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110 年度會員大會暨論文宣讀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6 日 (星期五)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農環大樓 10F 植病系 10B05 視聽教室

時 間

議

程

09:00~09:30

報 到

09:30~09:50

開幕式 與 大合照

專 題

演 講 (10B05 視聽教室)

題目：生物振動學-昆蟲分類、行為及防治之應用
主持人：
09:50~10:20 講者：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昆蟲學系廖一璋博士後研究 農業試驗所 第 53
員
石憲宗組長 屆理
主持人：
監事
題目：台灣香蕉軸腐病的發生生態與防治策略
農業試驗所
10:20~10:50
投票
講者：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陳以錚助理教授
謝廷芳組長 開票
主持人：
題目：蟲害誘導植物揮發性成分之害蟲防治應用發展
農業試驗所 10B03
10:50~11:20
講者：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董耀仁博士
石憲宗組長
午 餐
11:2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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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會員大會與頒獎 (10B05 視聽教室)
110 年各項褒獎頒獎
學術獎─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洪挺軒教授兼系主任
事業獎─名方有限公司黃東煌總經理、佳家有限公司施昌良董事長
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獎─行政院農委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王照仁助理
研究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植物病裡組林筑蘋助理研究員、行政
12:20~13:20 院農委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陳盈丞助理研究員
終身貢獻獎─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榮譽教授王惠亮博士、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
醫學系名譽教授張念台博士、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梁文進名譽教授
特殊功勞獎─美國喬治亞大學植物病理學系張宗仁名譽教授

廠商贊助感謝狀頒發
會員大會
論 文 宣 讀 議 程
13:20~15:20

第一節

分組論文宣讀

15:20~15:30

茶敘

15:30~17:30

第二節 分組論文宣讀

18:00

晚宴
1

時

間

論 文

宣 讀

議 程

第一節分組論文宣讀

13:20-15:20

15:20-15:30

[地點:植病一教室]
非農藥防治資材昆蟲組 Non-Pesticide Materials (Entomology),
NPME
[地點:植病二教室]
非農藥防治資材跨領域組 Non-Pesticide Materials (Plant
Pathology), NPMPP
[地點:植病 10B02 研究生教室]
病毒檢測技術組 Virus Disease, VD
[地點:植病三教室]
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昆蟲組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Entomology), IPME
[地點:植病四教室]
病蟲害整合性管理跨領域組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Plant Pathology), IPMPP
[地點:植病 10B04 研究生教室]
真菌病害組 Fungal Disease, FD
[地點:昆蟲 EC02 教室]
蟲害調查及研究組 Pests Survey, PS
茶 敘

主持人:
陳淑佩 博士
主持人:
蔡志濃 博士
主持人:
江主惠 博士
主持人:
姚美吉 博士
主持人:
黃晉興 博士
主持人:
沈原民 博士
主持人:
乃育昕 博士

第二節 分組論文宣讀

15:30-17:30

[地點:植病一教室]
非農藥防治資材昆蟲組 Non-Pesticide Materials (Entomology),
NPME
[地點:植病二教室]
非農藥防治資材跨領域組 Non-Pesticide Materials (Plant
Pathology), NPMPP
[地點:植病 10B02 研究生教室]
病毒檢測技術組 Virus Disease, VD
[地點:植病三教室]
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昆蟲組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Entomology), IPME
[地點:植病四教室]
病蟲害整合性管理跨領域組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Plant Pathology), IPMPP
[地點:植病 10B04 研究生教室]
真菌病害組 Fungal Disease, FD
[地點:昆蟲 EC02 教室]
蟲害調查及研究組 Pests Survey, PS

賦 歸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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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林彥伯 博士
主持人:
顏志恒 博士
主持人:
鄭櫻慧 博士
主持人:
黃守宏博士
主持人:
朱家慶 博士
主持人:
陳以錚 博士
主持人:
吳立心 博士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地點：植病一教室
論文宣讀-非農藥防治資材昆蟲組 Non-Pesticide Materials (Entomology),
NPME
第一節主持人：陳淑佩 博士
13:20-13:35 NPME-1 探討本土黑殭菌對秋行軍蟲之影響-林貝容、郭章信、程翊涵、
林彥伯
13:35-13:50 NPME-2 球 孢 白 殭 菌 (Beauveria bassiana) CHF523 菌 株 對 茶 角 盲 椿 象
(Helopeltis fasciaticollis) 之防治應用-張姿伶、莊益源
13:50-14:05 NPME-3 甘藷蟻象白殭菌菌株篩選及開發潛力初步評估-楊雨慈、陳巧燕
14:05-14:20 NPME-4 蟲生真菌 Purpureocillium takamizusanense TCTeb01 菌株對荔枝椿象
防治效果及其寄主範圍評估-羅佩昕、乃育昕、于逸知、
楊承儒、劉曜嘉
14:20-14:35 NPME-5 三種市售蘇力菌產品對取食玉米葉片秋行軍蟲殘存個體的影響蘇子軍、林彥伯
14:35-14:50 NPME-6 不同飼養配方對於外米綴蛾卵產量及生活史影響-吳嘉鴻、賴慶庭、
邱于倫、吳立心

論文宣讀-非農藥防治資材昆蟲組 Non-Pesticide Materials (Entomology),
NPME
第二節主持人：林彥伯 博士
15:30-15:45 NPME-7 防治銀葉粉蝨之蟲生真菌應用潛力與商品化評估-蕭伊婷、
宋凱智、謝奉家、潘蕙如
15:45-16:00 NPME-8 兩種蟲生真菌感染甘藍菜上桃蚜之致病力及其培養特性之探討張方宜、莊益源、陳啟予
16:00-16:15 NPME-9 對二點葉蟎具高致死效果之蔗糖小迫式菌-張淑貞、李中潔、
申屠萱
16:15-16:30 NPME-10 進口糙米倉庫之榖蠹對磷化氫抗藥性探討-姚美吉、李啟陽、
王泰權、馮文斌
16:30-16:45 NPME-11 不同誘殺器及配方對屏東原住民地區咖啡果小蠹（Hypothenemus
hampei）誘殺效果-華眞、謝雨庭、葉文斌
16:45-17:00 NPME-12 狹翅褐蛉 (Micromus timidus Hagen) 之低溫保存與大量飼養技術黃婷鈺、莊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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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地點：植病二教室
論文宣讀-非農藥防治跨領域組 Non-Pesticide Materials (Plant Pathology),
NPMPP
第一節主持人：蔡志濃 博士
13:20-13:35 NPMPP-1

枯草桿菌生物膜形成能力對不結球白菜提升耐逆境之效益-

14:20-14:35 NPMPP-5

劉玖易、黃三光、黃振文、黃姿碧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P-2-2 生物製劑的研發與田間應用-林宗俊、
游晴翔
利用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AC35 防治落花生冠腐病之效果評估林宗俊、黃湘珊、游晴翔
開發具有防治百香果疫病潛力的微生物製劑-林宗俊、吳宜珊、
陳金枝
防治胡瓜白粉病及炭疽病之有益微生物效果評估-郭建志、

14:35-14:50 NPMPP-6

張世杰、王照仁
具防治根瘤線蟲潛力之堆肥細菌篩選-楊俊毅、黃政華、顏志恒

13:35-13:50 NPMPP-2
13:50-14:05 NPMPP-3
14:05-14:20 NPMPP-4

論文宣讀-非農藥防治跨領域組 Non-Pesticide Materials (Plant Pathology),
NPMPP
第二節主持人：顏志恒 博士
15:30-15:45 NPMPP-7

台灣三種市售蘇力菌產品對三種十字花科蔬菜鱗翅目害蟲殺蟲效
果之評估-楊又臻、林彥伯

評估 Bacillus 屬益生菌結合蚓糞液肥對番茄生長與防治青枯病之
潛力-李亭儀、鍾文鑫、賴鴻裕
16:00-16:15 NPMPP-9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R8-25 發酵液對小菜蛾之拒食與產卵忌避作用
探討-林祐丞、鍾文鑫、莊益源、周明儀
16:15-16:30 NPMPP-10 植物精油在病害防治及採後處理應用之評估-陳正恩、江詩筑、
曾敏南
16:30-16:45 NPMPP-11 柑橘類揮發物利用於柑橘木蝨誘引劑的可能配方探討-黃竑襦、
黃榮南、蕭旭峰
15:45-16:00 NPMPP-8

16:45-17:00 NPMPP-12 評估 12 個帶不同褐飛蝨抗性基因之近似同源系水稻抗對水稻根
瘤線蟲之抗性-張峻瑋、李長沛、陳珮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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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地點：植病 10B02 研究生教室
論文宣讀-病毒檢測技術組 (Virus Disease, VD)
第一節主持人：江主惠 博士
13:20-13:35 VD-1

Development of a multiplex PCR-based assay for detection of two tomato
Criniviruses- Kuan, C. P., Hsiao, C. J., Cheng, Y. H., and Yang, T. C.

13:35-13:50 VD-2

A PCR-based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Pepper mild
mottle virus- Kuan, C. P., Liu, Y. T., Cheng, Y. H., and Yang, T. C.
Investigation on viral diseases of cucurbitaceous crops in Hualien area Dong, Z. X., Lin, C. C., Tasi, Y. C., and Chen, T. C.
Identification of a recombinant begomovirus infecting wax gourd
(Benincasa hispida)-Lin, C. C., Dong, Z. X., Tasi, Y. C., and Chen, T. C.
Detection of rose-infecting viruses via 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 Lin,
Y. C., Lin, C. C., Chen, Y. K., and Chen, T. C.
感染葡萄之雙生病毒的分子鑑定與發生-林玫珠、趙君皓、
鄭櫻慧、蔡佳欣、陳金枝、林筑蘋

13:50-14:05 VD-3
14:05-14:20 VD-4
14:20-14:35 VD-5
14:35-14:50 VD-6

論文宣讀-病毒檢測技術組 (Virus Disease, VD)
第二節主持人：鄭櫻慧 博士

15:45-16:00 VD-8

三種馬鈴薯 Y 屬病毒接種於百香果台農一號嫁接苗之感染率評估陳金枝、江芬蘭、徐智政、李文立
臺灣玉米黃化嵌紋病毒之鑑定與發生-陳竟翰、曾意雯、杜紀寬、

16:00-16:15 VD-9

詹富智
鳥尾花輪斑嵌紋病之病因探討-林易賢、陳煜焜

16:15-16:30 VD-10

瓜類病毒疫苗之商品化評估-康雅琪、葉錫東、陳宗祺

16:30-16:45 VD-11

菸草粉蝨攜帶番茄黃化捲葉泰國病毒與否在番茄上之生活史及族
群表現-李佳穎、黃妤婷、林明瑩

15:30-15:45 V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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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地點：植病三教室
論文宣讀-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昆蟲組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Entomology), IPME
第一節主持人：姚美吉 博士
13:20-13:35 IPME-1 How the re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ector insects are regulated at

13:35-13:50 IPME-2
13:50-14:05 IPME-3
14:05-14:20 IPME-4
14:20-14:35 IPME-5

high temperatures: pea aphid as an example-Tsai, M. T., and Chang, C.
C.
高溫處理對三種果實蠅類害蟲幼蟲及蛹致死效率探討-周明儀、
陳素琴、陳美君、許如君
瓜實蠅（Zeugodacus cucurbitae (Coquillett)) 對低溫耐受性之探討范姜俊承、黃毓斌
台灣四種入侵造癭昆蟲之天敵寄生蜂-林聖豐、楊曼妙
荔枝蒂蛀蛾(Conopomorpha sinensis Bradley)成蟲對現行登記用藥之

藥劑感受性-吳學融、吳昌昱、
葉庭維、方信秀、許如君
14:35-14:50 IPME-6 10 種市售殺蟲劑對菸草粉蝨卵期及若蟲期之抑制效果探討-吳佩玲、
林映秀

論文宣讀-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昆蟲組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Entomology), IPME
第二節主持人：黃守宏 博士
15:30-15:45 IPME-7 稻穀倉庫次要害蟲米象對第滅寧抗藥性之探討-姚美吉、李啟陽、
王泰權、馮文斌
15:45-16:00 IPME-8 高雄市荔枝細蛾 110 年度族群密度監測與三種藥劑藥效測試研究吳晟瑋、方信秀、林彥伯
16:00-16:15 IPME-9 第滅寧對東方果實蠅的壽命及繁殖之亞致死效應-張書銘、林明瑩
16:15-16:30 IPME-10 臺灣不同地區秋行軍蟲對三種緊急防治藥劑感受性及抗性評估趙鴻銘、許如君、吳文哲
16:30-16:45 IPME-11 亞滅培對荔枝細蛾田間防治效果評估-陳明吟、鄭維新、陳建儒、
陳翠蓉、曾敏南
16:45-17:00 IPME-12 設施甜瓜關鍵害蟲之客製化農藥減量技術研究-林映秀、簡惠琪、
廖怡婷、吳佩玲、饒聖慈

6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地點：植病四教室
論文宣讀- 病蟲害整合性管理跨領域組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Plant
Pathology), IPMPP
第一節主持人：黃晉興 博士
13:20-13:35 IPMPP-1 宜蘭地區青蔥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暨農藥減量示範推廣-蔡依真、
林立、邱智迦、陳怡樺、謝文棟
13:35-13:50 IPMPP-2 安全農業系統之建構與應用-陳妙帆、陳慈芬、沈盟倪、陳富翔、
吳俊德、郭嬌紋
13:50-14:05 IPMPP-3 安全農業技術資源管理系統開發與擴充-方浩宇、郭嬌紋、陳慈芬、
高士寰、陳妙帆
14:05-14:20 IPMPP-4 DNA 條碼於農業害蟲鑑定之應用-蔡正隆、李蕙宜、郭美華、
宋一鑫、林明瑩、葉文斌
14:20-14:35 IPMPP-5 最佳化及推廣植物保護資訊系統-陳富翔、陳慈芬、沈盟倪、方浩宇、
陳妙帆
14:35-14:50 IPMPP-6 2018-2020 年國產蔬果中農藥殘留情形-呂惠鈴

論文宣讀-病蟲害整合性管理跨領域組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Plant
Pathology), IPMPP
第二節主持人：朱家慶 博士
15:30-15:45 IPMPP-7 農藥緩釋製劑研究與開發-黃郁容、黃迺育、王靜茹
15:45-16:00 IPMPP-8 農藥與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導入分析-游適彰、陳妙帆、吳俊德、
郭嬌紋
16:00-16:15 IPMPP-9 農民安全用藥減量課程輔導成效之研究-高士寰、陳慈芬、簡均儒、
陳妙帆
16:15-16:30 IPMPP-10 設施小果番茄害物整合性管理(IPM)與慣行農法之比較-黃秀雯、
張淳淳、陳昇寬
16:30-16:45 IPMPP-11 農藥減量技術平台與客製化害物整合管理模式之應用與規劃陳彥佑、李敏郎、林映秀、李春燕、伍沛璇、蘇秋竹
16:45-17:00 IPMPP-12 根瘤線蟲對於抗黃葉病品種香蕉'台蕉 7 號'抗性的影響-邱立品、
鍾仁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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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地點：植病 10B04 研究生教室
論文宣讀-真菌病害組 (Fungal Disease, FD)
第一節主持人：沈原民 博士
13:20-13:35 FD-1

臺灣茶赤葉枯病菌多樣性及對殺菌劑之敏感性調查-林秀橤、
林盈宏、Ariyawansa, H. A.、鍾嘉綾、洪挺軒

13:35-13:50 FD-2

番茄萎凋病菌分子檢測技術對臺灣分離株之專一性與靈敏度測試張再得、林盈宏
香蕉軸腐病綜合防治技術之應用-陳以錚、林徳勝、楊晴晴、
黃昭寰、林忠逸
扁蝸牛媒介傳播百香果疫病-蔡志濃、蔡惠玲、林筑蘋、安寶貞

13:50-14:05 FD-3
14:05-14:20 FD-4
14:20-14:35 FD-5

14:35-14:50 FD-6

Diversity of Colletotrichum species associated with fruit anthracnose on
sweet pepper in Taiwan - Sheu, Z.M. , Chiu, M. H., Chiu, Y. S., Chien,
H. Y and Chang, J. H
兩種腐霉病菌引起之草莓幼苗萎凋病-蔡志濃、蔡惠玲、林筑蘋、
安寶貞

論文宣讀-真菌病害組 (Fungal Disease, FD)
第二節主持人：陳以錚 博士
15:30-15:45 FD-7

台農 20 號鳳梨小果腐敗病之病徵及其真菌相之研究-梁鈺平、
林冠妤、賴素玉、倪蕙芳

15:45-16:00 FD-8

Evaluation of Bacillus spp. on control of Southern blight caused by

16:00-16:15 FD-9
16:15-16:30 FD-10
16:30-16:45 FD-11

Sclerotium rolfsii in pepper - Sriprasert, K., Sritongkam, B., Chung, W.
H.
Evaluation of Streptomyces on promoting growth and control of
Fusarium wilt in melon - Hanniran, K., Sritongkam, B., Chung, W.-H.
引起玫瑰疫病發生之環境因子及其防治藥劑之篩選-黃晉興、袁琴雅
稻稈煙燻水與 Streptomyces 屬菌株對防治穴盤甘藍苗期病害與促進
生長效果評估-郭俊佑、黃三光、鍾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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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地點：昆蟲 EC02 教室
論文宣讀-蟲害調查及研究組 (Pests Survey, PS)
第一節主持人：乃育昕 博士
13:20-13:35 PS-1

花蓮縣文旦產區窄胸天牛發生情況調查-陳怡樺、林立

13:35-13:50 PS-2

取食不同品種玉米葉片之秋行軍蟲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鱗翅目：夜蛾科) 的族群特性-方科竣、林彥伯

13:50-14:05 PS-3

取 食 不 同 品 種 番 茄 葉片 之 秋 行 軍 蟲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鱗翅目：夜蛾科) 的族群特性-陳泓銘、林彥伯

14:05-14:20 PS-4

嘉義縣玉米田區秋行軍蟲本土寄生蜂種類之初步調查-姚致安、
林彥伯

14:20-14:35 PS-5

溫 度 對 取 食 水 稻 葉 片 之 秋 行 軍 蟲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鱗翅目：夜蛾科) 族群特性-林彥伯、唐辰蓀、林歷諺

14:35-14:50 PS-6

溫 度 對 取 食 結 球 甘 藍 葉 片 之 大 菜 螟 (Crocidolomia pavonana
(Fabricius, 1794)) (鱗翅目：草蛾科) 族群特性之影響-蕭易覲、林彥
伯

論文宣讀-蟲害調查及研究組 (Pests Survey, PS)
第二節主持人：吳立心 博士
15:30-15:45 PS-7
15:45-16:00 PS-8
16:00-16:15 PS-9
16:15-16:30 PS-10
16:30-16:45 PS-11
16:45-17:00 PS-12

溫度依變下咖啡果小蠹取食人工飼料之生活史及族群表現-魏紹華、
林明瑩
栽培介質之莖線蟲族群鑑定與寄主範圍測試-梁哲彰、陳珮臻
臺灣洋菇菇蟎種類與重要害蟎-申屠萱、張淑貞、廖治榮、黃棨揚、
陳錦桐
雲嘉南地區蝴蝶蘭園害蟲及害蟎之發生調查-魏紹華、林明瑩
三種果實蠅科 (Diptera: Tephritidae) 害蟲之種間交尾測試與其應用
於不孕性防治之評估-洪傳捷、周明儀、黃毓斌
瓜螟在葫蘆科作物之發生概況-李春燕、魏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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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1

生物振動學–昆蟲分類、行為及防治之應用
Biotremology–Insect systematics, behavior and application of pest management
廖一璋 1、楊曼妙 2
1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昆蟲學系

2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Liao, Yi-Chang1, Yang, Man-Miao2
1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CA 92521, USA
2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27, Taiwan
Abstract
Vibr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a primitive yet prevalent mode of communication in insects.
The vibrational signals are transmitted through solid substrates and usually inaudible to human,
and hence attract limited attention to scientists in the past. Nowadays, this mode of signal and its
study is named biotremology. More than 195,000 of insect species covering 17 orders have been
reported to use this mode of signal thus far, and many of which are hemipterans. Psyllids are one
group of insects that utilize vibrational signals, especially during their reproductive behavior.
These signals are species- and sex-specific and closely related taxa tend to share a similar pattern
of signals, indicating the vibrational signal is a promising systematic character with phylogenetic
significance. Not only for the intra-specific communication, vibrational signals also have been
found to be involved in communication at inter-species level such as ant and butterfly symbiosis.
Larvae and pupae of myrmecophilous butterfly species produce vibrational signals to attract their
attending ants for care and protection. This indicates that multimodal communication accompanied
by vibrational signals of insects is important and widespread. Recent study of biotremology has
further extended from basic to application. As vibrational signals of insects are mainly employed
in mating behavior, mating disruption or trapping of insect pest can be theoretically achieved by
manipulation through playback of vibrational signals. The application of pest management using
vibrational signals requires more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ssibly represents a core issue of
biotremology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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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2
台灣香蕉軸腐病的發生生態與防治策略
The Disease Ecology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of Banana Crown Rot in Taiwan
陳以錚 1
1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

*

E-mail: ejchen04@mail.ncyu.edu.tw

Chen, Yi-Jemg
1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600, Taiwan
*
E-mail: ejchen04@mail.ncyu.edu.tw
香蕉 (banana)，為芭蕉科 (Musaceae) 芭蕉屬 (Musa L.) 植物，原產於東南亞與印度地
區，現多經馴化並栽培於超過 100 個國家或地區，為世界產值第四大宗之作物。台灣地處
亞熱帶，適合栽種香蕉，現主要栽培於中彰投、嘉南平原及高屏地區等地，普遍種植具有
濃郁香味的華蕉 (Cavendish) 類的「北蕉」系統品種，栽培面積約 16,000 公頃，年產量約
35 萬公噸。台灣曾是香蕉外銷大國，70 年代後逐年降低，當前外銷僅占總產量約 1 %。近
年來，台蕉栽培技術精進，產量及品質提高，然內銷價格不穩定，影響農友生計，重啟外
銷市場是將香蕉產業提升的重要策略。然而香蕉在採收後，常在集運期間因傷口感染而造
成果軸腐敗，形成香蕉軸腐病 (crown rot)，軸腐香蕉首先從果軸之採收傷口產生壞疽，病
斑隨後沿果軸向果指蔓延，嚴重時果指脫落。2020 軸腐病嚴重影響台灣外銷香蕉，夏蕉到
港合格率低於 80%。先前調查發現，軸腐病之發生以夏蕉為主，個案發生率可超過 40 %。
冬蕉則低於 10%。目前世界上多篇報告顯示造成香蕉軸腐病的病原菌種類繁多；而在台灣，
2018-19 調查發現，台灣香蕉軸腐之果軸上可分離得到超過 10 種真菌，其中將各真菌接種
於香蕉果梗後，具病原性之病原經型態觀察及分子技術確認，證實以 Collectotricum musae、
Fusarium incarnatum、Lasiodiplodia theobromae 和多種 Fusarium spp.為主。其中炭疽病菌
分離率超過 30%。進一步於 2019 年夏秋兩季於台灣各產區調查發現，具妥善管理之田區，
軸腐病發生比率為 9.8-22.4%，顯著低於管理不善之田區 28.8-76.3%。因此，為減少接種原，
首先應考慮清園。後續進行防治策略研擬，2020 於抽穗期間，於屏東蕉園進行廣效性殺菌
劑之處理後套袋，結果表明，藥劑處理香蕉，抽穗後之健葉數可維持 8.5-10.5 片，顯著高
於對照組 5.6-6.2 片，軸腐病之罹病率則分別為 15.5-28.8%與 46.2-71.2%。在台灣，採收後
之蕉果目前僅有推薦苯併咪唑類(Benzimidazole)的免賴得(benomyl)和腐絕 (thiabendazole)
之化學防治方法，替代性方法應加以考慮。先前已有研究指出香蕉採收後處理貝萊斯芽孢
桿菌 Bacillus velezensis TBRI-11 及黑酵母菌 Aureobasidium pullulans 可分別降低軸腐病罹
病度 78 %及 81%。處理後之香蕉應妥善包裝及倉儲。先前研究表明以 100 孔 PE 袋包裝後，
香蕉貯藏於 13℃可有效保鮮達 28 天。因此，香蕉軸腐病之管理應涵蓋田間衛生、採後處
理及倉儲條件等面向，綜合考慮其防治對策，才能有效減少軸腐病對香蕉倉儲之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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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3
蟲害誘導植物揮發性成分之害蟲防治應用發展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of herbivore-induced plant volatiles on pest management
董耀仁 1*、許北辰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應用動物組
*

E-mail: yjdong@tari.gov.tw
Yaw-Jen Dong1* & Pei-Chen Hsu1

1

Division of Applied Zoology,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Taichung,Taiwan 41362
*
E-mail: yjdong@tari.gov.tw
聯合國糧食暨農業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世界銀行 (World Bank) 資料顯示，目前全球人口為 76 億，預計到 2050 年將達到 92 億。
全球農業生產量必須在當前水平的基礎上增加約 70%，才能滿足增加的糧食需求。以往隨
著農業生產技術改良所產生的作物產量驚人成長已顯著放緩，在作物生產中大量使用化學
投入的負面影響越來越明顯，並引起嚴重的關注，需要發展安全永續的農業生產模式。植
物平時即會散發揮發性成分，但當植物遭受植食性昆蟲為害時，較平時會釋放特殊或更多
量的揮發性成分，此類揮發性成分被稱為蟲害誘導植物揮發性成分 (Herbivore-induced
plant volatiles，HIPVs)。HIPVs 早在 1980 年代便被發現，可吸引捕食性天敵，其中已知可
吸引多種捕食性天敵的水楊酸甲酯 (Methyl salicylate) 於國內研究中可吸引瓢蟲、褐草蛉、
小黑花椿象及盲椿象。以小黃瓜為材料，使用水楊酸甲酯餌劑的小黃瓜植株，顯著較對照
組及農藥處理組吸引多的棉蚜 (Aphis gossypii Glover) 及南黃薊馬 (Thrips palmi Karny) 天
敵，束小瓢蟲 (Scymnus sodalis Weise)、中華斑腿盲椿象 (Campylomma chinensis Schuh) 及
南方小黑花椿象 (Orius strigicollis Poppius) 前來並降低小黃瓜植株上棉蚜及南黃薊馬數量。
迄今，HIPVs 已知是「作物-害蟲-天敵」三級營養關係中的核心功能組成；可直接與間接影
響生態系統中害蟲族群動態；害蟲天敵利用 HIPVs 作為最重要的搜尋信號。在害蟲防治的
應用發展上，利用 HIPVs 可發展早期害蟲發生預警系統；整合使用多種 HIPV 除有助於更
有效提升作物對害蟲抗性，亦增強對害蟲天敵吸引效果；於田間操作上可以使用 HIPVs 緩
釋劑型，以生理速率釋放於整個作物生長期中，以達到誘發作物抗性、影響害蟲行為及增
進天敵生物防治效果，藉以減輕化學防治資材投入，朝向安全、永續的農作物生產目標邁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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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宣讀摘要目錄
編號

標題

作者

專題一
專題二
專題三

生物振動學-昆蟲分類、行為及防治之應用
台灣香蕉軸腐病的發生生態與防治策略
蟲害誘導植物揮發性成分之害蟲防治應用發
展
探討本土黑殭菌對秋行軍蟲之影響

廖一璋、楊曼妙
陳以錚
董耀仁、許北辰

10
11
12

林貝容、郭章信、

20

NPME-1
NPME-2

NPME-3
NPME-4

NPME-5
NPME-6
NPME-7
NPME-8

程翊涵、林彥伯
球孢白殭菌(Beauveria bassiana) CHF523 菌 張姿伶、莊益源
株對茶角盲椿象 (Helopeltis fasciaticollis) 之
防治應用
甘藷蟻象白殭菌菌株篩選及開發潛力初步評 楊雨慈、陳巧燕
估
蟲生真菌 Purpureocillium takamizusanense
羅佩昕、乃育昕、
TCTeb01 菌株對荔枝椿象防治效果及其寄主 于逸知、楊承儒、劉曜嘉
範圍評估
三種市售蘇力菌產品對取食玉米葉片秋行軍
蟲殘存個體的影響
不同飼養配方對於外米綴蛾卵產量及生活史
影響
防治銀葉粉蝨之蟲生真菌應用潛力與商品化
評估
兩種蟲生真菌感染甘藍菜上桃蚜之致病力及
其培養特性之探討

NPME-9 對二點葉蟎具高致死效果之蔗糖小迫式菌
NPME-10 進口糙米倉庫之榖蠹對磷化氫抗藥性探討

蘇子軍、林彥伯

頁次

21

22
23

24

吳嘉鴻、賴慶庭、邱于倫、 25
吳立心
蕭伊婷、宋凱智、謝奉家、 26
潘蕙如
張方宜、莊益源、陳啟予
27

張淑貞、李中潔、申屠萱
28
姚美吉、李啟陽、王泰權、 29
馮文斌
NPME-11 不同誘殺器及配方對屏東原住民地區咖啡果 華眞、謝雨庭、葉文斌
30
小蠹(Hypothenemus hamperi)誘殺效果
NPME-12 狹翅褐蛉 (Micromus timidus Hagen) 之低溫 黃婷鈺、莊益源
31
保存與大量飼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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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標題

作者

NPMPP-1

枯草桿菌生物膜形成能力對不結球白菜提
升耐逆境之效益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P-2-2 生物製劑的研發
與田間應用
利用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AC35 防治落花生
冠腐病之效果評估
開發具有防治百香果疫病潛力的微生物製

劉玖易、黃三光、黃振文、 32
黃姿碧
林宗俊、游晴翔
33

NPMPP-2
NPMPP-3
NPMPP-4
NPMPP-5
NPMPP-6
NPMPP-7
NPMPP-8
NPMPP-9

劑
防治胡瓜白粉病及炭疽病之有益微生物效
果評估
具防治根瘤線蟲潛力之堆肥細菌篩選
台灣三種市售蘇力菌產品對三種十字花科
蔬菜鱗翅目害蟲殺蟲效果之評估
評估 Bacillus 屬益生菌結合蚓糞液肥對番
茄生長與防治青枯病之潛力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R8-25 發酵液對小菜蛾

頁次

林宗俊、黃湘珊、游晴翔

34

林宗俊、吳宜珊、陳金枝

35

郭建志、張世杰、王照仁

36

楊俊毅、黃政華、顏志恒
楊又臻、林彥伯

37
38

李亭儀、鍾文鑫、賴鴻裕

39

林祐丞、鍾文鑫、莊益源、 40
之拒食與產卵忌避作用探討
周明儀
NPMPP-10 植物精油在病害防治及採後處理應用之評 陳正恩、江詩筑、曾敏南
41
估
NPMPP-11 柑橘類揮發物利用於柑橘木蝨誘引劑的可 黃竑襦、黃榮南、蕭旭峰
42
能配方探討
NPMPP-12 評估 12 個帶不同褐飛蝨抗性基因之近似同 張峻瑋、李長沛、陳珮臻
43
源系水稻對水稻根瘤線蟲之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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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標題

作者

VD-1

Development of a multiplex PCR-based assay
for detection of two tomato Criniviruses
A PCR-based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Pepper mild mottle virus
Investigation on viral diseases of
cucurbitaceous crops in Hualien area

Kuan, C. P., Hsiao, C. J.,
Cheng, Y. H., and Yang, T. C.
Kuan, C. P., Liu, Y. T., Cheng,
Y. H., and Yang, T. C.
Dong, Z. X., Lin, C. C., Tasi,
Y. C., and Chen, T. C.
Lin, C. C., Dong, Z. X., Tasi,
Y. C., and Chen, T. C.

