mancini, V., Feliziani, E., Servili, A., Endeshaw, S., and Neri,
D. 2016. Impact of alternative fungicides on grape downy mildew control
and vin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Plant Disease 100: 739-748.

109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ABSTRACT
Application of Plant Extracts, Mint Essential Oil, and Sulfur
Solution on Inhibition of Plant Pathogen and on Integrated
Disease Management
Hsiao, H. Y.1, Lin, Y. J.2, Lin, Y. H.3, Xiao, Y. T.4, Wang, C. J.1, Hsu, C.
C.1, and Shen, Y. M.1
1.

Crop Environment Section, Taich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Dacun, Changhua County, Taiwan
2.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3.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ipu, Pingtung County, Taiwan
4.
Crop Improvement Section, Taich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Dacun, Changhua County, Taiwan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use of plant extracts on inhibition of Alternaria
brassicicola, the use of mint essential oil on inhibition of mycelial growth of plant
pathogen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ulfur solution on integrated crop disease
management. Fir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utoclave-sterilized extracts of chilli
fruits, culantro leaves, common garcinia fruit rinds, and sweet orange fruit rinds
inhibited the mycelial growth and conidial germination of A. brassicicola.
Application of 20% chilli and common garcinia extracts on cabbage seedlings
produced comparable preventive and curative effects on the black spot disease.
Secondly, essential oils from sweet mint, field mint, lime mint, and Kenting water
mint obtained by water distillation also inhibited the mycelial growth of A.
brassicicola, with the highest efficacy of essential oil of sweet mint, followed by
that of field mint. The essential oils higher than 0.5% had significant inhibition
effect. Finally, application of newly developed sulfur solution on cucumber, melon,
pea, and grape plants decreased powdery mildews (Podosphaera xanthii, Erysiphe
sp., and Erysiphe necator) and downy mildew caused by Plasmopara viticola.
Use of these strategies potentially benefit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the crop
diseases.
Key words: plant disease, botanical pesticide, integrated disease management,
Alternaria, sulfur, powdery mild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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