44

Lin, Y. C., Lin, C. C., Chen,
Y. K., and Chen, T. C.
林玫珠、趙君皓、鄭櫻慧、
蔡佳欣、陳金枝、林筑蘋
三種馬鈴薯 Y 屬病毒接種於百香果台農一號 陳金枝、江芬蘭、徐智政、
嫁接苗之感染率評估
李文立
臺灣玉米黃化嵌紋病毒之鑑定與發生
陳竟翰、曾意雯、杜紀寬、
詹富智

48

鳥尾花輪斑嵌紋病之病因探討
林易賢、陳煜焜
瓜類病毒疫苗之商品化評估
康雅琪、葉錫東、陳宗祺
菸草粉蝨攜帶番茄黃化捲葉泰國病毒與否在 李佳穎、黃妤婷、林明瑩
番茄上之生活史及族群表現

52
53
54

VD-2
VD-3
VD-4

Identification of a recombinant begomovirus
infecting wax gourd (Benincasa hispida)

VD-5

Detection of rose-infecting viruses via 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
感染葡萄之雙生病毒的分子鑑定與發生

VD-6
VD-7
VD-8
VD-9
VD-10
V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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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45
46
47

49
50
51

編號

標題

作者

IPME-1

How the re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ector insects are regulated at high
temperatures: pea aphid as an example
高溫處理對三種果實蠅類害蟲幼蟲及蛹致死
效率探討
瓜實蠅 (Zeugodacus cucurbitae (Coquillett))
對低溫耐受性之探討
台灣四種入侵造癭昆蟲之天敵寄生蜂

Tsai, M. T., and Chang, C. C.

IPME-2
IPME-3
IPME-4
IPME-5
IPME-6
IPME-7
IPME-8
IPME-9
IPME-10
IPME-11
IPME-12

頁次
55

周明儀、陳素琴、陳美君、 56
許如君
范姜俊承、黃毓斌
57
林聖豐、楊曼妙

荔枝蒂蛀蛾(Conopomorpha sinensis Bradley) 吳學融、吳昌昱、葉庭維、
成蟲對現行登記用藥之藥劑感受性
方信秀、許如君
10 種市售殺蟲劑對菸草粉蝨卵期及若蟲期之 吳佩玲、林映秀
抑制效果探討
稻穀倉庫次要害蟲米象對第滅寧抗藥性之探 姚美吉、李啟陽、王泰權、
討
馮文斌
高雄市荔枝細蛾 110 年度族群密度監測與 吳晟瑋、方信秀、林彥伯
三種藥劑藥效測試研究
第滅寧對東方果實蠅的壽命及繁殖之亞致死 張書銘、林明瑩

58
59
60
61
62
63

效應
臺灣不同地區秋行軍蟲對三種緊急防治藥劑 趙鴻銘、許如君、吳文哲
64
感受性及抗性評估
亞滅培對荔枝細蛾田間防治效果評估
陳明吟、鄭維新、陳建儒、 65
陳翠蓉、曾敏南
設施甜瓜關鍵害蟲之客製化農藥減量技術研 林映秀、簡惠琪、
66
究
廖怡婷、吳佩玲、饒聖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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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標題

IPMPP-1

宜蘭地區青蔥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暨農藥減量 蔡依真、林立、邱智迦、
示範推廣
陳怡樺、謝文棟
安全農業系統之建構與應用
陳妙帆、陳慈芬、沈盟倪、
陳富翔、吳俊德、郭嬌紋
安全農業技術資源管理系統開發與擴充
方浩宇、郭嬌紋、陳慈芬、
高士寰、陳妙帆
DNA 條碼於農業害蟲鑑定之應用
蔡正隆、李蕙宜、郭美華、
宋一鑫、林明瑩、葉文斌

67

IPMPP-5

最佳化及推廣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71

IPMPP-6
IPMPP-7
IPMPP-8

2018-2020 年國產蔬果中農藥殘留情形
農藥緩釋製劑研究與開發
農藥與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導入分析

IPMPP-9

農民安全用藥減量課程輔導成效之研究

陳富翔、陳慈芬、沈盟倪、
方浩宇、陳妙帆
呂惠鈴
黃郁容、黃迺育、王靜茹
游適彰、陳妙帆、吳俊德、
郭嬌紋
高士寰、陳慈芬、簡均儒、
陳妙帆
黃秀雯、張淳淳、陳昇寬

77

IPMPP-2
IPMPP-3
IPMPP-4

作者

IPMPP-10 設施小果番茄害物整合性管理(IPM)與慣行
農法之比較
IPMPP-11 農藥減量技術平台與客製化害物整合管理模
式之應用與規劃
IPMPP-12 根瘤線蟲對於抗黃葉病品種香蕉'台蕉 7 號'
抗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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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68
69
70

72
73
75
76

陳彥佑、李敏郎、林映秀、 78
李春燕、伍沛璇、蘇秋竹
邱立品、鍾仁彬
79

編號

標題

FD-1

臺灣茶赤葉枯病菌多樣性及對殺菌劑之敏感 林秀橤、林盈宏、
性調查
Ariyawansa, H. A.、鍾嘉
綾、洪挺軒
番茄萎凋病菌分子檢測技術對臺灣分離株之 張再得、林盈宏
專一性與靈敏度測試
香蕉軸腐病綜合防治技術之應用
陳以錚、林徳勝、楊晴晴、
黃昭寰、林忠逸
扁蝸牛媒介傳播百香果疫病
蔡志濃、蔡惠玲、林筑蘋、

FD-2
FD-3
FD-4

作者

頁次
80

81
82
83

安寶貞
FD-5

FD-6
FD-7
FD-8

FD-9
FD-10
FD-11

Diversity of Colletotrichum species associated
with fruit anthracnose on sweet pepper in
Taiwan
兩種腐霉病菌引起之草莓幼苗萎凋病

Sheu, Z. M. , Chiu, M. H., 84
Chiu, Y. S., Chien, H. Y and
Chang, J. H
蔡志濃、蔡惠玲、林筑蘋、 85
安寶貞
台農 20 號鳳梨小果腐敗病之病徵及其真菌 梁鈺平、林冠妤、賴素玉、 86
相之研究
倪蕙芳
Evaluation of Bacillus spp. on control of
Southern blight caused by Sclerotium rolfsii in
pepper
Evaluation of Streptomyces on promoting
growth and control of Fusarium wilt in melon
引起玫瑰疫病發生之環境因子及其防治藥劑
之篩選
稻稈煙燻水與 Streptomyces 屬菌株對防治穴
盤甘藍苗期病害與促進生長效果評估

18

Sriprasert, K., Sritongkam,
B., Chung, W. H.

87

Hanniran, K., Sritongkam, B., 88
Chung, W. H.
黃晉興、袁琴雅
89
郭俊佑、黃三光、鍾文鑫

90

編號

標題

作者

PS-1
PS-2

花蓮縣文旦產區窄胸天牛發生情況調查
取食不同品種玉米葉片之秋行軍蟲

陳怡樺、林立
方科竣、林彥伯

91
92

PS-3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鱗翅目：夜蛾科) 的族群特性
取食不同品種番茄葉片之秋行軍蟲
陳泓銘、林彥伯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鱗翅目：夜蛾科) 的族群特性
嘉義縣玉米田區秋行軍蟲本土寄生蜂種類之 姚致安、林彥伯

93

PS-4
PS-5

PS-6

PS-7
PS-8
PS-9
PS-10
PS-11
PS-12

初步調查
溫度對取食水稻葉片之秋行軍蟲(Spodoptera 林彥伯、唐辰蓀、林歷諺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鱗翅目：夜蛾科)族群特性
溫度對取食結球甘藍葉片之大菜螟
蕭易覲、林彥伯
(Crocidolomia pavonana (Fabricius, 1794)) (鱗
翅目：草蛾科) 族群特性之影響
溫度依變下咖啡果小蠹取食人工飼料之生活 魏紹華、林明瑩
史及族群表現
栽培介質之莖線蟲族群鑑定與寄主範圍測試 梁哲彰、陳珮臻
臺灣洋菇菇蟎種類與重要害蟎
申屠萱、張淑貞、廖治榮、
黃棨揚、陳錦桐
雲嘉南地區蝴蝶蘭園害蟲及害蟎之發生調查 魏紹華、林明瑩
三種果實蠅科 (Diptera: Tephritidae) 害蟲之 洪傳捷、周明儀、黃毓斌
種間交尾測試與其應用於不孕性防治之評估
瓜螟在葫蘆科作物之發生概況
李春燕、魏麗惠

19

頁次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NPME-1 探討本土黑殭菌對秋行軍蟲之影響－林貝容、郭章信、程翊涵、林彥伯 (國立嘉
義大學植物醫學系) Effect of infection by endemic Metarhizium spp. on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Lepidoptera: Noctuidae)–Lin, P. J., Kuo, C.- H., Cheng, Y.- H., Lin, Y.- P.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City, 600355, Taiwan)
屬於鱗翅目 (Lepidoptera) 夜蛾科 (Noctuidae) 的秋行軍蟲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為目前農園藝作物重要害蟲，其寄主範圍廣，可取食超過 76 科、354 種
植物。自 2019 年 6 月確認入侵台灣後，短期內即遍布全國，嚴重威脅玉米 (Zea mays) 與
高粱 (Sorghum bicolor) 等禾本科 (Poaceae) 作物之生產。雖目前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針對玉米上之秋行軍蟲已核准 11 種緊急防治用藥，其中亦包含有蘇力菌製劑等微
生物防治資材，但秋行軍蟲對化學藥劑易生抗性，而蘇力菌則需經蟲體攝食後方可作用，
且易受光照等自然環境因子影響田間防治效益。因此，本研究利用實驗室所藏之具自行侵
染能力黑殭菌屬 (Metarhizium) 本土蟲生真菌感染秋行軍蟲，比較不同菌株對不同齡期幼
蟲的致死率。另外，本研究亦針對台灣玉米栽培田區進行調查，採集自然感染本土黑殭菌
之秋行軍蟲，將蟲體上之分生孢子純化後，對可人工培養的菌株進行形態、分子鑑定及生
理特性等後續研究，並探討其致死效果。後續實驗仍在進行中，期望可為秋行軍蟲之本土
微生物防治資材開發另闢蹊徑。

聯絡人：林彥伯
聯絡 E-mail：yenpo.lin@mail.ncyu.edu.tw
電話：05-271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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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E-2 球 孢 白 殭 菌 (Beauveria bassiana) CHF523 菌 株 對 茶 角 盲 椿 象 (Helopeltis
fasciaticollis) 之防治應用－張姿伶、莊益源*（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Application of
Beauveria bassiana CHF523 against tea mosquito bug, Helopeltis fasciaticollis－Chang, T. L.,
Chuang, Y. Y.*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茶角盲椿象 (Helopeltis fasciaticollis Poppius) 危害茶樹之新梢嫩葉，常導致葉片產生
褐斑、變形及枯萎等徵狀，嚴重影響茶菁產量與品質。本研究評估球孢白殭菌 (Beauveria
bassiana) CHF523 菌株對此盲椿象的感染效果，及進行初步田間試驗。在高相對濕度環境
中，以 CHF523 菌株 106、107 及 108 conidia/mL 三種孢子濃度的懸浮液，處理茶角盲椿象
成蟲後，結果顯示 108 conidia/mL 處理組於接種後第三天即可造成盲椿象死亡，於第六天
時累積死亡率可達到 100%，換算半數致死時間 (LT50) 低於 4 天；此三種孢子濃度處理組
於接種後第五日造成盲椿象之累積死亡率，皆與對照組間呈顯著差異。於南投縣埔里地區
之有機茶園進行田間試驗，每週施用一次 108 conidia/mL 孢子濃度懸浮液，結果顯示自第
三次處理後，處理組與對照組之平均新梢受害率皆呈現顯著差異，換算試驗期間平均防治
率可達七成以上，顯示球孢白殭菌 CHF523 菌株對茶角盲椿象具防治應用潛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莊益源
聯絡 E-mail：chuangyiyu@nchu.edu.tw
電話：04-22840361 轉 573
21

NPME-3 甘藷蟻象白殭菌菌株篩選及開發潛力初步評估－楊雨慈、陳巧燕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Screening of Beauveria bassiana strains and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development potential for
control of the sweet potato weevil (Cylas formicarius)－Yang, Y. T., Chen, C. Y. (1 Taoyua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Sinwu, Taoyuan 327, Taiwan)
甘藷蟻象 (Cylas formicarius)為甘藷重要害蟲，蟻象幼蟲蛀食藷塊，使其內部呈黑褐色
木質化，且具苦臭味不能食用，鮮藷被害率可高達 50%以上，目前以耕作管理及化學藥劑
作為防除方法，但無微生物製劑商品可有效防治甘藷蟻象。本研究自北部栽培田區採集感
染鞘翅目昆蟲之白殭菌 (Beauveria bassiana)，於實驗室測定對甘藷蟻象致病力、菌落生長、
產孢量、發芽率及酵素活性，進行菌株開發潛力評估。篩選 9 株具致病力之白殭菌菌株，
分別為 TyEF_11、TyEF_12、TyEF_13、TyEF_15、TyEF_53、TyEF_54、TyEF_55、TyEF_58
及 TyEF_59，以 1 × 108 conidia ml-1 孢子懸浮液浸泡感染蟻象成蟲，於第 7 日蟻象死亡率皆
為 83.3%以上，其中 TyEF_54 及 TyEF_55 菌株為 100%；9 株白殭菌菌株於 PDA 培養基生
長第 20 日菌落直徑皆為 5 cm 以上，又以 TyEF_55 菌落直徑最大可達 7.5 cm；菌落產孢
量於第 20 日除 TyEF_11 與 TyEF_58 之外，其餘菌株產孢量皆達到 1 × 108 conidia ml1
；於 WA 培養基第 16 小時發芽率，以 TyEF_55 最高為 58.1%；酵素活性測試，蛋白質分
解酶 (Protease)活性以 TyEF_13、TyEF_15 及 TyEF_54 最高，在本實驗條件下脂肪分解酶
(Lipase)活性及幾丁質分解酶 (chitinase) 活性於測試菌株中皆無明顯差異。結果顯示，初步
以致病力、菌落生長及早期發芽率作為優良菌株評估，後續測定白殭菌感染甘藷蟻象後對
其子代影響、最適量產發酵條件及寄主範圍，以提升菌株應用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陳巧燕
聯絡 E-mail：yen@tydais.gov.tw
電話：03-4768216 轉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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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E-4 蟲生真菌 Purpureocillium takamizusanense TCTeb01 菌株對荔枝椿象防治效果及其
寄主範圍評估－羅佩昕 1、乃育昕 2、于逸知 1、楊承儒 2、劉曜嘉 2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
中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2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Study of the efficacy of
entomopathogenic fungi Purpureocillium takamizusanense isolate TCTeb01 on controlling
Lychee stink bugs and its host range- Lo, P. H.1, Nai, Y. S. 2, Yu, Y. C. 1, Yang, C. J. 2, Lui, Y. C. 2
(1Taich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Changhua, Taiwan; 2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荔枝椿象(Tessaratoma papillosa)主要危害荔枝、龍眼及臺灣欒樹等無患子科作物，以
刺吸式口器危害嫩芽、嫩梢、花穗及幼果，導致落花與落果，其受驚擾後所噴出具刺激性
的臭液，常造成農民在農事操作上的威脅。蟲生真菌 Purpureocillium takamizusanense
TCTeb01 菌株，已證實可感染荔枝椿象並造成蟲體呈現環抱枝條殭屍狀死亡，於高濕環境
下菌絲由蟲體氣孔與體節間隙長出，並產生淡紫色分生孢子。本研究目的為評估 TCTeb01
菌株對荔枝椿象成蟲及若蟲之防治效果，及其寄主範圍，以建立抗蟲害圖譜。於荔枝椿象
成蟲之防治效果評估，結果顯示網室中以不同濃度之孢子懸浮液進行成蟲接種，以 107
spores/ ml 之孢子懸浮液濃度對荔枝椿象的防治效果最佳，成蟲於接種後第 14 天，致死率
達 48.7%，第 28 天致死率達 86.1%。另於 2-4 齡若蟲防治效果測試，結果顯示在接種後第
14 天，致死率為 15.0%，第 28 天致死率為 48.3%，顯示其對荔枝椿象成蟲防治效果較佳。
而在 TCTeb01 菌株之寄主範圍試驗，以 108 spores / ml 之孢子懸浮液接種秋行軍蟲
(Spodoptera frugiperda)、黃條葉蚤 (Phyllotreta striolata)及偽菜蚜 (Lipaphis erysimi)，結果顯示
TCTeb01 菌株對黃條葉蚤成蟲之殺蟲效果，於接種後第 4 天可達 18.5%相對致死率；對偽
菜蚜殺蟲效果，則於接種後第 7 天達 42%相對致死率；而其對秋行軍蟲則不具殺蟲效果。
經防治效果及其寄主範圍評估結果，可知 TCTeb01 菌株對荔枝椿象具較佳之防治效果，且
較適合用於防治半翅目昆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羅佩昕
聯絡 E-mail：loph@tdias.gov.tw
電話：04-8523101 轉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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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E-5 三種市售蘇力菌產品對取食玉米葉片秋行軍蟲殘存個體的影響－蘇子軍、林彥伯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 Effect of three commercial Bacillus thuringiensis strains on
remaining individuals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fed on maize leaf–Su, T. J.,
Lin, Y. P.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City, 600355,
Taiwan)
鱗翅目 (Lepidoptera) 夜蛾科 (Noctuidae) 之秋行軍蟲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於 2019 年確認入侵臺灣，雖目前仍主要危害禾本科 (Poaceae) 作物如玉米
(Zea mays) 與高粱 (Sorghum bicolor) 等，但因其寄主範圍廣泛，具造成重大農損的潛力。
隨著有機農法盛行，對於蘇力菌 (Bacillus thuringiensis) 等微生物資材的需求日漸提升，且
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也針對玉米上之秋行軍蟲核准 2 種蘇力菌製劑做為緊急
防治用藥，吾人有必要探究施用此類植物保護劑後，殘存個體及其後代之生活史表現。因
此，本研究以秋行軍蟲為對象，將購自市面之一種庫斯 (kurstaki) 和二種鮎澤 (aizawai) 蘇
力菌品系製劑按照推薦倍率稀釋成懸浮液，再將新鮮的鮮食玉米 (品種：雪珍) 葉片於其
中充分浸潤後取出晾乾，在溫度 27 ± 0.5°C、相對溼度 70 ± 5%、光週期 12L：12D 條件
下單隻飼育採自屏東縣車城鄉之秋行軍蟲幼蟲，但僅提供含有菌液的葉片一天，其餘時間
則以無藥劑新鮮葉片餵食。每日定時觀察並記錄供試族群之幼蟲期、化蛹率、蛹期、蛹重、
雌雄蟲個體數及羽化率等生活史特徵。俟成蟲產卵後，自每個處理中各挑選 100 顆卵進行
下一世代之生活史觀察與兩性生命表分析，探討經不同處理後之秋行軍蟲的族群表現是否
具有差異。相關實驗仍持續進行中，期望最終結果可為我國日後此蟲田間管理策略擬定參
考所用。

聯絡人：林彥伯
聯絡 E-mail：yenpo.lin@mail.ncyu.edu.tw
電話：05-271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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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E-6 不同飼養配方對於外米綴蛾卵產量及生活史影響－吳嘉鴻、賴慶庭、邱于倫、吳
立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植物醫學系) Effect of different diets on the biology and fecundity of
rice moth, Corcyra cephalonica (Stainton)－Wu, C. H., Lai, C. T., Chiu, Y. L., Wu, L. H.
(1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ipu, Pingtung 912, Taiwan)
生物防治是有害生物綜合管理中重要的方法，外米綴蛾雖為世界重要的倉儲害蟲，而
其新鮮卵粒因為方便大量飼養、且被接受度高，被作為多種重要天敵寄生蜂最有效的代用
寄主。本試驗以米糠、大豆粉、以及花粉依據文獻與飼養經驗測試四種不同比例的配方，
分別飼養外米綴蛾，並測量 1) 雌成蟲累積出現率；2) 雌蟲百分比；3) 雌蟲重；4) 產卵量；
5) 百卵重；6) 每毫升卵的生產成本，望提升生產卵粒的質量。結果顯示與其他處理相比，
花粉配方的飼養下不僅能夠縮短生活史提早羽化，第 37 天時即累積 50%雌蟲出現率相較
其他處理縮短 4-6 天、單隻雌成蟲重 0.0258 ± 0.0022g、單隻雌蛾產卵量高達 157.19 ± 20.62
粒/雌蟲、百卵重 0.0046 ± 0.0002mg，皆為各處理中最高。花粉對於外米綴蛾的生長有很高
的營養價值、且能提供其他處理欠缺的關鍵營養素，產量與質量皆顯著優於其他處理。花
粉富含多種維生素，與文獻所探討的不同穀物配方比較，可發現花粉配方因為維生素成分
使得花粉配方對於外米綴蛾的生長、產卵及卵質量提升，然搜尋最經濟而能顯著提升品質
的添加比例，需要進一步的微調與試驗。能應用於自動化生產，優化整個寄生蜂生物防治
的產程。

聯絡人：吳立心
聯絡 E-mail：lihsinwuu@gmail.com
電話：08-7703202 轉 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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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E-7 防治銀葉粉蝨之蟲生真菌應用潛力與商品化評估－蕭伊婷、宋凱智、謝奉家、潘
蕙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Evaluation of the entomopathogenic fungus for control of silverleaf whitefly－Xiao, Y. T., Sung,
K. C., Hsieh, F. C., Pan, H. R.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Wufong, Taichung 413001, Taiwan)
銀葉粉蝨(Bemisia argentifolii Bellows &Perring)為茄科作物之重要害蟲，除取食危害外，
亦能傳播雙生病毒(Begonovirus)，當族群密度高時，也會因分泌蜜露過多而導致田區煙煤
病發生，若無適當防治，則會影響產量及作物品質。現今雖以化學農藥為主要防治手段，
但由於長期施用易產生抗藥性，且於採收期會停止使用化學農藥，導致銀葉粉蝨族群量不
易控制，因此利用蟲生真菌等微生物防治資材作為替代方法備受農友期待。本研發團隊已
篩選出一具有防治潛力的蟲生真菌，為提升其商品化的發展性，遂開發液態培養的方式以
達到量產的目的，因此本研究擬評估平板培養與液態發酵培養之菌株應用於田間防治的潛
力。本試驗之供試菌株為 1996 年於南投縣鹿谷鄉的蛾類幼蟲體表分離而得，將菌株培養於
馬鈴薯煎汁培養基，在溫度 30℃、12 小時光照的恆溫生長箱中，其菌落呈現白色至淡灰
色。以位相差顯微鏡觀察其無性產孢結構，其分生孢子梗(conidiophore)分支末端著生 1-3
個瓶狀枝(phialide)， 瓶梗細胞(n=60)長寬為 2.2-4.125 μm x 6.05-14.3 μm，分生孢子串生，
形狀呈橢圓形至長橢圓形，分生孢子(n=80)的大小約為 1.65-2.75 μm x 4.4-6.05 μm。至於在
液體培養的條件下，孢子濃度可達 2x1010 spores/ml 以上，其中有 93 %為芽生孢子
(blastospore)，芽生孢子(n=80)大小為 2.75-4.4 μm x 4.95-8.25 μm，形狀呈圓形至橢圓形。利
用全基因定序以及型態特徵判斷，鑑定此蟲生真菌為爪哇蟲草(Cordyceps javanica)。將平
板培養基產生之 C. javanica 分生孢子及液態培養產生之芽生孢子進行防治銀葉粉蝨的試
驗，以 1x106 spores/ml 的孢子懸浮液，於溫度 25℃的條件下，施用於銀葉粉蝨若蟲，7 天
後若蟲的死亡率皆約為 70 %。在儲存試驗部分，無論是以何種方式所得的孢子懸浮液，靜
置於 4-10℃的冷藏環境兩個月後，菌數下降至無商品價值。但若改為水分散性粒劑(WG)，
則可在 4-10℃維持菌數 6 個月。綜合以上試驗結果顯示，C. javanica 能夠防治銀葉粉蝨若
蟲，且無論以固態平板或是液體培養而得的孢子懸浮液皆具有商品化潛力，唯須進一步研
發製劑以利長期儲存。期許未來完成製劑配方的優化與了解田間最佳施用條件後，能提供
農友一個對環境友善、有效又安全的農業害蟲防治資材。

聯絡人：潘蕙如 助理研究員
聯絡 E-mail：hrpan@tactri.gov.tw
電話：04-23302101 轉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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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E-8 兩種蟲生真菌感染甘藍菜上桃蚜之致病力及其培養特性之探討－張方宜 1、莊益
源 2、陳啟予 3 ( 1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士學位學程、2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
系、3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Studies on the pathogenicity and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wo kinds of entomopathogenic fungi infecting Myzus persicae on cabbage－Chang, F. I.1, Chuang,
Y. Y.2, Chen, C. Y.3 (1 Master Program for Plant Medicine and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Taiwan; 2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Taiwan; 3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Taiwan)
桃蚜 (Myzus persicae) 普遍危害十字花科蔬菜，亦可傳播多種植物病毒，常使作物生
長受阻並降低品質與產量。長期藉由化學農藥防治的結果，已證實桃蚜對多種殺蟲劑產生
抗藥性現象。本試驗自田間採集並篩選對桃蚜具致病潛力之蟲生真菌，進行致病力試驗及
其培養特性之探討。自不同區域土壤及罹病之咖啡果小蠹 (Hypothenemus hampei) 上分離
出黑殭菌 (Metarhizium anisopliae)、白殭菌 (Beauveria bassiana)、淡紫菌 (Purpureocillium
lilacinum) 及 Pochonia chlamydosporia 等共 12 種菌株。將各分離菌株孢子懸浮液濃度配
製成 107 conidia/ml，於高相對濕度環境下進行對桃蚜成蟲之致病力測定，初步顯示黑殭菌
MA901 及白殭菌 BB801 二種菌株接種 7 天後致死效果較佳，平均死亡率皆可達八成以上。
進一步探討 MA901 及 BB801 之不同濃度孢子懸浮液 (105、106、107 及 108 conidia/ml) 分
別對桃蚜成蟲及二齡若蟲之致病力，結果顯示 MA901 對桃蚜成蟲之 LT50，於孢子濃度 107
及 108 conidia/ml 時最短，約 2 天；其對桃蚜二齡若蟲之 LT50，於孢子濃度 108 conidia/ml
時最短，約 2 天。而 BB801 對桃蚜成蟲及二齡若蟲之 LT50，皆於孢子濃度 107 conidia/ml
時最短，約 3 天，兩菌株具開發為防治桃蚜之微生物製劑的潛力。以菌落直徑及產孢量為
依據，探討最適合 MA901 及 BB801 二菌株生長之培養基、碳及氮素源、溫度及酸鹼值等，
結果顯示 SMAY 為最佳培養基，適合培養於 25。C，pH 6.9，及分別以麥芽糖 (maltose) 與
蛋白腖 (peptone) 為碳、氮素源之環境條件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張方宜
聯絡 E-mail：gill010204@gmail.com
電話：098954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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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E-9 對二點葉蟎具高致死效果之蔗糖小迫式菌－張淑貞、李中潔、申屠萱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 High lethality of Kosakonia sacchari BTU100 against twospotted spider mite－Chang, S. C. , Lee, C. C., Shentu, H.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Taichung 413,Taiwan)
二點葉蟎 (Tetranychus urticae) 刺吸植物汁液，寄主將近 800 種，其中包含許多農作
物。因其發育快速、繁殖力大，故抗藥性發展迅速，是全球性的重要害蟎。為提供更安全
有效的防治措施，本研究已於室內大量繁殖的二點葉蟎族群、偶見大量死亡的蟎體上分離
出 20 株細菌，單株菌落分別培養成菌液後，稀釋 100 倍以噴藥塔噴灑至二點葉蟎上，其中
有 5 株細菌在接觸葉蟎 48 小時後，造成葉蟎死亡率達 95-100%。再將此 5 株細菌重複再測
試一次，最後選定致死力最高之菌株 BTU100。繼續進行其核糖體 16S 全長定序，全長共
1,532 bp，將其與 NCBI 資料庫上的序列進行 Blast 搜尋比對，發現其與細菌 Kosakonia
sacchari 的 16S 序列有 99.9%相似。繼之將此菌株進行全基因定序 (NGS)，知其染色體全
長為 5,066,903 bp，預測有 4,860 個蛋白質譯碼基因 (protein-coding genes)；1 個質體全長
為 164,574 bp，預測有 166 個蛋白質譯碼基因。此菌含幾丁質酶基因 (chitinase gene)、毒
蛋白 type II toxin-antitoxin system，由全基因定序結果，亦推測其為 K. sacchari。進行幾丁
質活性分析，以 β-N-actylglucosaminidase 比活性最高，chitobiosidase 次之。另進行格蘭氏
染色後，亦確認其與細菌 K. sacchari 相同皆為格蘭氏陰性菌，以血平板培養基 (blood agar)
進行鑑別測試，發現此菌為 γ 型溶血菌，即完全不產生溶血現象，菌落於培養基中無變化。
由以上結果，確認此由死亡的二點葉蟎體上分離出之 BTU100 細菌為 K. sacchari，對二點
葉蟎的防治具高度發展潛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張淑貞
聯絡 E-mail：scchang@tari.gov.tw
電話：04-23317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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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E-10 進口糙米倉庫之榖蠹對磷化氫抗藥性探討－姚美吉、李啟陽、王泰權、馮文斌 (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 Phosphine resistance in Rhyzopertha dominica in
imported brown rice warehouse－Yao, M. C., Lee, C.Y., Wang, C. T., Feng, W. B.(Applied
Zoology Divisio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chung City, Taiwan)
政府為穩定物價及民生安全等問題，每年均會購買一定糧食進行貯藏，一般俗稱公糧。
其中包含本土性所生產的稻穀，或從國外購買已脫殼後之糙米或白米。因此在台灣自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每年進口約民生量 8% 之糙米或白米，其中約 65 ％ 由政府購
買貯存，儲藏時間短則半年，長則超過二年，由於台灣氣候溫暖且潮濕，十分適合積穀害
蟲繁衍，因此進口糙米於儲藏期間經常受到其危害而造成巨量損失。目前儲藏期間之積穀
害蟲危害主要使用 57 % 磷化鋁 (Aluminum Phosphide) 產生磷化氫 (Phosphine) 進行燻
蒸殺蟲，但是自去年發現進口糙米倉庫之燻蒸次數及失敗率有上升的趨勢，經今年上半年
測試發現糙米主要害蟲米象 (Sitophilus oryzae (Linnaeus)) 確實發展出至多 50 倍之磷化氫
抗藥性，因此懷疑另一種常見積穀害蟲穀蠹 (Rhyzopertha dominica) 可能也已經發展抗藥
性。本試驗從各地進口米倉庫收集穀蠹，帶回以麥片飼養至 F2，隨後利用氣密注射器將磷
化氫打入乾燥器中進行燻蒸，得出各地品系之 LC50，並和感性品系比較得出抗藥性倍率
(Resistance ratio)。本研究共測試 10 個穀蠹品系，發現鹿港及後壁之榖蠹確實發展一定程
度磷化氫，抗藥性倍率達 25-55 倍。目前積穀儲藏期間之燻蒸劑殺蟲並沒有足以替代磷化
氫的藥劑，未來除開發新型燻蒸劑外，未來擬將磷化氫額外添加氧氣、二氧化碳、氮氣、
臭氧等氣體進行共同燻蒸，測試其對磷化氫抗藥性榖蠹之殺蟲效果，嘗試解決進口米倉庫
因抗藥性發展造成之燻蒸殺蟲效果下降，並同時建議各管倉人員提高倉庫通風性、善用非
農藥防治資材 (如 LED 誘蟲燈)，延緩磷化氫抗藥性發展速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姚美吉
聯絡 E-mail：yaomc@tari.gov.tw
電話：04-2331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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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E-11 不同誘殺器及配方對屏東原住民地區咖啡果小蠹（Hypothenemus hampei）誘殺效
果－華眞 1、謝雨庭 1、葉文斌 2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2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系）
The captured effects using different traps and dosage composition on coffee berry borer
(Hypothenemus hampei) in Pingtung indigenous areas. －Hua, T.1, Hsieh, Y. T.1, Yeh, W. B.2
（ 1Department o 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ngtung 912, Taiwan；2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屏東縣咖啡種植面積達 225 公頃，以原住民鄉鎮為主要產區，居全國之冠。2019 年起，
原本肆虐中、北部咖啡產區的咖啡果小蠹(Hypothenemus hampei (Ferrari))，大舉入侵屏東，
造成產量大減；屏東縣政府農業處統計，2020 年產量減少近 30％。咖啡果小蠹(coffee berry
borer，簡稱 CBB)屬鞘翅目 (Coleoptera)、象鼻蟲科（Curculionidae）
、小蠹蟲亞科(Scolytinae)，
主要危害咖啡之生豆及熟豆，咖 啡青果時就有極高之危害率。本實驗地點位於屏東縣泰武
鄉不同海拔之原主民咖啡栽種區，平和村地區(海拔高度約 550 公尺)及舊泰武村地區(海拔
約 1000 公尺)，評估新開發誘捕器與誘殺劑配方的誘引效果。結果顯示，平和地區新式誘
捕器 15 天平均誘蟲數為 68 隻小蠹蟲，舊泰武村為 46 隻。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及最小顯著差異性測驗(Fisher's protected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est, LSD test)顯
示，新舊誘捕器捕獲率無顯著差異，但新式誘捕器體積小、操作方便、誘殺劑效期較久且
價格便宜，值得推薦。不同配方的誘蟲效果顯示，以甲醇及乙醇 2：1 的配方，對咖啡果
小蠹具較佳的專一性。捕獲之小蠹蟲另以 COI 序列進行鑑定比對，可誘得三種小蠹蟲，分
別是 H. hampei，Xylosandrus crassiusculus 及 Cnestus aterrimu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華眞
聯絡 E-mail：huatsen@mail.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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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E-12 狹翅褐蛉 (Micromus timidus Hagen) 之低溫保存與大量飼養技術－黃婷鈺、莊益
源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Low-temperature storage and mass rearing techniques of Micromus
timidus (Hagen)－Huang, T. Y., Chuang, Y. Y.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狹翅褐蛉 (Micromus timidus Hagen) 為脈翅目姬蛉科昆蟲，其幼蟲及成蟲均可捕食多
種危害作物的蚜蟲，具有開發作為生物防治的應用潛力。本研究針對低溫對褐蛉卵及蛹的
影響、幼蟲飼養密度及設計收集卵之裝置等三部分進行試驗。結果顯示經不同低溫處理後，
僅有 0、1、2 日齡的卵在 16°C 處理組與 2 日齡卵在 12°C 處理組可孵化；進一步比較低溫
處理後積溫效應的影響，結果顯示卵以 16℃處理 7 日後，孵化率可達九成以上為最高，且
可延長卵期一倍以上時間。褐蛉蛹經低溫處理後，以 16°C 處理 7 日及 12°C 處理 5 日組可
有效延長蛹期，與 25°C 對照組間呈顯著差異，且羽化率均較佳可達七成以上。比較不同褐
蛉幼蟲飼育密度的結果，顯示在 15×15×15cm 的空間中，飼育 60 隻幼蟲完成發育至成蟲的
比率可達七成以上，與高密度飼育處理間呈顯著差異。此外，新設計收集褐蛉卵之裝置，
試驗結果顯示可成功吸引褐蛉雌蟲產卵於採卵裝置上，有效收集卵量可達九成以上，此裝
置方便於大量飼育時應用於卵之收集，且收集卵粒之不織布，可方便作為運送時之載體或
應用於懸掛在擬釋放地點，相關試驗結果可供褐蛉大量飼育之參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莊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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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PP-1 枯草桿菌生物膜形成能力對不結球白菜提升耐逆境之效益－劉玖易 1、黃三光 2、
黃振文 3、黃姿碧 1,3 (1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士學位學程、2 國立中興大學園
藝學系、3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The biofilm formation of Bacillus subtilis enhanced the
stress tolerance of pak choi－Liu, J. Y.1, Hwang, S. G.2, Huang, J. W.3, Huang, T. P.1,3 (1Master
Program for Plant Medicine and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2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3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生物膜為微生物於環境中生存所自然形成，可保護菌體免受外部物理及化學因子之干
擾，且使之具環境壓力之耐受性。本研究使用由中部地區環境中及根圈土壤分別分離之
Bacillus subtilis WMA1 及 Bacillus subtilis MCLB2 兩菌株，過去研究已證實 B. subtilis WMA1
可抑制番椒疫病發生並促進番椒生長，而 B. subtilis MCLB2 則可抑制番茄青枯病發生與促
進番茄植株生長及增加果實產量。本研究旨在探討 B. subtilis WMA1 及 MCLB2 菌株在非
生物表面、植物葉表及根系形成生物膜之能力，並評估此兩枯草桿菌菌株於植株纏據形成
生物膜對植株乾旱及淹水等逆境耐受性之影響。首先利用菌株於 24 孔盤之非生物表面形
成生物膜之測試方法，測試 B. subtilis 168 , B. subtilis WMA1 及 B. subtilis MCLB2 三菌株
於 Luria-Bertani broth 培養基中培養之生物膜形成能力，結果顯示 B. subtilis MCLB2 及 B.
subtilis WMA1 菌株形成生物膜之能力顯著較 B. subtilis 168 菌株佳。接續比較 B. subtilis
MCLB2、B. subtilis WMA1 及 B. subtilis 168 菌株於不結球白菜葉表及根系纏據形成生物膜
之能力，結果顯示 B. subtilis MCLB2 及 WMA1 可於不結球白菜葉表及根系成熟部纏據且
菌體聚集成團塊形成生物膜，而 B. subtilis 168 處理之葉表及根系成熟部則幾無菌體附著;
另研究中亦發現〝三鳳二號〞不結球白菜施用 B. subtilis MCLB2 與 WMA1 菌株後，植株
地下部鮮重於淹水 8 天後相較於施用水之對照組分別增加 0.2 及 0.4 倍，而莖徑則分別增
加 0.3 及 0.2 倍，此結果顯示 B. subtilis MCLB2 與 WMA1 可提升不結球白菜對淹水逆境之
耐受性。此外，於〝三鳳二號〞不結球白菜施用 B. subtilis MCLB2 與 WMA1 菌株後，進
行連續 9 天乾旱處理，此二枯草桿菌菌株處理組亦較水對照組有顯著較高之存活率，植株
存活率 B. subtilis MCLB2 處理組為 93%、B. subtilis WMA1 處理組為 97%，而水對照組為
37%，且施用 B. subtilis MCLB2 與 WMA1 相對於水對照組，可使植株鮮重分別增加 1.9 及
2.8 倍，植株乾重分別增加 0.6 及 1.2 倍，株高分別增加 0.3 及 0.5 倍，莖徑分別增加 0.2 及
0.3 倍，根長分別增加 0.6 及 0.7 倍。綜合上述，B. subtilis WMA1 及 B. subtilis MCLB2 可
纏據於不結球白菜之葉表與根系形成生物膜，且可提升不結球白菜對乾旱與淹水逆境之耐
受性，後續將進一步探討不結球白菜於施用此兩枯草桿菌菌株對逆境耐受性提升之生理機
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黃姿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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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PP-2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P-2-2 生物製劑的研發與田間應用－林宗俊、游晴翔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植物病理組)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biocontrol agent,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P-2-2, for controlling rice diseases under the field condition－Lin, T.
C., You, C. S. (Plant Pathology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水稻為世界三大主要糧食作物之一，也是台灣種植面積最廣、種植農戶數最多之農作
物。而稻熱病是影響水稻生長及產量收成之最主要病害之一。稻熱病在台灣以第一期稻作
較第二期作容易發生，其可感染水稻各生育期之組織部位，依罹患部位之不同而有葉稻熱
病、葉舌稻熱病、節稻熱病及穗稻熱病。全球超過 85 個栽培水稻的國家都有其危害紀錄，
對水稻的產量有直接且破壞性的影，每年造成全球稻作 10-30 ％的產量損失。先前的研究
從 田 間 健 康 稻 桿 內 分 離 有 益 微 生 物 並 篩 選 出 兼 具 殺 菌 與 誘 導 抗 病 能 力 的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P-2-2 菌株，將其施用於台南 11 號及台農 71 號水稻品種可減輕稻熱病的
病害發生。本研究目的在於開發 P-2-2 最適化培養基，並測試其於田間防治稻熱病之效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林宗俊
聯絡 E-mail：tclin@tar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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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PP-3 利用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AC35 防治落花生冠腐病之效果評估－林宗俊、黃湘珊、
游晴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植物病理組) Evaluation of effect of the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AC35 on control of crown rot on peanut seedling－Lin, T. C., Huang, S. S.,
You, C. S., (Plant Pathology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落花生 (Arachis hypogaea) 又名花生、土豆，為台灣重要之雜糧與經濟作物。由
Aspergillus niger 所引起之落花生冠腐病，可危害落花生的各個生育時期。帶菌之種子發芽
後，其根、子葉及莖基部皆可受到感染，初期可見褐色孢子，受感染之莖基部可見壞疽或
凹陷之病徵，爾後產生大量的黑色孢子，並使幼苗在出土前或出土後出現猝倒的病徵。目
前防治落花生冠腐病的方法是以化學藥劑浸泡種子，並避免田間土壤過度乾燥等，來減少
本病害之發生。本研究欲評估有益微生物對落花生冠腐病的防治效果，將實驗室保存之拮
抗菌，以對峙平板法篩選出具有抑制 A. niger 菌絲生長之拮抗菌- AC35 菌株，且以 TSB
培養四天之菌液，在稀釋 10X 及 20X 時，對 A. niger 分生孢子之抑制率達 90% 以上，
若將菌液稀釋 50X 後，對其分生孢子的發芽率仍有 55% 抑制效果，顯示 AC35 菌株具
有抑制 A. niger 菌絲生長及分生孢子的能力。進一步以 AC35 菌液處理自然帶菌的落花生
種子，結果顯示處理 AC35 菌液的落花生種子，在幼苗出土後可降低落花生冠腐病之發病
率及罹病度，未來將針對 AC35 菌株進行培養基配方及發酵條件之優化，盼能開發可防治
落花生冠腐病的有效資材。

聯絡人：林宗俊
聯絡 E-mail：tclin@tari.gov.tw
電話：04-2331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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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PP-4 開發具有防治百香果疫病潛力的微生物製劑－林宗俊、吳宜珊、陳金枝 (行政院
農 委 會 農 業 試 驗 所 植 物 病 理 組 ) Developing the biocontrol agent for management of
Phytophthora crown rot of passion fruit－Lin, T. C., Wu, I. S., Chen, C. C. (Plant Pathology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百香果疫病菌 (Phytophthora nicotianae) 為百香果重要病菌。在高溫高濕環境下，會造
成大量落花落果。在苗期時，嚴重發生會導致植株萎凋死亡，影響種苗的培育，造成百香
果產業的損失。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篩選能夠拮抗百香果疫病菌的有益微生物，並且進行
發酵液配方的研發與調整，藉以開發可防治百香果疫病的微生物製劑。由本研究試驗結果
顯示有益微生物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P-3-2-2 能夠促進百香果幼苗生長，並且具有抑
制百香果疫病菌菌絲生長和孢子發芽的能力，可做為防治百香果疫病的有益微生物。進一
步篩選 B. amyloliquefaciens P-3-2-2 的發酵基礎配方，結果顯示對照組之百香果疫病菌遊走
孢子發芽率為 91.9%，而以 P-3-2-2 的 IS-1 發酵濾液 (200X) 處理的孢子發芽率為 45.2%，
可以大幅降低百香果疫病菌孢子發芽率。因此，後續試驗以 P-3-2-2 的 IS-1 發酵液對百香
果疫病進行防治試驗，結果顯示對照組的百香果疫病之罹病率為 63.3%，P-3-2-2 的 IS-1 發
酵液 (400X) 處理組之罹病率為 40.0%。對照組的百香果疫病的罹病度為 37.5%，P-3-2-2
的 IS-1 發酵液 (400X) 處理組之罹病度為 24.2%。綜合以上述結果顯示，P-3-2-2 具有防治
百香果疫病的潛力。後續試驗利用 IS-1 培養基作為培養基雛形，以反應曲面法進行配方的
最適化，再將調配好的發酵液應用到田間試驗。希望未來能將此防治資材商品化，提供農
友防治百香果疫病的新選擇。

聯絡人：林宗俊
聯絡 E-mail：tclin@tari.gov.tw
電話：04-2331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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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PP-5 防治胡瓜白粉病及炭疽病之有益微生物效果評估－郭建志、張世杰、王照仁（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Evaluation of beneficial microorganisms for control the
cucumber Powdery Mildew and Anthracnos－Kuo, C. C., Chang, S. C., Wang, C. J. (Taich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hanghua)
胡瓜白粉病及炭疽病分別係由 Sphaerotheca fusca 與 Colletotrichum orbiculare 所引起，
常於胡瓜生育及採收階段發生，若無妥善控制，則會影響產量與品質甚鉅。近年來，臺中
區農業改良場致力於開發安全有效的微生物製劑，提供瓜類作物連續採收階段可用之病害
防治資材。本研究自本場有機田區之作物根圈土壤中分離之有益微生物 Tcb43 菌株，經由
16S rRNA 及 gyrB gene 序列分析，以及委由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研究所鑑定為液化澱粉芽孢
桿菌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檢視 Tcb43 菌落型態與市售液化澱粉芽孢桿菌菌株具有
明顯差異，進一步經試驗分析 Tcb43 菌株具有澱粉、脂質、纖維素及蛋白質等 4 種胞外分
解酵素、嵌鐵物質能力與溶磷活性。此外，Tcb43 菌株對多種瓜類病原菌有優異的抑菌能
力，菌絲抑制能力平均可達 50%以上。利用 Tcb43 菌株 200 倍發酵液，可抑制胡瓜、甜瓜
與甜豌豆白粉病菌之分生孢子發芽，抑制率平均可達 85%以上。利用 Tcb43 菌株之水懸劑，
以 200 倍稀釋濃度，應用於香瓜、胡瓜及南瓜白粉病防治試驗，於白粉病發病初期，每隔
5 天噴施 1 次，連續 5-6 次，可顯著降低白粉病罹病度，平均防治率可達 50%以上。另測
試胡瓜炭疽病之防治效果，測試三種施用時機，人工接種胡瓜炭疽病後，施用 Tcb43 菌株
1 次，經保濕 40 小時後施用 1 次，調查葉片炭疽病病斑數量，處理組與對照組相比可明顯
降低至少 70%的病斑數量。試驗結果顯示 Tcb43 菌株具有防治白粉病及炭疽病之潛力，後
續將完備微生物農藥商品化之各項要件，期望未來可供給農友作物病害管理可用之新選擇，
藉以達到病害防治、化學藥劑減量與友善環境的目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郭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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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PP-6 具防治根瘤線蟲潛力之堆肥細菌篩選－楊俊毅 1、黃政華 2、顏志恒 3(1 國立中興
大學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士學位學程、2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3 國立中興大學
農業推廣中心) Screening of antagonistic bacteria from composts against root knot nematode－
Yang, J. Y.1, Huang, C. H.2, Yen, J. H.3 (1Master Program for Medicine and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2Departmen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3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gricultural Extension Center,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南方根瘤線蟲 (Meloidogyne incognita) 在台灣危害嚴重，根據多項研究報告指出，可
感染茄科及葫蘆科等多種作物，並可於雜草上大量殘存，故造成嚴重之經濟損失。防治根
瘤線蟲的方法雖有多項選擇，如:田間衛生、輪作、化學防治、生物防治等，但田間衛生因
需耗費大量時間與勞力；輪作則因經濟效益與根瘤線蟲的寄主廣泛，難以推行；化學防治
成效優異，但施用藥劑對環境與人體健康有毒害之虞，並有報告指出本土根瘤線蟲已產生
抗藥性族群，使得化學防治更加困難。因此，開發新的防治資材有其必要性。生物防治在
近幾年受到矚目與蓬勃發展，許多研究指出可用真菌及細菌防治根瘤線蟲，其中以真菌為
材料約佔 76%，而細菌與放線菌則僅占約 5%，仍有許多發展空間。本研究以腐植酸、蝦
蟹殼粉、米糠、啤酒渣、菇包廢棄物進行堆肥化作用，並從中篩選可分解纖維素、幾丁質
及澱粉的細菌，並測試其對根瘤線蟲二齡幼蟲的致死與卵的孵化抑制率。供試蟲源來自嘉
義縣鹿草鄉遭根瘤線蟲感染的苦瓜根系，經型態與分子生物鑑定，確定為南方根瘤線蟲。
將篩選出的細菌懸浮液序列稀釋後測定對二齡線蟲的致死率與蟲卵孵化率的影響，結果顯
示其中 CHB 2216 與 CHB 2218 兩株菌株對線蟲的致死率分別為 75%與 65%，但對蟲卵則
無顯著抑制孵化效果。16S rRNA 序列分析顯示，CHB 2216 為 Bacillus pumilus、CHB 2218
為 Bacillus sp.，其具發展開發作為南方根瘤線蟲生物防治製劑的潛力，後續試驗仍進行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楊俊毅
聯絡 Email：olikp96332@gmail.com
電話：0938708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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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PP-7 台灣三種市售蘇力菌產品對三種十字花科蔬菜鱗翅目害蟲殺蟲效果之評估－楊
又臻、林彥伯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 Evaluation of virulence of 3 commercial Bacillus
thuringiensis strains against 3 lepidopteran pests of cruciferous vegetables (Brassicaceae) in
Taiwan－Yang, Y. Z., Lin, Y. P.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City, 600355, Taiwan)
十字花科 (Brassicaceae) 蔬菜種類繁多，生長期短，是台灣秋冬季普遍栽植的作物，
但易受鱗翅目 (Lepidoptera) 菜蛾科 (Plutellidae)、夜蛾科 (Noctuidae)、粉蝶科 (Pieridae)
與草螟科 (Crambidae) 之昆蟲幼蟲危害。過去常以噴灑化學合成農藥的方式進行防治，但
近年來抗藥性問題嚴重，且國人對食物安全日趨重視，故採對環境較友善的蘇力菌
(Bacillus thuringiensis) 製劑進行防治者大增。因此，本實驗以夜蛾科斜紋夜蛾 (Spodoptera
litura (Fabricius, 1775))、秋行軍蟲 (S.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及草螟科大菜螟
(Crocidolomia pavonana (Fabricius, 1794)) 為對象，將購自市面之一種庫斯 (kurstaki) 和二
種 鮎 澤 (aizawai) 蘇 力菌品系製 劑按照 推 薦倍率稀釋 成懸浮 液 ，再將新鮮 結球甘藍
(Brassica oleracea var. capitata)(品系：初秋) 及小白菜 (B. rapa chinensis) 嫩葉剪成片狀，
充分浸潤其中後撈出晾乾，在溫度 27 ± 0.5℃、相對溼度 70 ± 5%、光週期 12L：12D 條
件下於室內單隻餵養前述害蟲之三日齡幼蟲，連續供食沾染藥劑之葉片二及七天，每日記
錄死亡情形。每次試驗 100 隻，分成 5 重複。所用之斜紋夜蛾族群來自嘉義縣中埔鄉、
鹿草鄉及台中市農業藥劑毒物試驗所；大菜螟來自嘉義縣中埔鄉；秋行軍蟲則來自嘉義縣
六腳鄉。目前發現，各蘇力菌製劑對三種不同害蟲三日齡幼蟲之防治率均在 90% 以上，
未來仍將持續進行相關試驗，希冀找出最具經濟效益之施用濃度、頻度與時機，以供農友
參酌。

聯絡人：林彥伯
聯絡 E-mail：yenpo.lin@mail.ncyu.edu.tw
電話：05-271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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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PP-8 評估 Bacillus 屬益生菌結合蚓糞液肥對番茄生長與防治青枯病之潛力－李亭儀 1、
鍾文鑫 2,4、賴鴻裕 3,4 （1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士學位學程、2 國立中興大
學植物病理學系、3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4 國立中興大學永續農業創新發展中心）
Potential of Baciilus sp. combined with vermicompost tea on tomato growth and control of
bacterial wilt－Li, T. Y.1, Chung, W. H.2,4, Lai, H. Y.3,4 (1Master Program for Plant Medicine
and Good Agricultural Pratic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2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3
Departmen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4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er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由 Ralstonia solanacearum 引起的青枯病，屬土壤傳播性病害，常造成多種重要經濟作
物的損失，為田間作物栽培之重要生物性限制因子之一，且該病害之防治方法與資材有限。
本研究嘗試利用 Bacillus 屬益生菌、蚓糞液肥或是結合兩種資材，評估做為防治番茄青枯
病資材的潛力。於 Bacillus 屬益生菌篩選結果得知，R8-25 與 R8-39 菌株具有最佳抑制番
茄青枯病菌生長與促進番茄生長之效果。以餵食雞糞墊料製成之蚓糞堆肥作為材料製作蚓
糞液肥(製作方法為：蚓糞堆肥與去離子水以 1:10 (w/v)混合後再加入 5%糖蜜，再以曝氣醱
酵法進行萃取)測試結果顯示，在曝氣醱酵第四天與第五天之蚓糞液肥中的全氮、全磷酐、
全鉀、氧化鈣及氧化鎂總量有較穩定的測值，後續實驗以曝氣醱酵第五天所得蚓糞液肥為
資材。在對番茄青枯病菌生長影響測試結果指出，將液肥以添加於 Nutruient Agar (NA)方
式製備稀釋倍數為 10 倍、15 倍、20 倍、25 倍及 50 倍的濃度後，再將 R. solanacearum
PS152 菌株塗於上述培養基，得知稀釋 25 倍(含)以下之蚓糞液肥具有完全抑制青枯病菌生
長的效果，而稀釋 50 倍之蚓糞液肥則無抑制效果。另評估添加蚓糞液肥後對土壤中微生物
族群的影響，於每七天澆灌一次，在第 28 天後結果顯示，土壤中的真菌數量與種類無明顯
變化；另於細菌影響方面，則顯示澆灌蚓糞液肥對細菌數量無顯著影響，然對細菌種類之
多樣性具有提升作用。於溫室初步試驗結果得知，無論澆灌稀釋 10 倍或 25 倍之過濾後蚓
糞液肥皆有延緩青枯病發病的效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鍾文鑫
聯絡 E-mail：wenchung@nchu.edu.tw
電話：04-22840780 轉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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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PP-9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R8-25 發酵液對小菜蛾之拒食與產卵忌避作用探討－林祐丞
1

、鍾文鑫 2,3、莊益源 4、周明儀 5 (1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士學位學程、2 國
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3 國立中興大學永續農業創新發展中心、4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
系、 5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推廣中心) Antifeedant and oviposition deterrent effects of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R8-25 fermentation on the diamondback moth, Plutella xylostella
(Lepidoptera:Plutellidae)－Lin, Y. C.1, Chung, W. H.2,3, Chuang, Y. Y.4, Chou, M. Y.5 (1Master
program for Plant Medicine and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outh, Taichung 402, Taiwan；2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outh, Taichung 402, Taiwan；3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er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outh, Taichung 402, Taiwan；4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outh, Taichung 402, Taiwan；5Agricultural extension center,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outh, Taichung 402, Taiwan)
小菜蛾(Plutella xylostella)是危害十字花科作物的重要害蟲，但目前小菜蛾於台灣已對
多種殺蟲劑產生抗藥性，急需發展其他防治策略以強化此蟲之田間管理模式。液化澱粉芽
孢桿菌(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主要可應用於植物病害的防治，其產生之二次代謝物亦可
抑制植物病原菌生長。本研究使用之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R8-25 菌株，具防治十字花科炭疽
病效果，經全基因定序得知，該菌株帶有可合成 aminolevulinic acid 之功能基因，具有做為
除草劑與殺蟲劑之潛力，因此本研究擬進一步探討 R8-25 菌株對小菜蛾的防治潛力。本研
究針對 R8-25 菌株及其發酵液對小菜蛾之口服毒性、抑制取食及產卵忌避等效果進行測試
與評估。初步結果顯示，餵食 R8-25 菌株懸浮液與發酵液處理之葉片後，小菜蛾幼蟲之死
亡率均與對照組間無顯著差異，顯示兩者皆對小菜蛾幼蟲並無口服毒性。而在小菜蛾幼蟲
對 R8-25 菌株發酵液處理葉片之選擇性試驗中，其抑制取食指數 (FDI) 高達 89.1%，且其
發酵液濾液之抑制取食指數為 92.6%，與發酵液原液無顯著差異，顯示菌體之二次代謝物
可能為主要抑制取食之來源。後續利用不同碳素源發酵液試驗對小菜蛾幼蟲之抑制取食效
果，結果顯示，糖蜜、海藻糖及甘露醇製成之發酵液，其抑制取食指數分別為 95.2%、59.6%
及 44.8%，以糖蜜作為碳素源效果最佳。此外，不同稀釋倍數發酵液對小菜蛾幼蟲之抑制
取食效果，顯示 3 倍稀釋發酵液尚有 75.3%，但稀釋 10 倍則降至 21.0%。在小菜蛾成蟲之
產卵忌避試驗中，施用發酵液處理甘藍植株較未處理之組內對照降低了 69.1%產卵數量，
而施用無添加菌之發酵液基質較未處理之組內對照則無顯著降低產卵數。相關試驗結果均
顯示，R8-25 菌株發酵液具有抑制小菜蛾幼蟲取食及對成蟲產卵忌避之效果，具備開發作
為小菜蛾管理資材之潛力。

聯絡人：鍾文鑫
聯絡 E-mail：wenchung@nchu.edu.tw
電話：04-22840780 轉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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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PP-10 植物精油在病害防治及採後處理應用之評估─陳正恩、江詩筑、曾敏南（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Evaluation of plant essential oils applied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ost-harvest treatment － Chen, C. E., Jiang, S.Z., and Tseng, M. N. (Kaohsi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Changjhih,
Pingtung 908, Taiwan (ROC))
因化學藥劑殘留疑慮，作物於近採收期或採收後較缺乏可用資材進行病害防治，植物
精油為易生物分解且對環境友善的資材，本研究針對其應用方式及防病成效進行探討。進
行 10 種植物精油對炭疽病菌(Colletotrichum spp.)、蓮霧果腐病菌(Pestalotiopsis spp.)及青黴
菌(Penicillium spp.)的抑制效果篩選，百里香(Thymus vulgaris)精油對菌絲生長抑制效果明
顯，以 12,000 倍空間體積燻蒸，處理後 6 天時對各病原菌菌絲生長抑制率皆達 100%，進
一步以 60,000 倍空間體積燻蒸，對炭疽病菌及果腐病菌菌絲生長抑制率仍分別達 77.7%及
93.7%；香茅(Cymbopogon nardus)精油則對病原菌孢子發芽率具理想抑制成效，以 12,000
倍空間體積燻蒸，8 小時後仍對炭疽病菌及果腐病菌之孢子發芽完全抑制。進一步將植物
精油應用於芒果採後處理，調查對炭疽病防治成效，於包裝紙箱中放置 20,000 倍空間體積
香茅精油混合 20,000 倍空間體積百里香精油，對炭疽病防治率可達 37.9%，且未對果皮色
澤及風味造成不良影響；針對蓮霧果實病害，於套袋時放入 20,000 倍空間體積香茅精油混
合 20,000 倍空間體積百里香精油，可降低採收時病害發生比例；然而針對鳳梨採收後切口
直接施用植物精油，對切口腐生菌發生無明顯抑制成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陳正恩
聯絡 E-mail：en@mail.kdais.gov.tw
電話：08-7746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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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PP-11 柑橘類揮發物利用於柑橘木蝨誘引劑的可能配方探討－黃竑襦 1、黃榮南 1,2、
蕭旭峰 1,2 (1 國立台灣大學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2 國立台灣大學昆蟲學系) The
promising formula of citrus volatile compounds that attract Diaphorina citri Kuwayama
(Hemiptera: Liviidae)－Huang, H. R.1, Huang, R. N.1,2, Shiao, S. F.1,2 (1Master Program for
Plant Medicine, College of Bio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2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College of Bio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柑橘黃龍病 (Candidatus Liberibacter asiaticus) 為一種韌皮部侷限細菌，柑橘植
株受感染後往往會表現出葉脈間不對稱黃化與產量下降之情形，造成重大農業損失，
此病害至今仍然無藥劑可完全根除，因此防治其傳播媒介相當重要；柑橘黃龍病主
要之傳播媒介為亞洲柑橘木蝨 (Diaphorina citri Kuwayama)，為半翅目扁木蝨科之
昆蟲，是目前唯一能遠距離擴散柑橘黃龍病的傳播媒介，若能有效監測柑橘木蝨數
量並降低其田間族群，防治黃龍病的效率將能大幅提升。本研究利用柑橘類揮發物
測試對柑橘木蝨之誘引效果，針對各種氣味做化合物分析、並結合文獻記錄具有柑
橘木蝨誘引效果的化合物，進行濃度與化合物誘引力的篩選測試，以獲得最合適的
誘引濃度及化合物，再用以調配柑橘木蝨的人造誘引劑配方，達到節省成本及提高
效率的目標。試驗中分別以甜橙精油、溫州蜜柑精油、椪柑嫩葉及月橘嫩葉作為誘
引氣味樣本，利用 Y 型管測試柑橘木蝨對各氣味是否具有偏好性，並以氣相層析質
譜儀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 進行氣味化合物分析，此外，
測試氣味提升黃色黏板誘捕率之效果。 Y 型管試驗的結果中，僅甜橙精油試驗組有
表 現 出 對 氣 味 的 顯 著 偏 好 性 ， 甜 橙 精 油 側 之 柑 橘 木 蝨 佔 53.76 % 、 空 白 側 則 為
32.44%，統計上達極顯著差異。精油氣味提升黏版試驗中，也僅甜橙精油試驗組有
表現出明顯提升黏板捕捉效率，含甜橙精油黃色黏板之柑橘木蝨平均捕獲 4.56 隻、
空白側則平均捕獲 2.78 隻，統計上達顯著差異。GC-MS 分析之結果獲得各樣本氣
味 8 個主要組成化合物，發現精油所測得數據相對穩定，甜橙精油以 D-limonene、βmyrcene、octanal、decanal、linalool、neral、valencene、2-hexenal 為主要 8 個組成化合物；
溫州蜜柑精油以 D-Limonene、β-Myrcene、γ-terpinene、Β-elemene、α-farnesene、decanal、
δ-cadinene、octonal 為主要 8 個組成化合物；而新鮮植株中椪柑嫩葉與月橘嫩葉於每次
分析時所得到的化合物類型與相對含量不盡相同，椪柑嫩葉氣味化合物僅以 D-limonene、
p-cymene、γ-terpinene 能重複於主要 8 個組成化合物中發現；月橘嫩葉氣味僅 D-limonene、
α-curcumene、α-bergamotene 能重複於主要 8 個組成化合物中發現，此結果顯示新鮮植株的
氣味隨時間可能有所變化，進行氣味分析時所獲得的化合物可能與進行誘引測試時散發出
的有所不同，利用新鮮植株作為柑橘木蝨誘引化合物搜尋可能有其不穩定性，另外，甜橙
精油氣味所含的化合物具有作為後續誘引劑試驗的潛力，將作為後續篩選及結合化合物試
驗的主體，此試驗後所得的人造誘引劑配方，將能更加提升黃色黏板在田間的誘捕效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黃竑襦
聯絡 E-mail：yah90254@gmail.com
連絡電話：097881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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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MPP-12 評估 12 個帶不同褐飛蝨抗性基因之近似同源系水稻對水稻根瘤線蟲之抗性－張
峻瑋 1、李長沛 2、陳珮臻 1 (1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2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作物
組) Evaluation the resistance to rice root knot nematode using 12 near-isogenic lines with different
BPH resistance genes (1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outh
District, Taichung 402, Taiwan; 2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Council of Executive Yuan, Crop Science Division,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水稻(Oryza sativa L.)為世界眾多人口的主食之一，其主要的栽培地多位在亞洲地區。
水稻根瘤線蟲(Meloidogyne graminicola Golden & Birchfield, 1965)廣泛分布於世界水稻栽培
地區，嚴重影響稻作之生產。世界各地至今育成與推廣的抗性水稻品系多針對褐飛蝨、細
菌性白葉枯病(Bacterial blight)及稻熱病(Rice blast)等病蟲害，尚未有抗水稻根瘤線蟲的商
業品種被育成。前人研究顯示，抗線蟲基因如 Mi 抗性基因的蕃茄對根瘤線蟲、蚜蟲及粉
蝨具有抗性。故本研究欲利用 12 個帶有不同褐飛蝨抗性基因的近似同源品系(near-isogenic
lines)評估其對水稻根瘤線蟲的抗性表現，其中 3 個品系帶有兩種褐飛蝨抗性基因；看其是
否也兼具抗水稻根瘤線蟲之功能。評估測試中以近似同源系的輪迴親本 IR24 及國際水稻
根瘤線蟲感性品種 IR64 作為對照，各品系至少篩選超過 18 株個體，並以各品系之平均根
瘤數(average gall numbers)作為評估標準。結果顯示，12 個近同源系與兩個對照品系之間於
統計分析結果上不具顯著差異(Tukey’s HSD, p<0.05)，然而 IRBPH3、IRBPH6 及 IRBPH7
有相對較少的根瘤產生，分別有 2、2.2 和 2.3 顆根瘤產生；IRBPH14 則出現 4.2 顆根瘤，
為 12 個近同源系中根瘤數最多且其平均值高於輪迴親 IR24 的 3.2 顆。此次供篩選的 12 個
抗褐飛蝨水稻品系，分別有 9 個帶有單個褐飛蝨抗性基因及三個帶有兩個抗性基因堆疊之
品系，根據本次的評估結果，這些基因皆未能提供水稻根瘤線蟲的抗性性狀。期許未來篩
選抗水稻根瘤線蟲的品系時，可以選用具有其他病蟲害抗性之水稻品系，如抗稻熱病或白
葉枯病，或是其他已知抗褐飛蝨的水稻品系進行評估。

聯絡人：陳珮臻
聯絡 E-mail：janetchen@dragon.nchu.edu.tw
電話：04-22840780 轉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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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1 Development of a multiplex PCR-based assay for detection of two tomato Criniviruses－
Kuan, C. P.1 (關政平), Hsiao, C. J.1 (蕭崇仁), Cheng, Y. H.2 (鄭櫻慧), Yang, T. C.1 (楊佐琦)
(1Division of Biotechnology; 2Division of Plant Pathology,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A,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Tomato chlorosis virus (ToCV) and Tomato infectious chlorosis virus (TICV) are two
whitefly-transmitted viruses belonging to the genus Crinivirus. Both viruses induce similar
symptoms in tomato. The management of these two viruses in tomato is difficult and expensive
both in cultivation under a structure and open field production.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virus-free plantlets production is dependent on rapid detection of infected plants so that
potential source plants of various viral pathogens can be destroyed promptly. Simultaneous
detection of two tomato viruses, ToCV and TICV, were carried out using a multiplex PCR-based
assay, a novel detection technique that combines PCR with the florescent dete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ptimal PCR for the detection of a single virus, that employed virusspecific primers was developed for the dete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wo viruses. The assay
was then validated using tomato samples infected with one or more viruses collected from fields.
The system offers a sensitive, high throughput and rapid detection method for tomato viruses.

聯絡人：關政平
聯絡 E-mail：pcr123@tari.gov.tw
電話:：04-2331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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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2 A PCR-based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Pepper mild mottle virus－
Kuan, C. P.1 (關政平), Liu, Y. T.1 (劉雅婷), Cheng, Y. H.2 (鄭櫻慧), Yang, T. C.1 (楊佐琦)
(1Division of Biotechnology; 2Division of Plant Pathology,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A,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Pepper mild mottle virus (PMMoV, genus Potexvirus) can occur in single or as mixed
infections within the tomato or sweet pepper crops. In the field, tomato (Solanum lycopersicum)
or sweet pepper (Capsicum annuum) are infected frequently with several viruses during a growing
season, which leads to reduced yield and fruit quality plants. Planting seeds that are free of or/and
resistant to viruses is one way of controlling methods of viral diseases. A real-time RT-PCR assay,
based on TaqMan® chemistry was developed for detection and quantitation of the PMMoV in
pepper and tomato plants. The protocol of the real-time PCR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enabled
detection of PMMoV as little as 102 copy number of PMMoV cRNA as the target. Leaf tissues of
PMMoV infected pepper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field and tested by real-time, RT-PCR analyses
to quantify the number of PMMoV present in test samples. This TaqMan real-time PCR assay for
detection and quantitation of PMMoV would be a useful tool for application in quarantine and
certification of PMMoV in solanaceous seeds as well as in the research of disease resistance and
epidemiology. The assays presented here could assis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rantine
measures for PMMoV identiﬁcation and in routine indexing of PMMoV for the production of
virus-free solanaceous seeds.

聯絡人：關政平
聯絡 E-mail：pcr123@tari.gov.tw
電話：04-2331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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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3 Investigation on viral diseases of cucurbitaceous crops in Hualien area－Dong, Z. X.1, Lin,
C. C.1, Tasi, Y. C.2, Chen, T. C.1 (1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Asia University, Taichung; 2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Hualien, Taiwan) 花蓮地區葫蘆科作物之病毒病害調查－董
姿萱 1、林千琪 1、蔡依真 2、陳宗祺 1 (1 亞洲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2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Taiwan is located in subtropical and tropical regions, suitable for planting cucurbitaceous
crops. Hualien is one of the main producing areas of cucurbitaceous crops, especially
watermelon. A field survey for virus diseases of cucurbitaceous crops in Hualien area was
conducted during two growing seasons from April to August 2021. Symptomatic bottle gourd,
cucumber, sponge gourd, squash, watermelon and wax gour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or virus
detection, and a total of 100 samples were tested. Indirect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prevalent cucurbit-infecting viruses in Taiwan, including cucumber mosaic virus (CMV),
papaya ringspot virus watermelon type (PRSV-W), 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 (ZYMV),
watermelon silver mottle virus (WSMoV), melon yellow spot virus (MYSV), squash leaf curl
Philippines virus (SqLCPhV) and cucurbit chlorotic yellows virus (CCYV). Watermelon had the
highest detection rate of WSMoV, as high as 41%, followed by MYSV, SqLCPhV, ZYMV and
PRSV-W, each with a detection rate of 2%. In addition, SqLCPhV could be detected in bottle
gourd, squash and wax gourd, with the detection rates of 67%, 71% and 100%, respectively.
CMV and CCYV were not detected in all samples. Our result showed that SqLCPhV transmitted
by silver leaf whitefly and WSMoV transmitted by Thrips palmi are the most prevalent cucurbit
viruses in Hualien. SqLCPhV has a very wide host range and can infect a variety of
cucurbitaceous crops, while WSMoV prefers watermelon.

聯絡人：陳宗祺
聯絡 E-mail：kikichenwolf@hotmail.com
電話：04-2339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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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4 Identification of a recombinant begomovirus infecting wax gourd (Benincasa hispida)－Lin,
C. C.1, Dong, Z. X.1, Tasi, Y. C.2, Chen, T. C.1 (1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Asia University, Wufeng, Taichung, Taiwan; 2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Jian, Hualien, Taiwan) 感染冬瓜的豆類金黃嵌紋病毒屬重組
病毒之鑑定－林千琪 1、董姿萱 1、蔡依真 2、陳宗祺 1 (1 亞洲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
系、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Wax gourd (Benincasa hispida) is a common cucurbitaceous crop in Asia, with the planting
area of about 876 ha and an annual yield of 19.4 tons in Taiwan. Virus disease is the most
serious threat to wax gourd production. Insect-borne viruses, including the aphid-transmissible
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 (ZYMV) and papaya ringspot virus watermelon type (PRSV-W),
the whitefly-transmissible squash leaf curl Philippines virus (SqLCPhV) and cucurbit chlorotic
yellows virus (CCYV), and the thrips-transmissible melon yellow spot virus (MYSV) and
watermelon silver mottle virus (WSMoV), are the major constrai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ucurbitaceous crops in Taiwan. A field survey was carried out from April to October 2021 to
investigate the occurrence of viral diseases of cucurbitaceous crops in Hualien. Diseased
cucurbit samples, including wax gourd, watermelon and loofah, showing severe mosaic,
yellowing and curling on leaves were collected for virus detection using the Oxford nanopore
sequencing platform. In addition to SqLCPhV and WSMoV, begomoviruses such as tomato
yellow leaf curl Thailand virus (TYLCThV) and lisianthus enation leaf curl virus (LisELCV)
were also detected. Using the Begomovirus-universal primers, PAL1v1978B (5'GCATCTGCAGGCCCACATBGTYTTHCCNGT-3') and PAR1c715H (5'GATTTCTGCAGTTDATRTTHTCRTCCATCCA-3'), a 1.5-kb DNA fragment was amplified
from the genomic DNA of a wax gourd sample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he amplicon
was cloned and sequenced to obtain partial genome sequence of a begomovirus. Sequenc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amplicon sequence is a combination of nucleotide (nt) positions 9341532, viral (V) region, of TYLCThV DNA-A and nt positions 1910-2602, complementary (C)
region, of LisELCV DNA. Here, we demonstrate a novel recombinant begomovirus that infects
wax gourd in Huali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陳宗祺
聯絡 E-mail：kikichenwolf@hotmail.com
電話：04-2339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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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5 Detection of rose-infecting viruses via 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Lin, Y. C.1, Lin, C. C.1,
Chen, Y. K.2, Chen, T. C.1 (1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Asia
University, Wufeng, Taichung, Taiwan; 2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利用高通量定序技術檢測玫瑰病毒－林鈺婕 1、林千琪 1、陳
煜焜 2、陳宗祺 1 (1 亞洲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2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Rose (Rosa spp.) is an important ornamental crop with multidisciplinary purposes. It can
be used as cut flowers and potted flowers, as well as raw materials for cooking and essential oils.
The annual output value of rose is around 25 million US dollars in Taiwan, and Nantou and
Taichung are the major planting areas on this island. Rose mosaic disease (RMD) is a common
rose disease caused by complex infection of several viruses including apple mosaic virus (AMV),
apple necrotic mosaic virus, arabis mosaic virus (ArMV), prunus necrotic ringspot virus (PNRSV),
strawberry latent ringspot virus (SLRSV), and tobacco streak virus (TSV). The infected plants
show several severe symptoms such as mosaic, line patterns and ringspots on leaves.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documents, the acreage of rose plantation in Taiwan has been decreasing due to
serious pests and diseases. However,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no virus diseases have been
reported in roses in Taiwan. In February 2021, rose plants with symptoms of mosaic, wrinkled
leaves, leaf spots and chlorosis were observed at an organic rose farm in Chiayi. A total of 12
symptomatic ros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otal RNA was extracted from rose leaf tissue as a
template, and RNA-seq was performed by using the Illumina NovaSeq 6000 sequencing system
for virus detection and diagnosis. The obtained reads were de novo assembled to generate 294
contigs for annotation. Ten species of 7 groups of viruses were detected, including three
ilarviruses, two partitiviruses, and one each for capillovirus, carlavirus, closterovirus, luteovirus,
and ourmiavirus. Virus-specific primer pairs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presence of the viruses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s a result, five viruses, i.e. AMV, PNRSV, rose
partitivirus (RoPV), apple stem grooving virus (ASGV), and rose spring dwarf-associated virus
(RSDaV) have been confirmed. A new ilarvirus closely related to tomato necrotic streak virus
was also detected.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regarding virus infections on rose in Taiw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陳宗祺
聯絡 E-mail：kikichenwolf@hotmail.com
電話：04-2339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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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6 感染葡萄之雙生病毒的分子鑑定與發生－林玫珠 1、趙君皓 1、鄭櫻慧 1、蔡佳欣 1、
陳金枝 1、林筑蘋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植物病理組）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and occurrence of Grapevine geminivirus A on grape－ Lin, M. J.1, Chao, C. H.1, Cheng, Y. H.1,
Tsai, C. S.1, Chen, C. C.1,Lin, C. P.1 (1Taiwan Agri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葡萄為台灣地區重要經濟果樹，主要以扦插進行無性繁殖，病毒易藉此苗木進行傳播。
台灣已報導之葡萄病毒病害有葡萄扇葉病毒(Grapevine fanleaf virus, GFLV)、葡萄捲葉病毒
(Grapevine leafroll–associated virus, GLRV)-品系 1 與葡萄 A 病毒(Grapevine virus A, GVA) ，
媒介昆蟲分別為線蟲及介殼蟲，亦可經機械及嫁接進行傳播。2021 年 4 月，由台中外埔地
區一有機葡萄園發現釀酒葡萄黑后品種之葉片呈現褪綠黃化、斑駁及捲曲之病徵，以 GFLV、
GLRV 及 GVA 之專一性引子對進行分析，皆無病毒被檢測出。純化病葉之 RNA 以高通量
定序進行 small RNA 之分析，序列經組裝後獲得一 2905 bp 之核酸片段，經資料庫分析比
對後，證實為葡萄雙生病毒 A (Grapevine Geminivirus A，GGVA)，為 Geminiviridae 科
Maldovirus 屬之植物病毒，其病毒顆粒為球型，具有一條環狀單股 DNA 基因體片段，同時
複合感染一 Fabavirus。其中 GGVA 全基因組片段核酸序列與中國病毒株 2017YM1
(MT344703)、2019YM4 (MT344714)及 2019PD8 (MT344708)之相似度高達 99.9%，其次為
日本病毒株 Pione (KX570616)，相似度為 99.6%。為了解 GGVA 在台灣之發生，調查主要
產區台中后里、新社、外埔、南投信義、埔里及彰化大村、溪湖共計 14 個田區，169 個植
株，以 GGVA 專一性引子對 GGVA C1F/R 進行分析及部分定序確認，其中共 141 個植株測
得感染 GGVA，但多數植株並無病徵顯現。為釐清 GGVA 對葡萄之影響，由台中購買葡萄
苗木欲進行嫁接，購得 30 株苗木，其中多感染 GGVA，且無病徵顯現，研判葡萄單獨感染
GGVA 對其生長影響不大。而自埔里田區內雜草霍香薊亦觀察到病毒病徵，經核酸分析證
實 GGVA 可以在雜草上繁殖，成為中間寄主。未來將研究 GGVA 與其他病毒複合感染對
葡萄造成之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林玫株
聯絡 E-mail：lmeiju@tari.gov.tw
電話：04-2331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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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7 三種馬鈴薯 Y 屬病毒接種於百香果台農一號嫁接苗之感染率評估－陳金枝 1、江芬蘭
1

、徐智政 2、李文立 2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植物病理組、2 農業試驗所鳳山熱帶
園藝試驗分所)－Assessment of the infection rate of three potyviruses introduced to the grafted
plants of passionfruit “Tainung No. 1”. Chen, C. C.1, Chiang, F. L.1, Hsu, C. C.1, Lee, W. L.2 (1
Dept. of Plant Pathology,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A, Taichung, Taiwan;
2
Fengshan Tropical Horticultural Experiment Branch,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Kaohsiung, Taiwan, ROC.)
病毒為影響百香果品及產值最鉅之病害，尤以引起木質化之病毒會導致果實畸型甚至
無產出最為嚴重。三種馬鈴薯 Y 屬病毒 (Potyvirus) 包括東亞百香果病毒 (east Asian
passiflora virus; EAPV) 的 EAPV-AO 和 EAPV-IB、夜香花嵌紋病毒 (telosma mosaic virus;
TeMV) 為台灣及亞洲常見的百香果病毒，尤其 EAPV-AO 和 TeMV 均會引起百香果木質
化徵狀。台農一號 (Tainung No.1; TN1) 百香果為目前在台灣以及亞洲地區的主力品種，透
過嫁接苗方式可維持產果用 TN1 接穗之優良園藝遺傳特性，也可藉由抗真菌病原的黃百香
果根砧以防範土壤傳播性病害。百香果 Potyvirus 可藉由機械傷口途徑或嫁接苗帶病毒而傳
播，透過栽培無特定病毒的健康嫁接苗，可藉以防治病毒病。本研究探討 EAPV-AO、EAPVIB 和 TeMV 等百香果病毒分別接種於黃百香果根砧苗的感染率差異，結果顯示其感染率
各有不同，且因不同來源的根砧苗而有差異，EAPV-AO 的感染率介於 0-42%、EAPV-IB 介
於 0-50%、TeMV 介於 5-92%；普遍以 TeMV 的接種感染率最高。另以帶有 TN1 接穗之嫁
接苗，分別於接穗和根砧葉片接種上述三種病毒後，評估病毒在接穗與根砧之感染率。結
果顯示:病毒只接種於接穗葉片者，三種病毒在"接穗/根砧"之感染率分別是 EAPV-AO 為
0%/7%、EAPV-IB 為 7%/0%、TeMV 為 33%/33%；此結果顯示受試之病毒接種於 TN1 接
穗葉片，TeMV 比 EAPV-AO 和 EAPV-IB 容易被接種成功，病毒會透過罹病的接穗傳輸到
根砧。而只接種根砧葉片者，受試的三種病毒在"接穗/根砧"之感染率分別是 EAPV-AO 為
36%/50%、EAPV-IB 為 50%/71%、TeMV 為 40%/73%，印證病毒可藉由根砧接種而移行
到接穗部位。由嫁接苗之接種試驗結果顯示，從接穗葉片接種者，獲得之接種成功率均比
從根砧葉片接種者為低；而由根砧葉片部位接種者則可提升病毒的接種成功率，且 TN1 接
穗由此根砧接種途徑所獲得之病毒感染率反而比直接接種接穗葉片者為高。本研究結果除
了可提供做為成功接種百香果病毒之適當途徑外，也顯示根砧在病毒傳播途徑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因此嫁接苗以選用較耐病毒感染的根砧為宜。

聯絡人：陳金枝
聯絡 E-mail:：chinzue@tari.gov.tw
電話：04-2331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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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8 臺灣玉米黃化嵌紋病毒之鑑定與發生－陳竟翰 1、曾意雯 2、杜紀寬 2、詹富智 1, 2 (1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醫學暨農業安全碩士學位學程、2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Identification and occurrence of maize yellow mosaic virus (MaYMV) in Taiwan－Chen, J. H.1,
Tseng, Y. W.2, Tu, C. K.2, Jan, F. J.1, 2 (1Master Program for Plant Medicine and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2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In July 2020, maize (Zea mays) plants with leaf yellowing and mosaic symptoms were found
in Daya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welve symptomatic and one asymptomatic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field. Four viruses, including maize chlorotic mottle virus (MCMV,
Machlomovirus), sugarcane mosaic virus (SCMV, Potyvirus), maize dwarf mosaic (MDMV,
Potyvirus), and maize stripe virus (MSpV, Tenuivirus) have been reported to infect maize in
Taiwan. Furthermore, a new polerovirus, maize yellow mosaic virus (MaYMV), was recently
reported in East Asia.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s (RT-PCR) with degenerate
primer pairs for potyviruses and poleroviruses and specific primer pairs for MSpV and MCMV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maize viruses.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the 12 symptomatic samples were
infected by MCMV, and one of them was also positive with the degenerate primer pairs for
poleroviruses. All primers failed to amplify any products from the asymptomatic sample. A 1096bp fragment amplified from partial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RdRp) of poleroviruses
was cloned and sequenced. Sequence search in NCBI indicated that sequence of the new maizeinfecting virus in Taiwan shared 98.9%-99% nucleotide identities to those of MaYMV isolates.
Specific primer pairs FJJ2020-127/ FJJ2020-128, which could amplify the full-length coat protein
(CP) and movement protein (MP) of MaYMV were designed and used to confirm the presence of
MaYMV. A 798-bp amplicon was amplified, cloned, and sequenced, revealing that sequence
shares 99.7-100% nucleotide and 100% amino acid identities to CP of MaYMV and 99.7-100%
nucleotide and 99-100% amino acid identities to MP of MaYMV isolates. Sequenc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virus infecting maize is an isolate of MaYMV. In the field survey, twenty-one
symptomatic and fifteen asymptomatic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Taichung City, Taiwan. RT-PCR
with primers were used to detect potyviruses, MSpV, MCMV and MaYMV. Results showed that,
of 21 symptomatic samples, four were infected with MaYMV, 10 by MCMV, four co-infected with
MaYMV and MCMV, and three co-infected by MCMV and MSpV. A 798-bp fragment amplified
from four different samples infected with MaYMV only was independently cloned and sequenced.
Results showed that four sequences shared 99.1-99.5% nucleotide identities to each other and
shared 99.2%-99.9% to MaYMV isolates available in GenBank. To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of maize infected by MaYMV in Taiw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詹富智
聯絡 E-mail：fjja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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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9 鳥尾花輪斑嵌紋病之病因探討－林易賢、陳煜焜 (台中市南區 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
系) Etiological studies of the ringspot mosaic disease on firecracker flower (Crossandra sp.)－
Lin, Y. X., Chen, Y. K.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鳥尾花(firecracker flower, crossandra) 為爵床科(Acanthaceae)鳥尾花屬(Crossandra)植
物，為常見之園藝景觀花卉。2021 年 1 月於苗栗卓蘭花露農場發現具黃化輪斑和嵌紋等疑
似病毒感染病徵之鳥尾花病株。初步鏡檢可觀察到病組織粗汁液含有數量眾多形似菸嵌病
毒屬(genus Tobamovirus)之長桿狀病毒顆粒。使用 tobamovirus 簡併式引子對 Tob uni1/uni2
進行 RT-PCR 偵測，可增幅出一段長 680 bp 的 cDNA 條帶。經序列解析後，發現該 cDNA
序列涵括 Tobamovirus 屬之油菜嵌紋病毒(youcai mosaic virus, YoMV) (accession number:
AY318866) 移動蛋白及外鞘蛋白之部分序列，且序列相似度達 98.38%，初步判斷該病害與
YoMV 有關。病毒以奎藜(Chenopodium quinoa)進行單斑分離後，病毒分離株機械接種於鳥
尾花(Crossandra sp.)和供試植物進行柯霍氏法則與寄主範圍測定。病毒接種於鳥尾花後約
10 天，可在新葉觀察到黃化輪斑和嵌紋病徵；也可在多種茄科與十字花科植物，包括番茄、
番椒、菸草、蘿蔔、青花菜、甘藍菜、油菜等經濟作物，引起系統性感染；而在木瓜、紫
羅蘭等植物則引起局部感染。以 NCBI GenBank 已登錄的 YoMV 全長度基因體序列為模
版，設計簡併式引子對進行全長度序列解析。結果顯示感染鳥尾花的 tobamovirus 基因體全
長為 6304 個核苷酸，具有小複製酶(RNA replicase component) (nt 69 - 3380)、大複製酶(RNA
replicase read-through component) (nt 69 – 4862)、移動蛋白(MP)(nt 4874 – 5671)和外鞘蛋白
(CP)(nt 5595 – 6068)等 4 個開放讀框(ORF)，與 tobamoviruses 的基因體結構相符。比對鳥
尾花病毒與 tobamoviruses 之基因體全長及各基因之核苷酸與胺基酸之相似度，結果顯示自
鳥尾花分離的病毒與其他已知之 YoMV 分離株之全長基因體和各 ORF 核苷酸或胺基酸序
列相似度均達 89%以上，其中全長度基因體核苷酸序列相似度 91.18-98.96%、小複製酶核
苷酸/胺基酸序列相似度 89.25 - 98.88% / 95.01 - 98.91%、大複製酶核苷酸/胺基酸序列相似
度 90.32 - 99.04% / 95.99 - 99.06%、移動蛋白核苷酸/胺基酸序列相似度 92.23 - 99.00% /
93.58 - 98.11%；外鞘蛋白核苷酸/胺基酸序列相似度 94.88 - 99.58% / 95.54 - 99.36%。病原
性測定和序列分析的結果顯示鳥尾花輪斑嵌紋病是由 Tobamovirus 屬的 YoMV 所引起。在
此之前，感染鳥尾花的病毒紀錄僅知有 tobacco streak virus (TSV, Ilarvirus)、alternenthera
mosaic virus(AltMV, Potexvirus) 和 tomato leaf curl New Dehli virus (TLCNDV, Begomovirus)
三種。我國有關 tobamovirus 的相關紀錄亦未及於 YoMV，故知 YoMV 是我國的新病毒紀
錄，由 YoMV 感染鳥尾花所引起的輪斑嵌紋病是一新興病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陳煜焜
聯絡 Email：ykche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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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10 瓜類病毒疫苗之商品化評估－康雅琪 1、葉錫東 2、陳宗祺 1 (1 亞洲大學醫學檢驗暨
生物科技學系；2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Evaluation on commercialization of cucurbit
virus vaccine－Kang, Y. C.1, Yeh, S. D.2, Chen, T. C.1 (1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Biotechnology, Asia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2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在威脅葫蘆科植物的各種病蟲害中，蟲媒病毒病害由於缺乏有效的防治措施，成為作
物生產時最重要的限制因子。近年來，氣候暖化加速了蟲媒的傳播速率，病毒病害加劇，
問題迄待解決。目前防治植物病毒病害最有效的方法為轉基因抗性 (transgenic resistance)
及交互保護 (cross protection)。基因轉殖乃對作物的遺傳性狀進行改造，防治病毒的效果最
佳，但由於基改作物有食安疑慮，國內已明文禁止種植，故此法無法採行。利用輕症病毒
株 (即疫苗) 進行交互保護乃成為對抗植物病毒的最佳選擇，現已成為全球的趨勢。矮南
瓜黃化嵌紋病毒 (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 ZYMV) TW-TN3 分離株的 HC-Pro 基因經定
點突變而獲得之輕症病毒株 ZAC，可於感染初期在寄主植株上會引起輕微病徵，隨後便恢
復成無病徵的狀況，喪失蚜蟲傳播能力，寄主範圍窄，且能對強症型 ZYMV 提供優異的交
互保護效果，因此，具有做為葫蘆科病毒疫苗開發之潛力。本研究乃針對 ZAC 開發成為疫
苗進行劑型、儲架效期及活性成分等評估。將感染 ZAC 後十四天之矮南瓜葉片與磷酸溶液
混合後低溫凍乾製作成粉劑，保存於-20℃與 4℃下，每隔一個月出測試病毒核鞘蛋白 (coat
protein，CP) 與基因體 RNA 之含量，並接種於奎藜 (Chenopodium quinoa) 和洋香瓜
(Cucumis melo) 分析其感染力。共進行三批次試驗。結果顯示，保存於-20℃一個月內的生
物活性最佳，CP 含量為 23.07-59.6 µg/g，病毒 RNA 含量為 6.05x107-1.12x1012 copies/g。此
數據將做為日後疫苗商品化之參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陳宗祺
聯絡人 E-mail：kikichenwolf@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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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11 菸草粉蝨攜帶番茄黃化捲葉泰國病毒與否在番茄上之生活史及族群表現－李佳穎、
黃妤婷、林明瑩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 Life history and population performance of
Tomato yellow leaf curl Thailand virus vector, Bemisia tabaci (Gennadius)
(Hemiptera:Aleyrodidae:Bemisia) on tomato－Li, C. Y., Huang, Y. T., Lin, M. Y.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600, Taiwan)
菸草粉蝨為粉蝨科之小型害蟲，生活史包含卵期、一齡至四齡若蟲及成蟲期，其寄主
範圍廣泛又可媒介植物病毒，於田間普遍發生且危害嚴重。番茄為臺灣重要之經濟作物，
危害番茄產量及收益甚鉅者為病毒病，其中番茄黃化捲葉病 (Tomato yellow leaf curl disease,
TYLCD) 感染後造成的損失可達 100%， 而臺灣造成 TYLCD 之主要病毒株為番茄黃化
捲 葉 泰 國 病 毒 (Tomato yellow leaf curl Thailand virus, TYLCTHV) ， 本 試 驗 針 對 攜 帶
TYLCTHV 與否之菸草粉蝨進行族群表現之探討。帶毒及未帶毒粉蝨之發育階段中，以卵
期及二齡若蟲具顯著差異，卵期分別為 5.24 日及 5.67 日，二齡若蟲發育時間分別為 2.29
日及 1.90 日，而成蟲前期發育時間分別為 19.09 日及 18.46 日，兩者間不具差異。粉蝨
不論帶毒與否雌雄蟲之壽命皆具顯著差異，未帶毒粉蝨之雌雄蟲壽命分別為 9.87 日及
18.50 日；帶毒粉蝨則分別為 7.69 日及 15.17 日；未帶毒粉蝨之成蟲產卵前期 (APOP)、
全期產卵前期 (TPOP)、產卵日數及繁殖量 (Fecundity) 分別為 1.43 日、20.79 日、8.43 日
及 85.21 eggs/individual；帶毒粉蝨則為 2.08 日、20.08 日、6.31 日及 64.38 eggs/individual，
而粉蝨是否帶毒對繁殖介量並不造成影響。在粉蝨帶毒與否之族群介量中，未帶毒及帶毒
粉蝨之淨繁殖率 (R0) 分別為 24.35 及 12.31 eggs/individual，內在增殖率 (r) 為 0.1197 及
0.1072 day-1，終極增殖率 (λ) 為 1.1271 及 1.1132 day-1，平均世代時間 (T) 為 26.68 及
23.42 日，以平均世代時間具顯著差異。本研究針對攜帶 TYLCTHV 之菸草粉蝨進行基礎
生態資訊的完備，希望於日後之防治管理及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聯絡人：林明瑩
聯絡 E-mail：mylin@mail.ncyu.edu.tw
電話：05-271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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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E-1高溫對病媒昆蟲生殖發育之影響：以豌豆蚜為研究標的之探討－蔡沐慈、張俊哲
(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系基因體暨發育生物學研究室) How the re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ector insects are regulated at high temperatures: pea aphid as an example－Tsai, M. T., Chang,
C. C. (Laboratory for Genomics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106, Taiwan)
Temperature is a key parameter known to regulate the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of insects. In
the fruit fly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for example, heat stress reduces the activity of sperms in
males and decreases the proliferation of eggs in females. However, how the heat stress regulates
re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is little known in other insects relying on sexual reproduction. For
those adopting asexual reproduction, there is even less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Hence, we selected
to study asexual pea aphid Acyrthosiphon pisum—a serious vector insect in agriculture—
investigating how re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regulated at high temperatures. In the ovaries
of the asexual pea aphid, consecutive embryogenesis occurs within a single ovariole. This allows
us to observe how germline development, which is labelled by an antisense riboprobe of Apvas1,
a known germline marker in the pea aphid, at various high temperatures. According to Lu and Kuo
(2008), A. pisum cannot produce offsprings at 30°C and 35°C, indicating that reproduction is
suppressed. Through further investigation, we found that ovariole numbers in adults remained 7
in an ovary of the pea aphid at 20°C and 30°C but numbers of egg chambers reduced to 5 per
ovariole at 30°C compared to 7 at 20°C. Moreover, whole mount in situ hybridization showed that
intensity of the germline marker gene Apvas1 reduced during mid embryogenesis at 30°C. Based
upon these data, I will explain how the heat stress retards oogenesis and embryogenesis and discuss
the mechanisms behi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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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E-2 高溫處理對三種果實蠅類害蟲幼蟲及蛹致死效率探討－周明儀 1、陳素琴 2、陳美
君 1、許如君 3 (1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推廣中心、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植物
檢疫組、3 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系) Effects of heat treatment on the larval-pupal mortality of three
tephritid pests – Chou, M.Y. 1, Chen, S.C2., Chen, M.C1, Hsu, J.C. 3 (1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gricultural Extension Center, Taichung 402, Taiwan; 2Be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Taipei 100, Taiwan;
3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106, Taiwan)
土壤熱處理為設施溫室常用於消毒防治土傳性病害的物理防治技術，本研究以果實蠅
(Bactrocera dorsalis)、瓜實蠅(Zeugodacus cucurbitae)及南瓜實蠅 (Zeugodacus tau) 三種果
實蠅類害蟲為研究對象，測試高溫對在溫網室土壤中之老熟幼蟲及蛹的致死效果。三測試
害蟲之 5-7 日齡老熟幼蟲在經過 35-50°C 高溫處理 1-8 小時後，結果顯示達到 100%致死
率所需最低溫度為 45°C，所需時間分別為果實蠅 3 小時、瓜實蠅 4 小時及南瓜實蠅 5 小
時。在四個測試溫度中，達到 100%蛹致死率所需之最低溫度亦為 45°C，其中果實蠅所需
處理時間最長，須 6 小時方能達到蛹 100%之致死率，瓜實蠅及南瓜實蠅則分別需要 4 及 3
小時的處理時間。當溫度提高至 50°C 時，三種果實蠅類害蟲之老熟幼蟲及蛹僅需 1 小時
的處理便能夠達到 100%之致死率。然而當溫度降為 40°C 經 8 小時的處理老熟幼蟲後，果
實蠅平均有 26.4%之成蟲羽化率，瓜實蠅及南瓜實蠅則分別有 40.9% 及 71.1%的成蟲羽化
率。蛹在 40°C 經 8 小時的熱處理後，果實蠅的成蟲羽化率仍有 94.6%，瓜實蠅及南瓜實蠅
的成蟲羽化率則分別為 77.7%及 45.4%。綜合本研究結果顯示以高溫處理土壤中果實蠅類
害蟲之老熟幼蟲及蛹具有達到檢疫 Probit9 之零存活要求之潛力，此技術可作為設施溫室
系統性管理策略之環境管控技術之一。土壤熱處理能夠在溫室進行果品生產前，有效去除
殘存於土壤中之果實蠅類檢疫害蟲，亦可透過監測環境條件及搭配成蟲監測技術以達到建
立設施生產系統性管理安全性之目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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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E-3 瓜實蠅（Zeugodacus cucurbitae (Coquillett)) 對低溫耐受性之探討－范姜俊承、黃毓
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 The study of tolerance at the low temperature
for the melon fly (Zeugodacus cucurbitae (Coquillett))– Fanjiang, C. C., Huang, Y. B. (Applied
Zoology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Wufeng, Taichung, 41362, Taiwan)
本研究係探討瓜實蠅( Zeugodacus cucurbitae (Coquillett))在低溫逆境下之耐受性，作為
瓜實蠅是能否在溫帶地區拓殖之參考。將瓜實蠅飼養於-5℃, -3℃, 1℃, 1℃, 3℃, 5℃，光週
期 14L：10D 之恆溫箱中，測試卵、三齡幼蟲、蛹、成蟲於在不同低溫處理時間下之存活
率。試驗結果顯示卵在-5℃下可孵化之處理時數為 0h-24h、-3℃為 0h-72h、-1℃為 0h-72h、
1℃為 0h-72h、3℃為 0h-96h、5℃則為 0h-72h；三齡幼蟲飼養在-5℃下仍有個體存活之處
理時數為 0h-6h、-3℃為 0h-48h、-1℃為 0h-120h、1℃為 0h-192h、3℃為 0h-240h、5℃則
為 0h-336h；蛹放置在-5℃下可羽化或半羽化之處理時數為 0h-24h、-3℃為 0h-24h、-1℃為
0h-72h、1℃為 0h-96h、3℃為 0h-144h、5℃則為 0h-192h；成蟲飼養於-5℃下仍有個體存活
之處理時數為 0h-3h、-3℃為 0h-48h、-1℃為 0h-120h、1℃為 0h-120h、3℃為 0h-240h、5℃
則為 0h-456h。由此結果顯示瓜實蠅於低溫處理下各齡期階段之存活率皆隨處理時間增加
而減少，忍受性也有差異，未來對於瓜實蠅於氣候變遷情境下提供很好的訊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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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E-4 台灣四種入侵造癭昆蟲之天敵寄生蜂－林聖豐、楊曼妙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Parasitoids of four invasive galling insects in Taiwan – Lin S. F., Yang M. M.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402, Taiwan)
造癭害蟲入侵新區域的發生案例，隨著日漸繁盛的國際貿易越趨頻繁。於入侵初期，
一旦有資源立足，加上缺乏天敵的因素，使得害蟲族群快速增長。然隨著其與入侵地生態
系的交互作用，亦成為當地天敵的可利用資源，即天敵徵集(recruitment)，此現象可供我們
進一步探討及發展在地天敵壓制外來生物的偶倖生物防治 (fortuitous/adventive biological
control)。本研究整合 4 種入侵造癭害蟲之天敵寄生蜂，配合分子 COI 序列及形態特徵進行
比對，於刺桐釉小蜂 Quadrastichus erythrinae Kim、米爾頓釉小蜂 Anselmella miltoni Girault、
檬果壯鋏普癭蚋 Procontarinia robusta Li, Bu & Zhang 及荔枝癭蚋 Litchiomyia chinensis Yang
and Luo 分別記錄 3、2、2 及 11 種寄生蜂天敵(形態種)。此外，亦發現其中一種寄生蜂
Aprostocetus felix La Salle, Yang & Lin 會寄生兩昆蟲目物種(刺桐釉小蜂及檬果壯鋏普癭蚋)，
顯示入侵造癭害蟲之天敵徵集及組成，不僅會受到宿主類群影響，亦可能與宿主之生態功
能群相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林聖豐
聯絡 E-mail：Sflin654@gmail.com
電話：04-22840361 轉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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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E-5 荔枝蒂蛀蛾 (Conopomorpha sinensis Bradley) 成蟲對現行登記用藥之藥劑感受性
－吳學融 1、吳昌昱 1、葉庭維 1、方信秀 2、許如君 1 (1 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系、2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 The susceptibility of adult stage of Conomorpha
sinensis Bradley to currently registered insecticides－Wu, H. J.1, Wu, C. Y.1, Yeh, T. W.1, Fang, H.
H.2, Hsu, J. C.1 (1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106, Taiwan;
2
Fengshan Tropical Horticultural Experiment Branch,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Kaohsiung
830, Taiwan)
荔枝蒂蛀蛾 (Conopomorpha sinensis Bradley) 為鱗翅目細蛾科的害蟲，在臺灣主要危
害荔枝與龍眼，尤在果實生長發育時期最為嚴重，若不適當防治會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
現今田間最常使用的防治方法為化學防治，但目前針對荔枝蒂蛀蛾的登記用藥多為沿用近
30 年的藥劑，例如:芬殺松、撲殺松、第滅寧、益洛寧及加保利等，如長期使用相似作用機
制的藥劑容易衍生出害蟲抗藥性疑慮，因此本研究利用果實浸藥法調查臺灣田間荔枝蒂蛀
蛾成蟲對於現行五種登記用藥的藥劑感受性。本次試驗於新竹、台中太平地區、高雄杉林、
旗山地區及較低農藥選汰壓力之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採集荔枝蒂蛀蛾作為試驗蟲源，以
用藥登記稀釋倍數透過果實浸藥法對成蟲進行藥劑感受性測試，在室內環境中觀察三天並
記錄成蟲死亡率。試驗結果顯示新竹、台中太平地區及鳳山試驗所之荔枝蒂蛀蛾對於乙醯
膽鹼酯酶抑制劑 (芬殺松、撲滅松、加保利) 與鈉離子通道調節劑第滅寧的藥劑感受性較
高，在第三天死亡率介於 50-90%，而成蟲對於混合劑益洛寧之感受性則較低，死亡率介於
20-30%；高雄杉林及旗山地區的蟲源以乙醯膽鹼酯酶抑制劑與益洛寧的藥劑感受性較高，
成蟲在第三天的死亡率介在 50-100%，對第滅寧較不敏感，死亡率則是介在 8-40%。本研
究透過果實浸藥法分析田間荔枝蒂蛀蛾藥效現況，以提供未來農民在化學防治上能有更好
的用藥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許如君
聯絡 E-mail：juchun@ntu.edu.tw
電話：02-3366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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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E-6 10 種市售殺蟲劑對菸草粉蝨卵期及若蟲期之抑制效果探討－吳佩玲、林映秀（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農藥應用組）Inhibitory effect of 10 insecticides on the
eggs and nymphs of sweet potato whitefly Bemisia tabaci (Homoptera: Aleyrodidae)－Wu, P. L.,
Lin, Y. S. (1Taiwan Agriculture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菸草粉蝨是世界著名的廣食性害蟲，除了直接為害寄主作物之外，亦可傳播多種植物
病毒病害，因此造成農作物嚴重的經濟損失。以往為了防治菸草粉蝨，經常使用速效性的
殺成蟲藥劑，進而導致粉蝨產生抗藥性。但是，為強化防治效能，粉蝨的防治並非僅僅針
對成蟲，也須考量卵及若蟲的防治，因此本研究選擇國內登記於茄科及葫蘆科作物之第滅
寧、賽洛寧、賽速洛寧、速殺氟、阿巴汀、百利普芬(EW 及 EC)、諾伐隆、布芬淨及賜派
滅等 10 種針對粉蝨類的市售殺蟲劑，利用葉片浸漬法分別進行卵及若蟲之生物檢定，並觀
察施藥後之長期影響。在卵期施藥的結果顯示，以阿巴汀、百利普芬(EW 及 EC)的致死效
果最佳，在施藥後 22 日可達 100%死亡率，尤其是百利普芬(EW 及 EC)在施藥後 9 日即達
97.9-100%死亡率。其次為速殺氟，在施藥後 16 日的死亡率可達 83.8-91.7%；另外，賜派
滅也可在施藥後 22 日有 72.2%死亡率。致死效果最差者是第滅寧，在施藥後 36 日的結果
為 26.8%，與對照組相似。在若蟲期施藥的結果顯示，阿巴汀、百利普芬 EC 及賜派滅的致
死效果最佳，在施藥後 28 日有接近 100%的死亡率，特別是阿巴汀在施藥後 7 日即可達
95.2%。然而，百利普芬 EC 則是在施藥後 20-28 日間的死亡率驟增，由 31.7%陡升至 100%；
百利普芬 EW 與前者情況相似但死亡率略低，由 41.8%倍增至 84.7%，因此推測百利普芬
對粉蝨的致死因素，主要為抑制成蟲羽化。若蟲期施藥效果最差的是第滅寧，在施藥後 29
日的死亡率為 42.2%，僅較對照組 22.3%略高。綜上所述，阿巴汀及百利普芬不論在粉蝨
的卵期或是若蟲期施用，皆有良好的抑制效果，而第滅寧則與之相反，在卵期及若蟲期的
抑制效果皆不佳，其餘供試藥劑則分別在卵期或是若蟲期各有不同的表現。在粉蝨防治技
術中，若能針對粉蝨不同的生長期，而搭配使用相對應的藥劑，不但能有效減少粉蝨族群
的發生，更能降低抗藥性的風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林映秀
聯絡 E-mail：yslin@tactr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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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E-7 稻穀倉庫次要害蟲米象對第滅寧抗藥性之探討－姚美吉、李啟陽、王泰權、馮文
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 Deltamethrin resistance in secondary pest
Sitophilus oryzae in paddy rice warehouse－Yao, M. C , Lee, C. Y., Wang, T. C., Feng, W. B.
(Applied Zoology Divisio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chung
City, Taiwan)
政府為穩定物價及民生安全等問題，每年均會購買一定糧食進行貯藏，一般俗稱公糧。
其中包含本土性所生產的稻穀，或從國外購買已脫殼後之糙米或白米。而本土性所生產的
稻穀，每年由政府購買貯藏於穀倉約在 30 萬噸以上，濕穀烘乾後貯藏於稻穀倉中，少則半
年，長至兩年半，每年累積貯藏稻穀量累計可達 60 萬公噸以上。由於台灣氣候溫暖潮濕，
且倉庫多為封閉密度的空間，稻穀在儲藏期間經常受到積穀害蟲危害而造成損失。稻穀由
於有穎殼的保護，因此能咬破穎殼之穀蠹 (Rhyzopertha dominica) 為稻穀儲藏最主要的害
蟲，雖然米象 (Sitophilus oryzae) 無法主動破壞穎殼危害，但是現今稻穀收穫、運輸及烘乾
過程大量以機械化進行，造成稻榖破損率有明顯上升的趨勢，因此在穀倉為害發生率有逐
年提升的趨勢。以往都偏重於使用 0.055% 第滅寧粉劑 (Deltamethrin) 與稻穀均勻混拌進
行化學防治，但自從第滅寧粉劑推薦用於稻穀已經 19 年，以往研究發現第滅寧在台灣使用
10 年後，榖蠹已發展一定程度對第滅寧之抗藥性，因此懷疑次要害蟲米象，可能也已經發
展第滅寧抗藥性。本試驗從各地公糧稻穀倉庫採集米象，帶回以麥片飼養至 F2，隨後以稻
穀與藥劑混拌處理進行抗藥性測試，此法較接近穀倉實際施藥狀況，得出各地品系之 LC50，
並和感性品系比較得出抗藥性倍率 (Resistance ratio)。本研究共測試 42 個米象品系，發現
確實有幾個地點已發展出極高第滅寧抗藥性，最高抗藥性倍率達 200 倍。未來將會測試其
他不同機制殺蟲劑之抗藥性程度，篩選出能夠用於稻穀倉庫防治積穀害蟲之替代藥劑。但
是化學防治始終治標不治本，建議管倉人員確實做到清源，並多結合非化學防治，如燈光
誘殺、防蟲網隔絕等技術，降低農藥使用量，延遲害蟲抗藥性發展，減緩藥劑替代週期。

聯絡人：姚美吉
聯絡 E-mail：yaomc@tari.gov.tw
電話：04-2331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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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E-8 高雄市荔枝細蛾 110 年度族群密度監測與三種藥劑藥效測試研究－吳晟瑋1、方
信秀2、林彥伯1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鳳山熱帶園藝
試驗分所2) Studies on monitoring of population density fluctuations and efficacy of three selected
insecticides to Conopomorpha sinensis Bradley in Kaohsiung City in 2021－Wu, C. W.1, Fang,
H. H.2, Lin, Y. P.1 (1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City,
600355, Taiwan; 2Department of Tropical Fruit Trees, Fengshan Tropical Horticultural
Experiment Branch, TARI, Fengshan, Kaohsiung City, 830014, Taiwan)
荔枝細蛾 (Conopomorpha sinensis) 為我國無患子科 (Sapindaceae) 之荔枝 (Litchi
chinensis)、龍眼 (Dimocarpus longan) 果樹栽培區大患，可造成果實產量大減或失去商品
價值，對農民收益影響甚鉅。高雄市政府近年來屢屢接獲境內農友反映當前合法推薦用藥
無法有效壓抑田間荔枝細蛾族群，部分果農為提升防治效果，使用未推薦用藥或是加量加
次使用農藥，導致藥檢不合格。然而目前國內該害蟲基礎生態、分佈與族群密度波動等研
究較少，尚未有足夠資訊用以改善、強化現有防治策略。為嘗試解決前述諸問題，本研究
針對高雄市大樹區 (荔枝)、旗山區 (荔枝)、內門區 (龍眼) 與田寮區 (龍眼) 專業栽培田
間，利用性費洛蒙進行荔枝細蛾族群密度定期監測與選用藥劑藥效測試。初步成果顯示，
細蛾雄成蟲密度於五月底前皆可見三個高峰期，分別在一月底、三月底與四月底；而不同
行政區中，於此三個高峰時皆以田寮區可誘集之雄成蟲數為最多，但完整數據分析與結果
判讀尚待全年度資料收集完整後進行。藥劑試驗方面，本年度完成之撲滅松 (Fenitrothion,
50% 乳劑)、第滅寧 (Deltamethrin, 2.4% 水懸劑) 與益洛寧 (lambda-Cyhalothrin + Phosmet,
42% 可濕性粉劑) 三藥劑對產地荔枝細蛾成蟲族群室內藥效初步成果顯示，以第滅寧效果
較差，其餘二藥劑效力無顯著差異。相關試驗仍將持續進行，希冀找出最具經濟效益之施
藥策略，以供農友參酌並以強化整體防治效能。

聯絡人：林彥伯
聯絡 E-mail：yenpo.lin@mail.ncyu.edu.tw
電話：05-271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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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E-9 第滅寧對東方果實蠅的壽命及繁殖之亞致死效應－張書銘、林明瑩 (國立嘉義大學
植物醫學系) Sublethal effects of deltamethrin on longevity and fecundity of the oriental fruit fly,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Diptera: Tephritidae)－Chang, S. M., Lin, M. Y.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600, Taiwan)
東方果實蠅為臺灣重要經濟害蟲，可危害 150 多種植物之果實。果實蠅的防治策略中，
常會用到農藥直接噴灑或是添加在防治資材中，藥劑對害蟲族群，可能導致亞致死效應的
問題。亞致死效應是一種由藥劑引起的副作用 (side effects)，害蟲接觸亞致死濃度後，存活
下來的個體可能因受到毒物的影響，導致壽命、發育和繁殖等產生改變。在臺灣地區，東
方果實蠅的防治用藥中，以第滅寧的使用最為普遍。本研究將以第滅寧為供試藥劑，對東
方果實蠅之壽命及繁殖的亞致死效應進行探討。以接觸過 LC50 及 LC10 兩種不同致死濃度
的藥劑後，東方果實蠅當代之壽命分別為 72.40 及 61.33 日，而對照組則為 65.02 日。
在當代成蟲產卵前期 (APOP) 的部分，LC50、LC10 及對照組分別為 14.95、14.83 及 15.51
日，不同處理間差異不顯著，產卵天數則分別為 45.63、32.45 及 28.79 日，以 LC50 之處
理組最長，而對照組為最短。經不同濃度第滅寧處理後之東方果實蠅，產卵量間具有顯著
差異，以 LC50 處理組為最多，平均每隻雌成蟲可產 1127.58 粒卵，LC10 之處理組次之，
為 719.88 粒卵，而以對照組的 390.44 粒卵為最少。本研究對東方果實蠅接觸藥劑後之壽
命及繁殖等進行試驗，此結果將有助於了解東方果實蠅之生態特性，並在未來防治策略中
提供參考。

聯絡人：林明瑩
聯絡 E-mail：mylin@mail.ncyu.edu.tw
電話：05-271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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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E-10 臺灣不同地區秋行軍蟲對三種緊急防治藥劑感受性及抗性評估－趙鴻銘 1、許如
君 1, 2、吳文哲 1, 2（1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2 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系）The
susceptibility and resistance evaluation to the three emergency control insecticides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J.E. Smith) (Lepidoptera: Noctuidae) from various locations in Taiwan－Chao, H. M.1,
Hsu, J. C.1, 2, Wu, W. J.1, 2 (1 Master Program for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aan,
Taipei 106, Taiwan; 2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aan, Taipei 106,
Taiwan)
秋 行 軍 蟲 (Spodoptera frugiperda (J.E. Smith)) 屬 鱗 翅 目 夜 蛾 科 (Lepidoptera:
Noctuidae)，其危害已造成全球重大經濟損失。目前國內針對秋行軍蟲最主要防治方法仍以
化學藥劑為主，然而全球已有多起報導指出秋行軍蟲對多種藥劑產生抗藥性之情形。因此
以開發的人工飼料餵食法測試採自臺灣五個地區 (金門、花蓮、雲林、嘉義、台南) 及兩實
驗室品系 (Lab-Y、Lab-P) 的三齡秋行軍蟲對目前三種現行防治藥劑賜諾特 (spinetoram)、
諾伐隆 (novaluron) 及剋安勃 (chlorantraniliprole) 之 72 小時感受性。結果顯示採自各地區
秋行軍蟲對賜諾特感受性均最高，其半致死濃度 (LC50) 介於 0.14-0.30 mg/L；百分之 90 致
死濃度 (LC90) 介於 1.01-2.70 mg/L，均低於田間所推薦防治施用濃度 39.0 mg/L；諾伐隆
LC50 介於 1.72-7.04 mg/L，剋安勃 LC50 介於 1.67-13.30 mg/L，然而諾伐隆 LC90 介於 129722 mg/L，剋安勃 LC90 介於 141-302 mg/L，兩藥劑均高於田間所登記防治施用濃度。三種
現行防治藥劑中，各地區與室內品系中具較低 LC50 相比之抗性倍數，賜諾特及諾伐隆在各
地區抗性程度均小於 3 倍；然而剋安勃的感受性在不同地區則出現較大變異，因此，金門
與雲林地區抗性倍數達到 10 倍以上。綜上所述，秋行軍蟲在不同地區對剋安勃感受性已有
出現差異，針對二醯胺類藥劑應注意未來施用情形以免造成抗藥性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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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E-11 亞滅培對荔枝細蛾田間防治效果評估–陳明吟、鄭維新、陳建儒、陳翠蓉、曾敏南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高 雄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作 物 環 境 課 ) An evaluation of the efficacy of
acetamiprid for litchi fruit borer (Conopomorpha sinensis Bradley) control in field. Chen M-Y,
Jeng W. S., Chen C. J., Chen T. J., Tseng M. N. (Kaohsi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Changjhih, Pingtung 908, Taiwan
(ROC))
荔 枝 細 蛾 (Conopomorpha sinensis Bradley) 為 鱗 翅 目 (Lepidoptera) 、 細 蛾 科
(Gracilariidae) 的昆蟲，是荔枝生產的關鍵害物之一。臺灣荔枝栽培農民主要採用農藥予以
防除，惟目前核准用於荔枝細蛾防除的農藥種類甚少。亞滅培 (acetamiprid) 於臺灣各項作
物上，主要被核准用於防除半翅目 (Hemiptera) 或纓翅目 (Thysanoptera) 害蟲，但國際上
多有研究報告指出此藥劑對於鱗翅目 (Lepidoptera) 害蟲亦具良好防治成效。本試驗於高
雄市大樹區之玉荷苞荔枝栽培園，進行三種亞滅培濃度對荔枝細蛾的田間防治成效評估，
除調查荔枝鮮果受害率及落果率之外，亦調查地面落果的成蟲羽化數量。試驗結果顯示，
荔枝雌花謝後 7-10 天，即有少量小果受荔枝細蛾危害。評估應用 3 種濃度的亞滅培，與對
照藥劑(第滅寧)於第 2 次施藥後，其鮮果受害率即顯著低於不施藥對照組。第 3 次施藥後，
施用的亞滅培之荔枝鮮果受害率明顯低於使用第滅寧及不施藥對照，使用第滅寧之處理的
鮮果受害率與不施藥對照組無顯著差異。本試驗於荔枝小果期，進行鮮果標記，並調查其
落果率。結果顯示第滅寧處理組的落果率顯著高於亞滅培處理組，且與不施藥對照組無顯
著差異。此外，本試驗亦於不同試驗處理之植株下方搜集地面上的落果，調查落果中羽化
而出的荔枝細蛾成蟲數，亞滅培處理組顯著低於第滅寧處理組及不施藥對照組。綜合本試
驗結果，處理 3 種濃度的亞滅培，對荔枝細蛾的防治率均明顯優於對照藥劑處理及不施藥
處理，考量目前 20%亞滅培可濕性粉劑核准用於荔枝椿象類害蟲防治 (建議施用倍數為
4,000 倍、安全採收期為 7 天)，為方便農民田間操作，亦建議採用 4,000 倍稀釋，於荔枝
小果期間施用，以防治荔枝細蛾及荔枝椿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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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E-12 設施甜瓜關鍵害蟲之客製化農藥減量技術研究－林映秀、簡惠琪、廖怡婷、吳佩
玲、饒聖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農藥應用組）Study on the Customized
Pesticide-Reduction-Technology for Controlling Key Pests in Protected Melon－Lin, Y. S., Chien,
H. C., Liao, Y. T., Wu. P. L., Rau,S. T. (Taiwan Agriculture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甜瓜為國內高產量與高經濟作物種類，於 2019 年總生產面積 3,806 公頃(農糧署農情
調查資料)，產值則達新台幣 19 億 4700 餘萬元(農委會農業統計要覽年報)，為蔬菜作物中
產值第 7 名，為維護產量與品質，並顧及成本與人力考量，常優先選用化學藥劑進行防治。
為建立設施甜瓜之「客製化害蟲整合管理技術」
，降低生產過程中對農藥之依賴程度。於今
(2021)年經由訪談瞭解中部產區農友栽培管理模式，再運用害物整合管理(IPM)模式，以「監
測害物密度、進行害物管理、追蹤管理成效、調整管理模式」之 PDCA 模式，進行害物管
理技術之優化。針對設施甜瓜常發生之夜蛾科與小型害蟲，分別運用昆蟲性費洛蒙，與黃、
綠共 2 色黏紙，以監測其族群密度。同時以 5 點取樣方式，調查各害蟲種類於植株上之分
布與族群密度。根據監測調查所呈現害物種類與危害嚴重程度，規劃防治策略。以農友之
「慣行防治模式」為基礎，統合運用各種防治技術，並依據田間驗證試驗結果，優化技術
模組。另在化學防治部份，運用安全用藥二維表，擬定用藥策略，其關鍵為掌握用藥時機，
並精準用藥種類與精簡用藥數量。在用藥模式部份，經訪談甜瓜中部產區農友，農友於一
生長季使用 11~29 種化學藥劑種類，殺蟲劑用量較殺菌劑為大，防治對象為菸草粉蝨、薊
馬、菸草粉蝨、斑潛蠅、疫病、細菌性斑點病、根瘤線蟲、白粉病、露菌病與立枯病。另
害蟲監測結果顯示，在黏紙部分，定植後第 2 週即監測到菸草粉蝨、蔬菜斑潛蠅、薊馬發
生。以菸草粉蝨密度最高，於定植第 2 週為密度高峰，黃色黏紙的監測密度為 141.4±123.9
(95% C.I. 103.7~179.1)隻/黏紙/週。現場植株目視與採葉調查部分，菸草粉蝨、薊馬與斑潛
蠅之密度均低，其中，菸草粉蝨於第 5 週起密度微幅上升，至採收期僅 0.5～1.2 隻/葉；另
葉蟎與細蟎為生育後期之優勢族群，分別於第 5、7 週開始發生，其中細蟎密度高，在第 7
週密度達 71.0±81.4 隻/葉，之後大幅下降。經本研究建構之客製化害蟲整合管理技術模組，
涵蓋五要項如后：(1)設置黏紙與費洛蒙，兼具「監測」與「誘殺」效果。(2)植株目視與採
樣調查，進一步確認植株受害情形。(3)移除受害部位或植株，清除孳生源。(4)依據監測之
害蟲種類與密度，於「開花前」適當施用化學藥劑。(5)善用栽培與肥培技術，提升害物管
理效果。依據今年研究結果，已建立「中部產區設施甜瓜之客製化整合管理技術模組」
，其
符合農友作物生產之客製化需求，並兼顧「害物管理」與「化學農藥減量」目標，預期可
引導產業技術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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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P-1 宜蘭地區青蔥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暨農藥減量示範推廣－蔡依真、林立、邱智迦、
陳怡樺、謝文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Demonstration and promotion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 and pesticide reduction for
welsh onion in Yilan－Tsai Y. C., Lin L., Ciou J. J., Chen Y. H., Hsieh W. T.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A, Ji’an, Hualien 97365)
青蔥是我國常見重要的辛香料蔬菜，全年均可栽培。依據農糧署 109 年公務統計資料，
宜蘭縣青蔥栽培面積佔全國生產面積約 10.5%。其中，尤以三星蔥頗富盛名，其品質優良，
價格在市場上亦具相當優勢，故大部分蔥農在病蟲害管理上多要求甚嚴；然而，青蔥之病
蟲害種類繁多，包括：露菌病、銹病、細菌性軟腐病、白絹病、黑腐病、甜菜夜蛾、斜紋
夜蛾、二點葉蟎、蔥薊馬、蔥潛蠅、根蟎類…等等，且近年因受劇烈天氣影響，也間接提
高病蟲害之防治壓力，故本場為協助農友面臨此重要課題，需建立宜蘭地區青蔥病蟲害整
合性管理(IPM)及農藥減量技術並進行推廣。本研究從預防、病蟲害監測及防治三個層面著
手，輔導農友採行多種管理技術，試區設於三星鄉，示範區先將分株苗冷藏兩週以降低蟲
卵孵化，定植前以矽藻土及菌根菌粉衣處理；慣行區的分株苗則無進行冷藏，以亞托敏及
待克利浸藥陰乾後定植。試區全期懸掛甜菜夜蛾、斜紋夜蛾性費洛蒙及誘蟲燈，並請農友
配合田間衛生、巡田等措施。本場請示範區依不同作用機制輪替或混合用藥，及搭配中性
化亞磷酸等植保資材。定植一個月後調查蔥苗存活率，結果示範區與慣行區各為 99%及
95.6%。後續調查炭疽病及夜蛾危害率，示範區炭疽病罹病度為 2~11.7%，低於慣行區
1.7~28%；示範區夜蛾危害率 5%以下，慣行區為 5.6%以下。在成本效益方面，示範區較慣
行區施藥成本可降低 20%，且化學藥劑(以每公頃 AI 量計算)可減量 17%(少施 6 種藥)。最
後，採收青蔥後調查產量品質，可見示範區較慣行區單欉重增加 8.3%，而莖粗、分株數、
蔥白長等品質相近，因上述管理成效良好，已於 8 月 10 日召開示範觀摩會，與會農友近百
人。綜上所述，顯示農友操作病蟲害整合性管理除可有效控制病蟲害，且可降低化學用藥，
並同時兼顧產量品質等經濟效益，落實我國化學農藥減量重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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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P-2 安全農業系統之建構與應用－陳妙帆、陳慈芬、沈盟倪、陳富翔、吳俊德、郭嬌
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技術服務組）The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afe Agricultural System－Chen M. F., Chen T. F., Shen, M. N., Chen F. H., Wu J. D., Kuo J.
W., (Taiwan Agriculture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001, Taiwan)
本研究利用資通訊技術開發「安全農業系統」
，建構導引式之化學農藥減量作物整合管
理資料查詢系統，以提供農民及植物保護人員方便手機線上查詢病蟲草害之正確核准用藥、
生物農藥及其他友善環境資材等植物保護技術。為促進害物整合管理觀念與推廣新安全植
物保護資材，減低化學用藥量，逐步完成 19 類重要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作物(紅龍果、
包葉菜類、草莓、水稻、番石榴、胡蘿蔔、青花菜、甘藍、毛豆、甜椒、柑橘類、釋迦、
棗、葡萄、鳳梨、荔枝、芒果、木瓜、百香果)栽培管理病蟲草害防治資料之電子作業曆及
防治曆查詢病徵及害物，並可連結至植物保護資訊系統，供農民優先選擇使用毒性較低或
篩選較短安全採收期之藥劑。另為利農民方便紀錄用藥，新增農藥標示條碼辨識功能，協
助農民無需手寫的用藥記錄，即可透過條碼掃描取得農藥產品之基本資料及用藥紀錄表單。
而針對目前生物農藥市場規模較小，農民不易查詢及買到適用生物農藥的問題，開發建構
「生物農藥網路平台」
，導入已公告之生物農藥及使用範圍，方便農民可依耕種作物或發生
害物查詢生物農藥使用方法，並建構生物農藥販售店地圖網，結合地圖搜尋引擎，提供使
用者可依縣市就近購買取得生物農藥。藉由建構「安全農業系統」及「生物農藥網路平台」
以提供農民與植物保護人員線上最新及關鍵作物與害物整合管理策略，期解決植保專家人
力與時間有限而無法即時處理各類田間害物管理問題，減少化學用藥量與農產品不合格率，
降低農民生產成本，以落實良好農業規範，達安全生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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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P-3 安全農業技術資源管理系統開發與擴充－方浩宇、郭嬌紋、陳慈芬、高士寰、陳
妙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Optimazation and promotion of Plant
Protection Information System－Fang, H. Y., Kuo, J. W., Chen, T. F., Kao, S. H., and Chen, M. F.
(Taiwan Agriculture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針對農安意識抬頭而逐漸增加之農藥減量或合理用藥的教育訓練需求，建置整合教育
訓練管理系統以提供訓練資訊、報名與管理訓練資源為有效的方法。本研究提出開發全新
之農藥安全教育訓練資源管理系統，強化農業訓練數位多元服務，提升學員服務品質，達
成輔導農民安全用藥的目標。本訓練資訊系統對外建置訓練資訊快速查詢、通知與線上報
名，對內提供系統管理、更新、維護平臺，進行報名作業、學員管理、課程安排、測驗考
核及證書印製、核發作業，並利用響應式網站設計（RWD）與網站使用便利性原則設計網
頁呈現方式，提供不同系統與行動裝置使用。此外，系統建置學員訓練成效追蹤資料庫與
統計分析系統，進行學員背景資料統計分析、成效追蹤問卷管理，彙整訓練相關人員意見
回饋，輸出視覺化圖表資訊，提供本所使用者據以修正、調整教育訓練資源。系統於 2021
年起開通使用，因應不同訓練班之需求，規劃擴充訓練課程線上報到模組、線上測驗評核
模組、線上影音教育訓練課程模組，並蒐集系統使用者的意見回饋，持續精進系統功能。
目前包括農藥管理人員訓練、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農藥登記業者教育訓練等課程及相
關活動、座談會已逐步採用本系統，簡化行政工作、節省本所教育訓練人力，系統上線 1
年約 7,000 人註冊，服務各訓練班學員共約 800 人，問卷回饋調查整體滿意度達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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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P-4 DNA 條碼於農業害蟲鑑定之應用－蔡正隆 1, 2、李蕙宜 1、郭美華 1、宋一鑫 3、林
明瑩 3、葉文斌 1（1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2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科技研究所、
3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Application of DNA barcodes on the species ident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ests－Tsai, C. L.1,2, Li, H. Yi.1, Kuo, M. H.1, Sung, I. H.3, Lin, M. Y.3, Yeh, W. B.1
(1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2Animal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Xiangshan 300, Taiwan;
3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600, Taiwan)
全球貿易盛行，有害生物的入侵風險日愈增高，有效掌握害蟲物種，加強農產品生產
及進出口的防檢疫遂成為各國重要工作。農業害蟲種類繁多，傳統形態分類專家及人力有
限，鑑定時程愈加難以掌握，加上常見害蟲偶有分類紛擾或隱蔽種問題，因此針對標的物
種有效投藥防治成為害蟲防治重要課題。近年來，分子鑑定在我國農業害蟲鑑定扮演重要
角色，其中DNA條碼協助解決物種鑑定及分類難題，更可結合GenBank、生命條碼資料庫
系統(Barcode of Life Data Systems, BOLD)收集之序列，瞭解各國族群遺傳變異，提供防檢
疫實務參考，預防不同遺傳組成的害蟲族群入侵台灣，改變國內族群遺傳組成，造成更大
經濟損失。本研究從2017年至2021年，依循BOLD系統建置資料庫，並建立標本存證照，已
建立520種國內常見半翅目、鱗翅目、鞘翅目及雙翅目農業害蟲DNA條碼，定序1,600餘條
序列，結果顯示多數物種分類地位無虞，然部分物種分類地位仍待確認，如茶葉害蟲茶姬
捲葉蛾(Adoxophyes sp.)形態特徵難與近緣種區分，但臺灣族群具獨特遺傳組成；荔枝細蛾
可能存在隱蔽種等。本成果在我國進出口農作害蟲幼蟲鑑定，亦扮演重要角色，包括確認
輸澳蘭花基質之鋏蠓幼蟲身分、各國進口作物之鱗翅目、雙翅目幼蟲及美國進口水蜜桃害
蟲鑑定，並且在秋行軍蟲甫入侵之際，加速物種鑑定速度。累積的相關資料可協助防檢局
建立常見作物進出口之害蟲資料，作為貿易談判的籌碼。

聯絡人：蔡正隆
聯絡 E-mail：cltsai.lucanid@gmail.com
電話：093571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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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P-5 最佳化及推廣植物保護資訊系統─陳富翔、陳慈芬、沈盟倪、方浩宇、陳妙帆（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Optimazation and promotion of Plant Protection
Information System－Chen, F. H., Chen, T. F., Shen, M. N., Fan, H. Y. , Chen, M. F. (Taiwan
Agriculture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架構之植物保護資訊系統自民國 107 年 7 月上線以來，已有累積
百萬以上使用次數，平均每月達 4 萬使用次數。目前持續針對使用者需求優化介面及簡化
操作，以提升高年齡層使用者的使用意願。植物保護資訊系統於主搜尋欄新增「關鍵字建
議」功能，使用者只輸入 1-2 個中文字即由系統建議查詢字串，而難字表功能也減少查詢
稀有字的時間。在提升友善環境農業意願方面，系統新建「生物農藥篩選」及「友善資材」
查詢，把生物農藥、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免訂殘留容許量農藥及有機農業可用資材的資
料併入查詢系統中。另在減少用藥方面，系統建立「混種作物共同防治藥劑篩選」及「兼
防藥劑查詢」功能，可查詢多功能藥劑，以降低施藥次數。系統也將實體物件「農藥稀釋
轉盤」程式化，實際協助農民於田間方便快速之藥劑調配濃度換算。為提升系統使用率，
109 年於全臺辦理 16 場次推廣講習，並於 12 場次辦理前、後測問卷調查，參加講習對象
66.2%為農民，結果顯示 67.5%學習成效來自於現場講習。後測答對率較前測提升了 16.5%。
經成對 t 檢定(t=16.84，p<0.001)顯示達到顯著差異，且前測與後測的平均差異值為 0.99 分，
顯示透過講習會確實增進對系統學習的知能。系統統計 108 年每月平均使用人次 2 萬餘人
次提升至 110 年 6 萬餘人次，自 109 年 4 月推廣後大幅提升 2.16 倍。功能統計方面，最多
使用項目為「主搜尋欄」
，每月平均達 18,464 次，而「作物目錄」
、
「藥劑檢索」及「作物查
詢」等 3 個功能，每月平均皆超過 3,000 個使用次數，分別為 2-4 名。友善環境農業功能
方面，
「兼防藥劑」及「共同防治」功能每個月亦約有 1,000 次使用，而「友善資材及「生
藥篩選」功能每個月各約 300 次使用。關鍵字搜尋紀錄中，前 3 名都是作物，分別為「水
稻」
、
「玉米」及「番茄」
；而最常查詢的藥劑前 3 名分別為「阿巴汀」
、
「益達胺」及「賽洛
寧」，反而過去幾年害物部分查詢最多的「薊馬」已排在第 71 名。前百名則是藥劑查詢量
微高於作物查詢量，但差距並不明顯。從關鍵字查詢多少可對應到目前臺灣農藥使用現況，
可供農藥主管機關加以利用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陳富翔
聯絡 E-mail：fhchen@tactri.gov.tw
電話：04-23302101 轉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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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P-6 2018-2020 年國產蔬果中農藥殘留情形－呂惠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
物試驗所殘留管制組) Pesticide residues in domestic fruits and vegetables from 2018 to 2020－
Lu, H. L.1(1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Wufeng, Taichung 413)
2018-2020年政府執行「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計畫」以「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
法-多種殘留分析方法(五)」及「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殺菌劑二硫代胺基甲酸鹽類之
檢驗（二）」進行蔬果農藥殘留定性定量分析。目的為討論台灣地區2018-2020年蔬果農藥
殘留情況及分析不合格原因，提供政府單位、產業界及學界追蹤政策法規之制訂效益，或
為學術研究之參考。為進一步了解農民用藥習慣及違規原因，本研究之樣品皆為未清洗、
未去皮之樣態，與一般消費者取食前已經清洗、去皮或烹煮不同。於2018-2020年共採集
42,132件樣品，其中蔬菜為26,936件，水果為15,196件，年度蔬菜合格率為94.6-96.4%，年
度水果合格率為96.7-97.3%。各大類蔬果以豆菜類及小葉菜類不合格率較高，分析不合格
原因，以藥劑檢出於未核准使用的作物範圍為主因。分析各大類蔬果檢出主要不合格藥劑，
以豆菜類為例，2018年為普拔克未核准使用及賽速安殘留超量，2019年為加保扶、菲克利
未核准使用及可尼丁殘留超量，2020年為賽速安殘留超量及賓克隆未核准使用。各大類蔬
果以核果類及柑桔類農藥殘留檢出率較高(>70%)，以芽菜類、雜糧類、蕈菜類及根莖菜類
檢出率較低(<10%)，顯示農藥殘留於水果中比在蔬菜中檢出比例較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呂惠鈴
聯絡 E-mail：hlleu@tactri.gov.tw
電話：04-23302101 轉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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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P-7 農藥緩釋製劑研究與開發－黃郁容、黃迺育、王靜茹(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
物毒物試驗所資材研發組)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low-release formulation of pesticide
－Huang, Y. R., Huang, N. Y., Wang, J. R. (Taiwan Agriculture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
在田間使用情況下，農藥可能遇到本身性質不穩定，在環境中會快速分解，或是毒性
過高，直接暴露對人畜或環境非目標生物產生危害等問題，所以透過膠囊壁包覆有效成分
的方式，可將有效成分保護在殼材中，並依據目標設定達成緩釋的製劑型態。本研究是將
土壤中難防治的根瘤線蟲作為標的，開發緩釋製劑，來降低土壤中線蟲在作物生育期密度
持續增加的問題，開發可持續有效防治線蟲數量擴大的緩釋劑型。為了避免膠囊壁材在環
境施用的汙染，選擇天然可分解的海藻酸鈉透過簡易擠壓法(simple extrustion)進行膠囊顆
粒的包覆，不同於傳統線蟲防治快速釋放劑型，緩釋劑型在製程配方上需滿足兩項條件：
一是包埋率，二是釋放速率。因此在配方設計上，需同時滿足配方將可達成符合成本的目
標包埋率之上，同時其在土壤中的釋放量可以到達線蟲的抑制濃度，再者因根瘤線蟲依據
作物及溫度一代最快約28~45天，須延長時效到目標的生育期至採收期至少1個月以上。因
此，本研究從殼材壁、硬化池的濃度，到配方中調節有效成分釋放的有機溶劑、乳化劑種
類、比例等，從30種以上配方組合中，篩選出符合包埋率85%以上，土中釋放速率可達1個
月以上，且滿足有效成分釋放達到根瘤線蟲抑制濃度至少 8 μg/mL的配方組合。首先，為
了提高有效成分的產率，依據有效成分溶解度等理化特性，篩選不同種類的有機溶劑作為
配方的基底，一方面作為溶解有效成分功用，一方面作為包埋率調整的溶劑，從單一溶劑
丙酮、乙酸乙酯、大豆油、芳香烴有機溶劑到不同種類混合溶劑，最終選擇以丙酮及芳香
烴有機溶劑混合作為配方基底，同時調整將有效成分乳化均勻的乳化劑種類及比例，使用
非離子型界面活性劑調配不同親水親油平衡值(HLB, Hydrophilic -lipophilic balance) 4.3、6.5、
8.6、9.7、10.5、11.8、12.6的界面活性劑進行混合使用，從海藻酸鈉混合界面活性劑溶液靜
置乳化安定性外觀結果來看，選擇每組4~6個配方進行膠囊顆粒的造粒，最終結果選擇包埋
率高於85%的兩組A及B配方進行水中釋放及土中釋放速率比較，希望利用水中釋放速率初
步先模擬未來在土中可能的釋放快慢趨勢，結果顯示以靜置1、2及4天時A配方水中釋放速
率分別為0.35、0.16及0.26%，相較於B配方為慢，B配方為13.0、42.2及48.7%，再以土壤水
分含量30%條件下，B配方土中釋放速率第一天釋放率達36%，第4及13天都維持在44%左
右，顯示釋放速度太快，而A配方於相同水分含量下第一天釋放率為1.7%，第4及13天分別
為5.5及6.6%，因此推估A配方較有可能可以緩釋的模式達到延長釋放的功用，藉此將A配
方有效成分、溶劑、界面活性劑配方進行微調，目標為有效成分釋放達到線蟲的抑制濃度
8 µg/mL以上，且提高到花胡瓜夏季栽培條件，土壤水分含量約50%，溫度30℃下進行測試，
顯示第一天釋放率為11%，接續第7、10、15及30天分別為33.9、42.7、71.9及86.7%，符合
設計目標初始時釋放量較多先殺死大部分線蟲，後續再維持線蟲抑制濃度以上釋放，抑制
陸續孵化或零星出現的線蟲以避免其密度快速增加，而達到防治無效的後果。進一步將膠
囊顆粒(成品含量約2.6%)施用花胡瓜進行線蟲防治盆栽試驗，結果顯示每株接種500隻南方
根瘤線蟲，於一個月後未處理組平均根瘤數有307個，根瘤指數為3級，而處理組以高、低
兩種濃度進行施用，結果顯示高、低濃度處理組皆無根瘤出現，再於施藥後一個月進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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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線蟲接種400隻模擬作物生育期又有零星線蟲發生情況，於兩周後取根系進行觀察，顯
示未處理組平均根瘤數達522個，根瘤指數為4級，而高濃度處理組一樣無根瘤，而低濃度
處理組其中一棵出現1個根瘤，顯示目前此一緩釋配方可於1個月內具有良好線蟲防治效果，
後續試驗將持續進行產品安定性、農藥殘留檢測及不同溫度及土壤條件下，成品釋放速率
的比較，以提供此一配方更多不同條件下可能變化的釋放情況資訊以供參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黃郁容
聯絡 E-mail：huangyr@tactri.gov.tw
電話：04-23302101轉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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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P-8 農藥與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導入分析－游適彰、陳妙帆、吳俊德、郭嬌紋（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技術服務組）Implementation Analysis of Pesticide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Yu, S. C., Chen, M. F., Wu, C. T., Kuo, G. W.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Department of Technical Servic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依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C 級公務機關要求，進行
核心資通系統導入 CNS 27001 或 ISO 27001 等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標準，包括「農藥登記
線上申辦系統」與「成品農藥檢驗資訊管理」等，建置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ISMS)，以確保資料管理與資安需求，避免駭客入侵或資
料外洩等問題。因農藥登記前之各項查驗作業若無單一對口單位進行資料保密及防護措
施，廠商所送各項資料將分散於不同機關，專家審查或綜合評估農藥相關資料等重複作
業將影響政府工作效能，且有極大資安風險。而因應成品農藥抽樣檢驗與申請許可之規
格檢驗分析所開發設計之「成品農藥檢驗資訊管理系統」
，主要針對全臺成品農藥抽樣檢
驗與申請許可之規格檢驗分析，資料傳輸如受影響可能會使成品農藥品質管控計畫與農
藥許可證規格檢驗程序的運作產生延宕。於 2020 年完成核心資通系統業務持續運作演
練、網站安全弱點檢測與系統滲透測試以及資通安全內部稽核作業，結果發現不符合事
項(次要缺失)1 項及觀察事項 4 項。整體建議改善事項包含加強作業環境之使用者電腦安
全管理查檢、各系統(含作業系統、資料庫)帳號權限清查、落實 ISMS 表單管理作業以及
因應最新資安法修訂重新評估資通系統分級及防護基準。另針對風險評鑑結果，應逐步
汰換更新個人電腦、伺服器之作業系統以及資料庫系統，必須更新至支援軟體修補之版
本，以降低被駭客利用系統軟體漏洞攻擊入侵或當作攻擊跳板的風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游適彰
聯絡 E-Mail：scott@tactri.gov.tw
電話：04-23302101 轉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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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P-9 農民安全用藥減量課程輔導成效之研究－高士寰、陳慈芬、簡均儒、陳妙帆 （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The study on effectiveness of the Farmers' Safety
Pesticides Usage agricultural training course－Kao, S. H., Chen, T. F., Chien, C.J., and Chen, M.
F. (Taiwan Agriculture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自 2013 年起於農民學院開設「病蟲害防治與安全用藥訓練班」，並於 2020 年起依據
外界需求將 10 天(約 80 小時)課程濃縮為 5 天(約 40 小時) 課程，課程內容設計強化著重田
間安全用藥減量之操作技術。為使短期訓練能更有效率的傳遞安全用藥知識給學員，今
(2021)年訓練班設計於每堂課後提供「重點概念之問與答」，並以 Kirkpatrick 評鑑模式之
L2「學習層級」進行訓練成效評估。本研究為瞭解於課程後導入課程重點之問與答，對於
學員吸收安全用藥知識之課程輔導成效，以課程時數、內容及講師一致之 2020 年(38 位學
員)及 2021 年(51 位學員)訓練班進行研究，分析 2020 年及 2021 年訓練班之訓練前後測知
識評量結果，評估學員於客觀知識上之差異。分析結果顯示，於安全用藥知識之訓練前測
與後測評量上，2020 年參訓學員經訓練後平均分數提升 13.29 分 (前測為 49.74 分，後測
為 63.03 分) ，經成對樣本 t 檢定顯示，於「農藥安全使用防護」知識構面之前後知識具顯
著差異(p<0.001)。而於 2021 年學員經輔以「重點概念之問與答」，其訓練後平均分數提升
達 23.62 分 (前測為 57.71 分，後測為 78.33 分)， 2021 年學員分數提升為 2020 年分數的
1.78 倍，進一步經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參訓前、後於安全用藥四構面「作物病蟲草害
管理、農藥毒性識別、農藥安全使用防護、作物整合管理」之四項知識構面均達顯著差異
(p<0.001)。本研究結果顯示於訓練班期間之課後提供安全用藥「重點概念之問與答」可促
進學員於安全用藥知識上之交流討論，確實有助學員於作物病蟲草害管理、農藥毒性識別、
農藥安全使用防護及作物整合管理之安全用藥知識與認知使用能力之提升，將持續追蹤訓
練成效，做為每年度課程設計與調整之方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高士寰
聯絡 E-mail：shihhuan@tactri.gov.tw
電話：04-23302101 轉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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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P-10 設施小果番茄害物整合性管理(IPM)與慣行農法之比較－黃秀雯、張淳淳、陳昇
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Comparison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
approaches and conventional practices in cherry tomato in greenhouse－Huang H. W., Chang C.
C., Chen S. K.(Taina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Tainan, Taiwan (ROC))
番茄害物整合性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包括使用健康種苗；種植前分析
土壤，依據分析結果合理化施肥；使用抗病根砧嫁接苗防治青枯病、萎凋病與根瘤線蟲；
苗期與定植初期設置黃色黏紙監測銀葉粉蝨的發生；隨時清除田間罹病蟲植體；採收期使
用天敵或非化學農藥；使用登記於番茄上的合格藥劑，嚴守安全採收期等。於三個試驗場
域執行 IPM 作業，分別位於雲林縣口湖鄉(設施代號 Ko)、嘉義縣六腳鄉(Li)與嘉義縣太保
市(Ta)，採收期施放菸盲椿，並搭配非化學農藥輪替使用，對照組設施位於嘉義縣六腳鄉
(設施代號 CK)，採慣行方式管理，以化學農藥與非化學農藥搭配使用，設施 CK、Ko、Li、
Ta 的化學藥劑用量佔整體防治資材(化學農藥加非化學農藥)的比例分別為 85%、17%、73%、
18%；非化學農藥用量佔比為 15%、83%、27%、82%；番茄為連續採收作物，各設施採收
月數分別為 4、6、3、1.5 個月。設施 Ko、Li、Ta 整體收益分別為 CK 之 1.51、1.80 與 0.81
倍。番茄整合性病蟲害防治除了正確使用農藥外，搭配使用非化學農藥資材與昆蟲天敵，
可減少化學農藥之施用，避免農藥殘留，生產安全衛生之果品，有助提升農友收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黃秀雯
聯絡 E-mail：hwhuang@mail.tndais.gov.tw
電話：06-5912901 轉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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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P-11 農藥減量技術平台與客製化害物整合管理模式之應用與規劃－陳彥佑、李敏郎、
林映秀、李春燕、伍沛璇、蘇秋竹(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藥物毒物試驗所) Application and
Planning of Pesticide Reduction Technology Platform and Customized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Model－Chen, Y. Y., Lee, M. L., Lin, Y. S., Lee, C.Y., Wu, P. S., Su, C. C.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害物管理是作物栽培的重要管理重點之一，害物防治的方式非常多元，如耕作防治、
物理防治、化學防治、生物防治等各類防治方式，因應不同的作物、栽培方法、栽培時間
及種植環境，選擇的害物管理方式便有各種不同的排列組合，若能建構整合性客製化且視
覺化模式之便利平台，彙整各類相關的害物及防治、管理資訊，可大幅縮短製作適合的整
合 管 理 模 組 及 害 物 整 合 管 理 防 治 曆 (IPM calendar) 時 間 ， 因 此 農 藥 減 量 技 術 平 台
( https://pestmana.tactri.gov.tw )即以上述概念，並結合政府開放資料及農委會開放資料，設
計架構為可多面向與各類資訊結合之資訊平台，於今年(110)公開上線使用，並持續進行調
整及新增功能。
本平台主要架構由害物管理資訊、氣象資料、農藥使用資訊以及地圖整合而成，未來
亦將建構及整合納入其他視覺化地圖、病蟲害診斷鑑定資訊及輔助工具，逐步形成可提供
多面向連接功能之應用平台，也可和其他官方農業平台進行介接連動，並可提供植醫、植
物保護、栽培專家以及專業農民應用。其中氣象資訊為全國氣象站 5 至 15 年氣象資料，同
時可呈現多年度溫溼度、雨量及風速資訊、使用者可就不同年度進行比對，供整合管理之
操作參考，並可依據氣候變遷影響調整栽培管理策略。客製化形成之防治曆皆為單一網址、
流水號標記，具有便利紀錄、查詢、檢討以及社群分享之功能，專家和試驗單位同時可將
建構之具代表性防治曆，依照研究單位、專家名、年度或作物種類，以村里之精細度，分
群結合並於害物管理地圖視覺化呈現，可提供決策單位及農民進行害物管理之初步參考，
及成為後續技術擴散模式。目前已納入綠色農糧計畫之成果，並持續建構其他作物的害物
管理防治方式，對於農藥減量、害物有效管理，提供更貼近在地的管理方式。
無論是自動化或智慧農業，皆需要針對收集之資訊內容進行整理，架構為機械可讀的
狀態，後續才可成為多元性且便於利用的資訊型態，日本於 2017 年發表農業データ連携基
盤の構築(建構農業數據合作/協作基礎)，並於去年開始結合超級電腦運算，今年更公布了
各項日本可使用的多類農業 OPENAPI，智慧農業核心主架構已然形成，相信台灣多年度的
各類農業資訊，亦可在農業主政單位的統整下，建構出具連動且協作效果的資訊核心，以
達農業 3.0 及 4.0 之發展成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陳彥佑
聯絡 E-mail：aokman@tactri.gov.tw
電話：04-233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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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P-12 根瘤線蟲對於抗黃葉病品種香蕉'台蕉 7 號'抗性的影響－邱立品、鍾仁彬 (明道
大學精緻農業學系碩士班) Interaction between Meloidogyne ssp. and Fusarium oxysporum in
roots of banana Tai-Chiao No.7. － Chiu, L. P., Chung, J. P. (Department of Post Modern
Agrichlture, MingDau Universty, Changhua, 523, Taiwan)
臺灣香蕉產業盛行，但黃葉病卻是生產的限制因子。面對黃葉病侵擾臺灣目前已育種
出抗黃葉病品種香蕉而使黃葉病可獲得良好控制，但有文獻指出真菌和線蟲病原複合感染
會影響抗病品種園藝作物之抗病性，因此本試驗的目的即是測試根瘤線蟲對於抗黃葉病品
種香蕉台蕉 7 號抗性的影響，而接種根瘤線蟲對於抗病品種香蕉台蕉 7 號的感病性試驗中，
分別接種 0、100、200、300、400、500、1000、1500、2000 隻根瘤二齡幼蟲試驗，結果顯
示以接種 2000 隻根瘤二齡幼蟲的處理分離出之根瘤二齡幼線蟲數量（76.7）及根瘤指數（1）
方面最高。此外在接種鐮刀菌和根瘤線蟲於抗病品種香蕉進行複合感染試驗中，在分離出
線蟲數量方面，顯示單獨接種根瘤線蟲處理後分離出 17.9 隻根瘤二齡幼線蟲數量最高，經
統計分析比其他接種處理有顯著性差異，而同時接種根瘤線蟲以及鐮刀菌、先接種根瘤線
蟲後接種鐮刀菌、先接種鐮刀菌後接種根瘤線蟲雖有分離出根瘤二齡幼線蟲，但和對照組
無顯著差異，因此接種鐮刀菌使香蕉產生抗性可能連帶影響根瘤線蟲於土壤中的線蟲個體
數量。而在根瘤指數方面先接種根瘤線蟲後接種鐮刀菌為 1.3，經統計分析和對照組有顯著
差異，其他接種處理和對照處則無顯著差異，換算成罹病指數單獨接種根瘤線蟲、先接種
根瘤線蟲後接種鐮刀菌以及同時接種根瘤線蟲和鐮刀菌並無顯著差異，分別為 25.0％、25.0
％以及 14.0％，但其三種接種處理罹病指數和對照組皆有顯著差異，先接種鐮刀菌後接種
根瘤線蟲其罹病指數為 8.3％則和對照組無顯著差異，因此試驗結果顯示鐮刀菌以及根瘤
線蟲接種順序可能會影響到台蕉 7 號抗病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邱立品
聯絡 E-mail：1813003@live.mdu.edu.tw
電話：0910111885；04-8876660 轉 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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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1 臺灣茶赤葉枯病菌多樣性及對殺菌劑之敏感性調查－林秀橤 1,2、林盈宏 3 Ariyawansa,
Hiran A2、鍾嘉綾 2、洪挺軒 2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2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理與
微生物學系、 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 Diversity and fungicide sensitivity of the
pathogen causing brown blight of tea in Taiwan－Lin, S. R. 1,2, Lin, Y. H. 3, Ariyawansa, H. A.2,
Chung, C. L.2, Hung, T. H. 2 (1Tea Cultivation Dept., Tea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A;
2
Dept. of Plant Pathology and Microb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3Dep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ngtung)
赤葉枯病為茶樹的重要葉部病害，病原菌除了造成葉片上之病斑外，亦可感染嫩芽、
嫩莖等部位，造成嫩枝條容易折斷，繼而降低茶菁產量。為能正確擬定防治策略，需釐清
病原菌種類。本研究在臺灣重要產茶地區採集似茶赤葉枯病之罹病葉片，進行病原分離、
純化、型態觀察及多基因親緣分析，結果顯示，來自 8 縣市 86 處茶園樣品中，共獲得 162
株病原性真菌，其中 141 株為 Colletotrichum 屬真菌，包括 C. camelliae、C. fructicola 及 C.
aenigma，其中以 C. camelliae 為最主要之病原菌 (135 株)。本研究確定了臺灣主要造成茶
赤葉枯病之病原菌為 C. camelliae，且 C. fructicola 及 C. aenigma 為首次在臺灣茶樹上發表
之病原菌。測試 41 株茶赤葉枯病菌對 15 種已核准登記使用於茶赤葉枯病防治之殺菌劑感
受性，結果顯示四克利、待克利、得克利、百克敏、扶吉胺及克熱淨等藥劑對所有菌株均
具有良好抑制效果，此外部分菌株對於苯幷咪唑類 (Benzimidazole) 藥劑敏感性較低，耐
藥性菌株皆為 C. camelliae，未來將進一步釐清造成之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林秀橤
聯絡 E-mail：tres226@ttes.gov.tw
電話：03-4822059 轉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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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2 番茄萎凋病菌分子檢測技術對臺灣分離株之專一性與靈敏度測試－張再得、林盈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 Evaluation of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of PCR assays for
detection of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lycopersici in Taiwan － Chang, T. D., Lin, Y. H.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ipu,
Pingtung 912, Taiwan)
番茄萎凋病菌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lycopersici, Foly) 能感染番茄引起番茄萎凋
病 (Fusarium wilt of tomato)，是一個嚴重影響臺灣番茄產業的重要病原菌。由於目前尚無
快速、經濟的防治方法能有效控制此病害發生，為了避免因病原傳播時造成病害大發生，
及早診斷及檢測出此病原，並以安全有效的病前處理方式，是避免病害傳播及大發生的可
行策略之一。本研究測試番茄萎凋病菌引子組 SIX1f/SIX1r 及 sp1-2f/sp1-2r，藉以臺灣來源
的菌株進行引子專一性測試，由目前的結果證實，此二組引子皆可用於檢測臺灣番茄萎凋
病菌。後續使用二組引子對以 PCR、SYBR green-based real-time PCR 及 TaqMan probe-based
real-time PCR 等技術，對番茄萎凋病菌標準 DNA、基因組 DNA 及菌絲體進行各檢測技
術之靈敏度測試。結果顯示，兩引子組 SIX1f/SIX1r 與 sp1-2f/sp1-2r 於各種檢測技術下之
靈敏度相當，且相較於 PCR 技術，搭配 SYBR green-based real-time PCR 及 TaqMan probebased real-time PCR 技術時，皆可提升該二組引子之檢測靈敏度。綜上所述，本研究所使用
之 SIX1f/SIX1r 及 sp1-2f/sp1-2r 兩引子組對臺灣番茄萎凋病具專一性，未來擬將此引子組
搭配前述分子檢測技術，進一步建立臺灣番茄帶病組織之快速檢測平台，以減少番茄萎凋
病菌對番茄產業之危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林盈宏
聯絡 E-mail：pmyhlin@mail.npust.edu.tw
電話：08-7703202 轉 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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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3 香蕉軸腐病綜合防治技術之應用－陳以錚 1、林徳勝 2、楊晴晴 2、黃昭寰 2、林忠逸 2
（ 1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 2 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Appication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Technology on Banana Crown Rot Controlling – Chen, Y. J.1, Lin, T. S.2, Yang, C.
C.2, Huang, C. H.2, Lin, C. Y.2 (1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600, Taiwan; 2Taiwan Banana Research Institute, Pingtung 904, Taiwan)
香蕉年產值佔世界作物總產值第四名，為世界上最重要之果樹。台灣香蕉栽培面積超
過 16,000 公頃，且曾為世界重要蕉果出口國；近年來政府及國內業者積極開發新市場，外
銷重要性已顯著提升。然近年香蕉外銷常因軸腐病(banana crown rot) 造成嚴重損失，2020
年台灣夏蕉於日本港口合格率低於 75 %，影響台蕉外銷產值甚鉅。台灣香蕉軸腐病主要病
原 菌 為 多 種 炭 疽 菌 (Collectotricum spp.) 、 鐮 胞 菌 (Fusarium spp.) 及 Lasiodiplodia
theobromae 等，其中以香蕉栽培全期皆能造成感染之炭疽病菌最為重要，台灣炭疽病菌於
果軸分離率超過 40 %。除病原菌種類眾多，國內許多集貨場為配合外銷船期，雖不定期集
貨，然每周分級包裝時間固定，因此常見不同批次香蕉先儲藏於集貨場庫房，包裝當日再
統一進行水洗及選別作業，此種作業模式大幅提高包裝前軸腐病菌侵入之風險。軸腐病防
治以化學方法為主，目前我國推薦 benzimidazole 類之腐絕及免賴得，然因應食品安全議題
及主要市場如日本貿易商之要求，化學方法應非我國業者主要考量之防治方法。前期研究
已發現一株貝萊斯芽孢桿菌 Bacillus velezensis TBRI-11 發酵液可有效降低倉儲期間軸腐病
罹病率，並延長香蕉儲藏期。本研究首先於 2018-19 年間調查屏東地區不同管理模式之蕉
園，結果顯示重視清園處理之蕉園，採收後軸腐病發生率在 9.8-22.4 %之間，顯著低於管
理不善蕉園之 28.8-76.3% (p = 0.05)。進一步於屏東田區於香蕉抽穗後之果實成熟期間施用
B. velezensis TBRI-11 發酵液，至採收前共施用 4 次 (2 週 1 次)，結果表明處理組與對照組
在採收後之軸腐病罹病度為 25.8 與 42.3 %，差異顯著(p = 0.05)。2020 年於屏東倉庫進行
採收後處理實驗，結果指出，集貨倉儲前以二氧化氯清洗後再入庫，可降低軸腐病罹病度
23 %；後續包裝前進行 B. velezensis TBRI-11 發酵液浸泡處理，結果指出處理組與對照組在
倉儲 21 天後，軸腐病發病度為 29 與 79 %，差異顯著。因此，清園管理可有效降低軸腐病
之發生機率，後續防治措施，可在香蕉開花後即施用非農藥資材防治，並在採收後經二氧
化氯清洗後再入庫。B. velezensis TBRI-11 則被證實可在包裝前處理後，於外銷倉儲期間延
緩軸腐病的發生。未來可將相關技術整合成有效之軸腐病管理套組，於田間到倉儲階段降
低農藥使用，並提升香蕉倉儲及運輸品質。

聯絡人：陳以錚
聯絡 Ｅ-mail：ejchen04@mail.ncyu.edu.tw
電話：05-2717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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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4扁蝸牛媒介傳播百香果疫病－蔡志濃、蔡惠玲、林筑蘋、安寶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業 試 驗 所 植 物 病 理 組 ) － Vector borne passionfruit of phytophthora blight by Bradybaena
similaris - Tsai, J. N., Tsai, H. L., Lin, C. P., Ann, P. J. (Division of Plant Pathology,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A)
在高溫高濕的季節，百香果栽培園區若未良好管控田間衛生，則有利於疫病
(Phytophthora nicotianae ) 引起病害之發生，高濕環境下病勢進展相當快速，嚴重時可導致
全園廢耕無收成。春秋兩季於清晨日出前或者陰雨高濕之際，百香果栽培園區常發現非洲
大蝸牛(Achatina fulica)及扁蝸牛(Bradybaena similaris)藏於藤蔓支柱或陰暗隱蔽處，於夜間
活動時造成葉片褪綠捲曲、破裂形成孔洞；啃食花器，影響開花結果；爬行時分泌粘液，
不但污染果實，並且容易導至疫病發生。在 2019-2020 年間，於埔里大坪頂 5 處百香果栽
培園區蒐集扁蝸牛，以誘釣法 (baiting) 將 5-7 隻蝸牛浸置水中 4 小時，再以百香果葉片懸
浮其上，可順利誘釣到疫病菌游走子，顯示蝸牛體表可黏附攜帶疫病菌。以 1.5% WA (Bacto
agar) 餵養扁蝸牛數日，使其原本雜食的排泄物完全排出，之後變更餵食含有疫病菌 P.
nicotianae (p217003 A2) 的 5% CVA (Clarified V-8 juice agar) 3 日後，自扁蝸牛所分泌之排
泄物中共獲得 10 隻單孢囊分離株，經由形態鑑定及 ITS1/5.8S/ITS2 序列分析確定為 P.
nicotianae。將上述菌株進行人工接種試驗並完成柯霍氏法則，結果顯示分離株皆具有病原
性。以帶有疫病菌感染之百香果葉片餵養扁蝸牛 3 日後，可自排泄物中分離得到疫病菌菌
株；再將取食過病葉的扁蝸牛接種於健康百香果植株上，5-7 天後出現與田間相同之褪綠
及孔洞病徵，相同病菌亦可從罹病組織回分得到。本次試驗確認百香果栽培園區內的扁蝸
牛，除了自行取食危害外，亦可攜帶疫病菌至植株，或經由排泄物傳播疫病菌成為感染源
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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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5 Diversity of Colletotrichum species associated with fruit anthracnose on sweet pepper in
Taiwan－Sheu, Z.M., Chiu, M. H., Chiu, Y. S., Chien, H. Y., Chang, J. H. (World Vegetable Center,
60 Yi-Min Liao, Shanhua Dist., Tainan 74151, Taiwan, ROC.)
Sweet pepper (Capsicum annuum L.) is a high-value vegetable crop. Fruit anthracnose is one
of the major diseases constraining the production of the crop in warm and wet conditions. To date,
few Colletotrichum species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was reported, however,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survey with accurate fungal identification by the latest taxonomy updates of this
disease in Taiwan. Therefor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and characterize Colletotrichum
species associated with sweet pepper anthracnose during 2019 to 2021 in the country. A total of
179 isolates of Colletotrichum spp. collected from major production areas were characterized.
Among them, 128 isolates were obtained from open field and the other 51 isolates were from
protected cultivation. All the isolates were preliminarily determined at complex species level by
specific PCR reaction or BLAST search of DNA sequence of the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region
of ribosomal DNA (ITS). Six complex species including 70 C. acutatum sensu lato (CA), 2 C.
boninense sensu lato (CB), 58 C. gloeosporioides sensu lato (CG), 1 C. magnum sensu lato (CM),
4 C. orchidearum sensu lato (CO) and 44 C. truncatum sensu lato (CT) isolates were determine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e prevalence of CA, CG and CT with 39, 33 and 24%,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that they are the three main complex species. Interestingly, CA was predominant in open
field, whereas CG in protected cultivation. To further confirm the species identity, 50
representative strains were analyzed by multi-locus phylogenetic analyses based on the
concatenate sequences of ITS, act, chs-1, gapdh, his-3, tub2 gene. Phylogenetic analysis identified
10 distinct species comprising C. scovellei, C. brevisporum, C. karstill, C. plurivorum, C.
truncatum, C. fructicola, C. gloeosporioides, C. siamense, C. tainanense and C. tropicale
associated with the disease. To our knowledge, both C. brevisporum (within CM) and C.
plurivorum (within CO) were the new emerging species found for the first time on the crop in
Taiwan.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complicated pathogen diversity associated with fruit anthracnose
on sweet pepper. In Taiwan, C. scovellei (within CA), C. truncatum (within CT) and C. fructicola
(within CG) are the main pathogens, but some minor pathogens also affect this crop. This study
provides useful information for developing effective disease management of this crop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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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6 兩種腐霉病菌引起之草莓幼苗萎凋病－蔡志濃、蔡惠玲、林筑蘋、安寶貞(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植物病理組 ) Phytopythium helicoides and Pythium cucurbitacearum
causing seedling wilt of strawberry in Taiwan－Tsai, J. N., Tsai, H. L., Lin, C. P., Ann, P. J.
(Division of Plant Pathology,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A)
大部分的腐霉病菌可寄生於植物種子、幼苗及老化階段的植株，使寄主植物產生猝倒
(damping-off disease)。腐霉病菌欲成功危害植物成為病原菌，主要取決所在環境中其接種
源密度、土壤溫濕度及與其他土壤微生物競爭能力的強弱。依據歷年田間草莓病害採集調
查，感染腐霉病菌之地下部根系稀少，甚而完全腐爛；地上部之莖基組織出現不規則褐變、
腐敗，葉片黃化、萎凋或枯萎，嚴重時全株死亡。將田間採集到的罹病樣本，先以自來水
沖洗其根系與莖基部表面，於病健部交界的病組織切成小塊 (7x7 mm2)，以 0.5% (v/v) 次
氯酸鈉 (NaClO) 水溶液進行表面消毒 10-30 秒，利用廚房紙巾吸乾組織表面的水份，該
消毒過的組織塊置於分離疫病菌常用之 5% CVA (Clarified V-8 juice agar) 半選擇性培養基
上進行培養。經由人工接種試驗完成柯霍氏病害鑑定結果顯示，有兩種腐霉菌
(Phytopythium helicoides and Pythium cucurbitacearum) 可以造成草莓幼苗植株萎凋。P.
helicoides 在 5%V-8 培養基上的菌落為白色，無形成特殊花紋，具氣生菌絲。該菌生長快
速，生長溫度為 12-42℃，最適溫 32℃，直線生長速率為每日 3.37 cm。孢囊球形或橢圓
形 ， 大 小 15-35 × 20-35 μm 。 釋放游走子之孢囊可再生內生孢囊 ， 約三次之多。 P.
cucurbitacearum 在 5%V-8 培養基上的菌落形成直線放射狀花紋，菌絲平鋪於培養基上，
氣生菌絲較少。生長溫度為 12-37℃，最適溫 28-32℃，直線生長速率為每日 1.64 cm。孢
囊球形或卵球形，大小為 7.5-12.5 × 5.5-10 μm。兩種腐霉病菌在單獨培養時均會形成卵孢
子，為同絲型。每一藏卵器約有 1-3 個藏精器附著，卵孢子非充實性。為了確認之病原性，
分別蒐集 P. helicoides 及 P. cucurbitacearum 之游走子懸浮液，以莖基部澆灌方法接種於
草莓 (豐香)之根系或莖基部，14-20 天後可以誘發病害，出現與田間相同之萎凋病徵；相同
病菌亦可從罹病組織回分得到。P. helicoides 及 P. cucurbitacearum 之 ITS1/5.8S/ITS2 基因
序列長度分別為 790 bp 及 841 bp，與 NCBI GenBank 資訊庫中腐霉病菌之的相同度分別
高達 99.88-100 %，顯示基因序列的比對結果與形態鑑定結果具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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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7 台農 20 號鳳梨小果腐敗病之病徵及其真菌相之研究－梁鈺平、林冠妤、賴素玉、倪
蕙 芳 (行 政 院 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植物保護系 ) Symptoms and mycobiome
associated with pineapple fruitlet core rot in the ‘TN20’ cultivar－Liang, Y. P., Lin, K. Y., Lai, S.
Y., Ni, H. F. (Department of Plant Protection, Chiayi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hiayi 600, Taiwan)
鳳梨小果腐敗病 (fruitlet core rot) (或稱黑目病) 普遍發生於世界上許多鳳梨產區，於
台灣目前主要栽培品種中，以台農 20 號發生最為嚴重，造成嚴重損失。本研究於 2018 至
2021 年間調查台灣各地鳳梨小果腐敗病之病原菌種類，發現以 Talaromyces amestolkiae、T.
stollii、T. funiculosus 及 Fusarium ananatum 為主。此些病原菌不同菌株間之菌落外觀多樣
化，且常複合出現於同一病斑，因此本研究設計此 4 種真菌之專一性引子，成功提高鑑定
之效率。此外，於台農 20 號鳳梨上，發病果目病徵有「乾腐」及「濕腐」兩種。為了解此
二種病徵是否係不同種類病原菌感染所造成，本研究於 2021 年 7 月至 9 月調查嘉義民雄
及大林地區共 3 批次之台農 20 號鳳梨乾腐、濕腐及健康果目，以及果實花腔內之真菌種
類，結果顯示 80%以上之健康果目無分離到真菌，而乾腐及濕腐病斑之真菌種類組成於各
批次比例有所不同，但 T. amestolkiae、T. stollii、T. funiculosus 及 F. ananatum 於兩種病徵
之果目均可分離到，因此病徵差異之原因還須更進一步研究。此外，花腔內真菌種類各批
次均以 T. amestolkiae 為主，F. ananatum 則極少。為進一步了解病原菌於田間之分佈是否有
所差異，本研究調查民雄同一田區共 8 個小區之鳳梨小果腐敗病斑上之真菌組成，發現
Talaromyces spp.及 F. ananatum 之比例於各小區間差異明顯，顯示病原菌於田間可能非均勻
分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梁鈺平
聯絡 E-mail：yupingliang@tari.gov.tw
電話：05-2753205
86

FD-8 Evaluation of Bacillus spp. on control of Southern blight caused by Sclerotium rolfsii in
pepper - Sriprasert, K.1, Sritongkam, B.1, Chung, W.
H.1,2 (1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ation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outh, Taichung 402, Taiwan; 2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er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DCSA))
Southern blight caused by Sclerotium rolfsii is a major fungal disease and soil-borne disease
damaging the economic crops worldwide with more than 500 species. The symptoms show wilting,
water-soaked lesions on succulent stems and petioles, crown rot, plant collapse, and death. Usually,
the fluffy fungal mats are present on the soil surface or on affected plant tissues. Light brown
sclerotia, about the size of mustard seeds, could be present in clumps on the affected plant tissue.
The management of southern blight relies primarily on the strategic application of synthetic
fungicides which also pollute the environment. The present study was assessed the potential of
plant-growth-promoting rhizobacteria (PGPR) and control of southern blight disease in pepper. In
this study, S. rolfsii SC-1 was isolated from Chili in Changhua County, Taiwan. For the antagonistic
test, 13 Bacillus strains were screened for the ability against S. rolfsii SC-1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 amyloliquefaciens R8-25, R8-43, and PS6-2 showed best efficacy on inhibition of mycelia
growth of S. rolfsii SC-1 with 62.2%, 61.5% and 59.1%,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ese three strains
also have the best ability to inhibition of sclerotial germination. In addition, the three strains could
produce volatile metabolites that also showed ability against mycelia growth and sclerotia
germination. For the plant-growth-promoting test, the strains R8-25 and R8-43 have the efficacy
to promote bell pepper and chili pepper growth in greenhouse conditions. In the control test, strains
R8-25 and R8-43 could reduce the severity of southern blight in bell/chili pepper based on seed
coating method in greenhouse condition. Thus, the two strains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agents on
control of southern blight caused by S. rolfsii SC-1 in pe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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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9 Evaluation of Streptomyces on promoting growth and control of Fusarium wilt in melon Hanniran, K.1, Sritongkam, B.1, Chung, W. H.1,2 (1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ation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outh, Taichung 402, Taiwan; 2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er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DCSA))
Fusarium oxysporum f.sp. melonis (Fom) is one of the most destructive soil-borne disease in
melon crop. This disease could cause yellowing and wilting symptoms in melon plant. Fom has
been characterized to four physiological races, r0, r1, r2 and r1,2 further divided into r1,2y
(yellowing) and r1,2w (wilting). Fom could be survived residues and roots of most crops grown
in rotation with melon, a disease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Several methods are conducted to control
this disease, including chemicals, physicals, resistant plant, bio-control, etc. Among these methods,
bio-control is considered as potential and safety method. In this study, Fom isolate M4F was
isolated from melon and identified as r2. For screening the efficacy bioagent, the Bacillus and
Streptomyces were examined their ability against Fom. Moreover, the ability of plant-growthpromoting was also tested. The inhibition test revealed that Streptomyces strains showed better
ability against Fom (M4F) than Bacillus, especially, S5-3-7 and S5-5-3 strains. The two strains
showed 72.4% and 69.1% inhibition rate respectively. The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 test
indicated that both Streptomyces strains could not produce VOC against M4F. Moreover, the
fermentation liquid without S5-3-7 and S5-5-3 could induce the abnormal morphology on mycelia
and showed good mycelia inhibition rate of 83.7% and 77.6%, respectively. In plant-growthpromoting test, the strains S5-3-7 and S5-5-3 have the efficacy to promote melon plant growth in
greenhouse conditions. Preliminary test demonstrated that the S5-3-7 and S5-5-3 could reduce the
severity of Fusarium wilt based on drench method in greenhouse condition. Thus, the two strains
of Streptomyc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agents on control of Fusarium wilt caused by F. oxysporum
f. sp. melonis in me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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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10 引起玫瑰疫病發生之環境因子及其防治藥劑之篩選─黃晉興、袁琴雅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業試驗所植物病理組)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disease development of rose

root rot and the chemical screening for the disease control in Taiwan─Huang, J.-H., and Yuan, C.Y. (Plant Pathology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疫病菌 Phytophthora nagaii、Phytophthora bishii (syn. Phytophthora bisheria) 以及腐霉
菌 Phytopythium helicoides 皆會造成玫瑰幼苗根腐與莖基部褐化腐敗的病徵，嚴重時會造成
植株萎凋枯死。在田間的病害調查發現，夏季才會發生根腐病，而幼苗的根腐病多由腐霉
菌造成，苗齡 1 年以上的玫瑰植株根腐病則僅由疫病菌造成。玫瑰疫病菌(P. nagaii 與 P.
bishii)菌絲在 5%CVA 培養基上於 12−34℃均可生長，於 28℃生長最快，盆栽接種玫瑰苗結
果顯示此 2 種疫病菌於 24℃即可感染玫瑰造成地上部病徵，，28−36℃為最適發病溫度；
接種後的盆栽玫瑰根部不浸水則不會出現病徵，浸水 4 天只會出現少數植株輕微病徵，浸
水 7 天或以上則浸水天數愈久則病害越嚴重；將此 2 種疫病菌接種苗齡 2、4、6 個月的盆
栽玫瑰苗 (萬年紅與埔里之星 2 品種)，4 週後調查病害，Ph. nagaii 造成之玫瑰苗發病度分
別為 79.2−95.8%、58.3−95.8%、33.3−95.8%，Ph. bishii 則造成發病度為 37.5−41.7%、
16.7−20.8%及 8.3−12.5%，以萬年紅較感病，苗齡 12 個月的萬年紅玫瑰接種 Ph. nagaii 則
在 2 個月後開始出現病徵，3 個月後的發病率與發病度分別為 40%與 30%；田間調查玫瑰
成株疫病的結果顯示，此病害於每年 9−10 月達發病最高峰，冬季則發病不再加重，可能是
田間 5−8 月高溫多雨而適合疫病菌感染，經感染後 3 月開始出現病徵，爾後溫度降低且少
雨水則病害不再嚴重。將此 2 種疫病菌移植於含有 0.001-1000mg/L 濃度藥劑的培養基中，
測試菌絲生長長度，以計算出菌絲生長 50%抑制率之濃度(EC50)，結果顯示所供試的藥劑
中以亞磷酸鉀、氟比拔克、銅滅達樂、依得利、達滅芬、曼普胺、達滅脫定及鋅錳座賽胺
對此 2 種疫病菌菌絲生長的抑制效果較佳，而 P. nagaii 對化學藥劑耐性較高；盆栽防治結
果以曼普胺、氟比拔克、達滅脫定及亞磷酸效果佳；田間試驗結果顯示於 4−10 月每個月於
玫瑰莖基部灌注 50−100 ml/plant 的 60.8%氟比拔克 1,200 倍稀釋液或中性亞磷酸 12mM 稀
釋液皆有防治效果，以後者防治效果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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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11 稻稈煙燻水與 Streptomyces 屬菌株對防治穴盤甘藍苗期病害與促進生長效果評估
—郭俊佑1、黃三光2、鍾文鑫3,4(1國立中興大學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士學位學程、2國立中
興大學園藝學系、 3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4國立中興大學永續農業創新發展中心)
Evaluation of rice straw smoke-water and Streptomyces spp. on the control of damping-off and
growth promotion in cabbage seedlings—Kuo, C. Y.1; Hwang, S. G.2; Chung, W. H.3 (1Master
Program for Plant Medicine and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Taichung, Taiwan; 2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NCHU, Taichung, Taiwan; 3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CHU, Taichung,
Taiwan; 4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er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DCSA))
穴盤育苗為利用穴盤容器來栽培種苗，其特點在於種苗移植存活率高且生育恢復生長
快速。然而，育苗時期易發生苗立枯病與苗猝倒病等苗期病害。目前在十字花科立枯病的
登記用藥只有賓客隆與木黴菌R42，十字花科猝倒病則無相關推薦用藥。因此，本論文研究
動機在於尋找具有病害防治潛力的無毒資材與生物性資材，幫助育苗場改善穴盤苗期病害
問題，並評估是否可同時具有促進植株生長效果。本研究利用稻米剩餘農業廢棄物-稻桿，
將其燃燒後製成煙燻水（smoke-water），探討其對甘藍苗期病原菌Rhizoctonia solani AG-4
CauRS1與Pythium aphanidermatum Py-12之防治效果。於初步拮抗試驗結果得知，50%煙燻
水對兩種苗期病原菌菌絲生長皆有抑制效果，菌絲生長抑制率分別達60.78%與50.25%。另
測試分離自香蕉根部之內生Streptomyces spp. 菌株對CauRS1與Py-12生長抑制效果，結果顯
示，供試鏈黴菌中以S4-1-5與R5-2-2菌株具有較好的抑制效果，對CauRS1之菌絲生長抑制
率分別達64.6%與71.5%，而對Py-12之菌絲生長抑制率則分別達61.4%與86.8%。進一步於
溫室條件下測試防治前述兩種苗期病害之效果，證實S4-1-5與S5-2-2菌株均能顯著降低病害，
對立枯病之病害嚴重度可分別降低到24.25%與21.25%，而對猝倒病之病害嚴重度則分別降
低到26.04%與25.35%。另評估施用S4-1-5與R5-2-2菌株發酵液對穴盤甘藍苗是否有促進生
長效果，結果顯示，S4-1-5與R5-2-2的發酵培養液對甘藍苗有較明顯促進生長的效果，絕對
生長速率分別為2.88(g/day)與2.91(g/day)，顯著優於其他處理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鍾文鑫
聯絡 E-mail：wenchung@nchu.edu.tw
電話：04-22840780 轉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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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 花蓮縣文旦產區窄胸天牛發生情況調查 - 陳怡樺、林立（行政院農委會花蓮區農業改
良場）
。 Investigation on the occurrence of Philus antennatus in Ruisui township, Hualien County.
- Chen, Y. H., Lin, L.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A, Ji’ an,
Hualien 97365)
花蓮縣文旦種植面積約 900 公頃，近年發現危害文旦之窄胸天牛(Philus antennatus
(Gyll.))於花蓮鶴岡地區發生，影響部分文旦果園樹勢，窄胸天牛屬於鞘翅目（Coleoptera）
、
舊天牛科（Vesperidae），主要於幼蟲時期危害植株，啃食植株鬚根與主根之韌皮部獲取養
分，嚴重時甚至造成整棵文旦枯死。本場於 107 至 110 年間於瑞穗鄉鶴岡村窄胸天牛發生
園區進行監測，監測時採用台南區農改場研發之木板製造縫隙方式和夜晚使用白色燈泡及
水盆，分別誘引天牛產卵及誘殺成蟲。於文旦園隨機選擇 10 棵樹，每棵樹設置 4 組木板誘
引產卵，每週計算產卵數。燈光架設則於果園內設置兩盞燈源，同樣每週紀錄水盆內誘殺
之成蟲數，調查期間為四月中至六月中。結果顯示在卵粒調查部分，107 年平均誘集 723.1
粒卵/每棵樹、108 年 73.1 粒卵/每棵樹、109 年 153 粒卵/每棵樹、110 年 939.5 粒卵/每棵
樹。成蟲部分 107 年平均 330.5 隻成蟲/盞燈、108 年 175.5 隻/盞燈、109 年 190.5 隻/盞燈、
110 年 978 隻/盞燈。依據四年調查結果顯示，鶴岡文旦產區窄胸天牛密度在有進行防治的
園區中，108 年和 109 年密度有下降趨勢，但 110 年密度則又上升，另成蟲羽化和產卵高
峰期落在五月中、下旬。依據四年氣象資料，推測窄胸天牛密度與監測期間降雨日數及溫
度有關。另目前調查結果顯示除了瑞穗鄉鶴岡村監測到窄胸天牛族群之外，其他鄉鎮文旦
產區則尚未發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林立
聯絡 E-mail：llin@hdares.gov.tw
電話：03-8521108 轉 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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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2 取食不同品種玉米葉片之秋行軍蟲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鱗翅目：
夜 蛾 科 ) 的 族 群 特 性 – 方 科 竣 、 林 彥 伯 (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植 物 醫 學 系 )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Lepidoptera: Noctuidae) fed on the
leaf of different maize varieties – Fang, K.- J., Lin, Y.- P.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City, 600355, Taiwan)
秋行軍蟲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屬鱗翅目 (Lepidoptera)、夜蛾科
(Noctuidae)，2019 年確認入侵臺灣，其寄主植物據紀錄多達 76 科，超過 354 種，是重要
的農業害蟲。目前國內受此害蟲危害最為劇烈的作物仍為玉米 (Zea mays)，其幼蟲啃食心
葉、幼嫩花穗與果穗等部位，導致植株發育不良，造成嚴重經濟損失。當前對於入侵台灣
之秋行軍蟲族群的基礎生態資料仍然不足，故本研究於定溫 27℃ 相對溼度 70 ± 5%、光
週期 12:12 (L:D) 的恆溫生長箱內，利用鮮食 (品種：雪珍)、硬質 (品種：台農 1 號) 及
青割 (品種：農興 688) 三個不同品種玉米之葉片飼養該蟲，以進行生活史觀察。所得資料
再利用兩性生命表軟體分析，並探討取食不同食物之秋行軍蟲的族群表現，期望最終試驗
結果可為臺灣日後秋行軍蟲相關研究與防治參考所用。

聯絡人：林彥伯
聯絡 E-mail：yenpo.lin@mail.ncyu.edu.tw
電話：05-271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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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3取食不同品種番茄葉片之秋行軍蟲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鱗翅
目：夜蛾科) 的族群特性–陳泓銘、林彥伯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Lepidoptera: Noctuidae) fed on the
leaf of different tomato varieties – Chen, H.- M., Lin, Y.- P.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City, 600355, Taiwan)
鱗翅目夜蛾科 (Lepidoptera: Noctuidae) 秋行軍蟲 (Spodptera frugiperda) 原產於北美
洲南部，文獻紀載可為其寄主的植物可多達 76 科，354 種以上，現今已擴散到全球，深
受各國重視。此害蟲亦於 2019 年確認入侵台灣，並有取食多種作物的報導。雖目前秋行
軍蟲在田間仍以危害玉米 (Zea mays)、高粱 (Sorghum bicolor) 等禾本科 (Poaceae) 作物為
主，但根據國外研究，此蟲對茄科 (Solanaceae) 作物，如：番茄 (Solanum lycopersicum) 與
菸草 (Nicotiana tabacum) 等，皆具危害之潛力。番茄為台灣具高經濟價值之蔬果作物，栽
種面積廣，年產量亦高。故本研究選擇包含大果 (黑柿)、小果 (美女) 商業和實驗室保存
之番茄品種 (L390)，利用其葉片餵食秋行軍蟲幼蟲，再以取食硬質玉米 (台農一號) 葉片
和人工飼料族群作為對照，進行生活史實驗，並將所得資料進行兩性生命表分析。目前結
果顯示，秋行軍蟲對番茄葉片的寄主適應性較低，其中黑柿品種試驗組之幼蟲皆無法存活，
而取食 L390 與美女品種葉片之族群雖可完成生活史，但各項族群參數皆不及取食玉米葉
片與人工飼料者。目前相關研究仍在進行中，所獲資料可為日後台灣秋行軍綜合防治 (IPM)
策略擬定參考之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林彥伯
聯絡 E-mail：yenpo.lin@mail.ncyu.edu.tw
電話：05-271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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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4 嘉義縣玉米田區秋行軍蟲本土寄生蜂種類之初步調查–姚致安、林彥伯 (國立嘉義大
學植物醫學系)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endemic parasitoid wasps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Lepidoptera: Noctuidae) from cornfields in Chiayi County, Taiwan–Yao, C.- A.,
Lin, Y.- P.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City, 600355,
Taiwan)
秋行軍蟲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原產於美洲熱帶和亞熱帶地區，
屬鱗翅目 (Lepidoptera) 夜蛾科 (Noctuidae)，自 2019 年確認入侵台灣後，即嚴重威脅國
內玉米 (Zea mays)、高粱 (Sorghum bicolor) 等禾本科 (Poaceae) 作物生產。嘉義縣為台灣
硬質與青割玉米主要栽培區之一，秋行軍蟲危害嚴重，但這二類玉米產品多用為禽畜飼料，
經濟價值不高，為節省成本之故多採粗放管理。因此，當前抑制此害蟲危害之主要方法，
如施用化學合成有機藥劑或蘇力菌 (Bacillus thuringiensis) 製劑等，並不適用於此類栽種模
式。而常存於這些田區中的各類本土寄生蜂具主動搜尋寄主能力，且數目眾多，或可成為
非慣行農法玉米田間壓抑秋行軍蟲族群的主要力量。本研究調查嘉義縣六腳鄉、新港鄉、
布袋鎮、義竹鄉、中埔鄉、太保市與朴子市玉米田間秋行軍蟲幼蟲的被寄生率與本土寄生
蜂的種類，並與花蓮縣光復鄉、吉安鄉和屏東縣車城鄉等地的調查結果進行比對。目前初
步 發 現 ： 1) 可 寄 生 秋 行 軍 蟲 幼 蟲 之 寄 生 蜂 有 姬 蜂 科 (Ichneumonidae) 與 繭 蜂 科
(Braconidae) 之 Chelonus、Cotesia 等屬數種；2) 田間秋行軍蟲幼蟲被寄生率具地區差異。
相關調查將持續進行，累積更多這些寄生蜂的種類、分佈與豐度資料，便於擬定田間綜合
管理策略時所用。

聯絡人：林彥伯
聯絡 E-mail：yenpo.lin@mail.ncyu.edu.tw
電話：05-271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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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5 溫度對取食水稻葉片之秋行軍蟲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鱗翅目：
夜蛾科) 族群特性 – 林彥伯、唐辰蓀、林歷諺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Lepidoptera: Noctuidae) fed on rice leaf (Oryza sativa) – Lin, Y.- P., Tang, C.- S., Lin, L.- Y.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City, 600355, Taiwan)
秋行軍蟲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1797)) 屬鱗翅目 (Lepidoptera)、夜蛾科
(Noctuidae)，自 2019 年確認入侵臺灣後，雖此蟲危害之作物仍以玉米 (Zea mays) 和高粱
(Sorghum bicolor) 為主，但同屬於禾本科 (Poaceae) 之我國主要糧食作物水稻 (Oryza
sativa) 可否受其危害，並造成重大農損，仍是政府植物防疫單位與公眾關心之議題。目前，
國內僅有水稻秧苗遭秋行軍蟲幼蟲啃食的零星報導與少量研究，為了解台灣秋行軍蟲族群
若僅取食水稻葉片可否順利完成生長發育，故本研究以溫度 (27 及 22°C) 為變因，在相
對溼度 70 ± 5%、光週期 12:12 (L:D) 的恆溫生長箱內利用水稻秧苗 (台南 11 號) 單隻飼
養採自屏東縣車城鄉之該蟲幼蟲。並以取食硬質玉米 (台農 1 號) 葉片和人工飼料族群作
為對照，進行生活史觀察。所得資料利用兩性生命表軟體分析，探討各試驗組秋行軍蟲的
族群表現。目前結果顯示，雖 150 隻取食水稻葉片之秋行軍蟲在 27°C 環境下有 51 (雌：
22；雄：29) 隻羽化成蟲，但幼蟲發育遲緩，且具超齡 (> 6 齡) 現象。於 22°C 中之試驗
族群則生長表現更不佳，150 隻受試幼蟲中僅 1 個體羽化成蟲。綜合目前結果，雖相關試
驗仍持續進行中，但水稻似不為入侵我國之秋行軍蟲適合的寄主。

聯絡人：林彥伯
聯絡 E-mail：yenpo.lin@mail.ncyu.edu.tw
電話：05-271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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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6 溫度對取食結球甘藍葉片之大菜螟 (Crocidolomia pavonana (Fabricius, 1794)) (鱗翅目：
草蛾科) 族群特性之影響–蕭易覲、林彥伯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Crocidolomia pavonana (Fabricius, 1794) (Lepidoptera:
Crambidae) fed on cabbage leaf (Brassica oleracea var. capitata) – Xiao, Y.- J., Lin, Y.- P.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City, 600355, Taiwan)
大菜螟 (Crocidolomia pavonana (Fabricius, 1794)) 屬鱗翅目 (Lepidoptera)、草螟科
(Crambidae)，分佈於非洲、亞洲和澳洲的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寄主植物主要為各類十字花
科 (Brassicaceae) 蔬菜，也有取食菊科 (Asteraceae) 萵苣 (Lactuca sativa) 之紀錄。此害蟲
在臺灣目前以危害秋冬季種植之結球甘藍 (Brassica oleracea var. capitata) 為大宗，幼蟲除
啃食作物的幼苗、外葉、球葉與花芽外，亦可織網連綴糞粒造成汙染，使作物商品價值大
降。我國目前對於大菜螟族群的基礎生態資料較不足，故本研究以溫度 (27 及 24°C) 為
變因，在相對溼度 70 ± 5%、光週期 12:12 (L:D) 的恆溫生長箱內利用結球甘藍 (品系：初
秋) 葉片飼養採自嘉義縣中埔鄉之該蟲，以進行生活史觀察。其後，再將所獲資料利用兩
性生命表軟體分析，比較生活於不同溫度下的族群表現。另外，為測試取食萵苣葉片之大
菜螟是否可完成生長發育，本研究以未噴灑農藥的不同品種萵苣新鮮葉片為食草，於溫度
27 ± 0.5°C、濕度與光週期同於前述設定之生長箱中進行單隻飼育，每次試驗 50 隻，分成
5 重複。每日定時觀察並記錄受測族群之幼蟲期、化蛹率、蛹期、蛹重、雌雄蟲個體數及
羽化率等生活史特徵。相關實驗仍持續進行中，期望最終結果可為臺灣日後大菜螟防治參
考所用。

聯絡人：林彥伯
聯絡 E-mail：yenpo.lin@mail.ncyu.edu.tw
電話：05-271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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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7 溫度依變下咖啡果小蠹取食人工飼料之生活史及族群表現–魏紹華、林明瑩 (國立嘉
義大學植物醫學系) Temperature-dependent life history and popul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coffee
berry borer, Hypothenemus hampei (Ferrari) (Coleoptera: Curculionidae: Scolytinae) on artificial
diet–Wei, S. H., Lin, M. Y.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600, Taiwan)
咖啡果小蠹為全世界咖啡產業上最具威脅性之害蟲，可對樹上之漿果及貯藏之生豆造
成嚴重危害，導致之經濟損失甚鉅。本研究針對咖啡果小蠹之生物學進行探討，包括不同
觀察間隔對其存活及繁殖之影響，以及溫度依變下之生活史與族群表現，藉此掌握咖啡果
小蠹之生態資訊。於 1、5 及 10 日之不同觀察間隔為期 30 日之試驗中，死亡率分別為
100、95 及 55%，而繁殖量分別為 0.55、8.45 及 19.35 粒卵/雌蟲。咖啡果小蠹於 18、
21、24 及 27oC 下，成蟲前期之發育時間分別為 59.85、35.86、31.93 及 27.64 日，隨溫
度升高而顯著縮短，其發育臨界低溫 (T0) 為 8.91oC、發育總積溫 (K) 為 485.44 日度，
而發育最適高溫 (Topt) 為 26.56oC。咖啡果小蠹雌成蟲之壽命於 27oC 下最短，為 53.42
日；雄成蟲則於 24oC 下最短，為 12.50 日；而雌、雄蟲之壽命皆於 18oC 下為最長，分
別可達 115.77 及 26.50 日。雌成蟲於 18–27oC 下，成蟲產卵前期 (APOP) 分別為 23.82、
14.75、23.00 及 8.95 日，隨溫度升高而顯著縮短，產卵天數於 24oC 下最長，為 32.67 日，
且平均每隻雌蟲可產 29.00 粒卵為最多。藉由兩性生命表理論分析咖啡果小蠹之族群介量，
其淨繁殖率 (R0) 於 24oC 下最高，為 13.32 eggs/individual；內在增殖率 (r) 及終極增殖
率 (λ) 隨溫度升高而顯著增加，於 27oC 下最高，分別為 0.0401 及 1.0409 day-1；平均世
代時間 (T) 則隨溫度升高而顯著縮短，於 27oC 下最短，為 51.34 日。本研究針對咖啡果
小蠹建立之完整基礎生態資訊，於日後相關研究及防治管理上為重要之參考。

聯絡人：林明瑩
聯絡 E-mail：mylin@mail.ncyu.edu.tw
電話：05- 271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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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8 栽培介質之莖線蟲族群鑑定與寄主範圍測試－梁哲彰、陳珮臻（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
理學系）The identification and host range of Ditylenchus spp. from planting media－Liang, C.
C., Chen, P.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27 Taiwan)
莖線蟲 Ditylenchus Filipjev, 1936 屬 Anguinidae 科，目前已知種類約有 63 個種。莖線
蟲屬食性多樣，可分為植食性以及食菌性種類，或是兩者食性兼具的種類。D. dipsaci 及 D.
destructor 為內寄生遷移性線蟲，入侵植物造成組織腫大或形成壞疽，為全球重要經濟危害
之植物寄生性線蟲，被多國列為重要檢疫對象。本研究於本土及邊境檢疫攔截栽培介質中
分離 4 個莖線蟲族群，分別命名為 PCD、TED、GFAD 及 GSLD。其共同形態為具有不明
顯之口唇部，口唇型態扁平，口針纖細，口針結球不明顯，中部食道球發育完全，食道與
腸沒有交疊，雌蟲具後部子宮支囊，四個族群皆符合莖線蟲屬之基本型態，唯尾部型態變
異大。但因莖線蟲種間許多測量值重疊，種內型態變異大，故輔以 18S rRNA 區間序列進
行演化分析，結果將 PCD、TED 及 GFAD 族群分類至 D. triformis-group，而 GSLD 族群則
分類至 D. dipsaci-group。因其食性未明，故最後僅成功將 PCD 及 TED 族群培養起來。進
一步觀察發現這兩個族群的線蟲皆具有六條側線，雌蟲尾部呈細長圓錐形，尾尖鈍圓，且
演化樹將之分類至 D. triformis-group，故推測此兩莖線蟲族群為食菌性線蟲。測試其寄主
範圍，包含四種植物病原真菌 Alternaria citrus、Botrytis cinerea、Fusarium oxysporum、
Rhizoctonia solani；及兩種植物材料蘿蔔癒傷組織及苜蓿。結果此兩個莖線蟲族群僅能於 R.
solani 上繁殖，亦支持其食菌特性，未來可進一步分析這兩群線蟲是否可取食經濟重要的
菇類作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陳珮臻
聯絡 E-mail：janetchen@nchu.edu.tw
電話：04-22840780 轉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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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9 臺灣洋菇菇蟎種類與重要害蟎—申屠萱 1、張淑貞 1、廖治榮 2,3、黃棨揚 4、陳錦桐 5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2 臺灣大學昆蟲學系、3 中興大學昆蟲學系、4 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植物病理組、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花卉研究中心) Species
of mushroom mites and important pest mite on Agaricus bisporus in Taiwan— Shentu, H.1, Chang,

S. C.1, Liao, J. R.2,3, Huang, C. Y. 1, Chen, J. T. 4 (1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2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City 106,
Taiwan; 3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City 402,
Taiwan; 4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5Floriculture
Research Center,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Gukeng, Yunlin 646, Taiwan)
在臺灣，洋菇透過菇舍溫濕度控制設備加上漸趨成熟的栽培技術，可全年生產，即使
如此，洋菇仍面臨害蟲、害蟎問題，而影響產量。本研究於 2017-2021 年調查苗栗、台中、
彰化、雲林、屏東等地區共計 13 間洋菇菇舍，收集被害菇床介質，調查到食菌性蟎類有 7
種，分屬 5 科：小異蟎科 (Microdispidae)、矮蒲蟎科 (Pygmephoridae)、新矮蒲蟎科
(Neopygmephoridae)、盾蟎科 (Scutacaridae)、粉蟎科 (Acaridae)。非食菌性蟎類有 8 種，具
捕食性及腐食性，分屬 7 科：網背蟎科 (Stigmaeidae)、寄蟎科 (Parasitidae)、巨鋏蟎科
(Macrochelidae)、密卡蟎科 (Melicharidae)、蠊蟎科 (Blattisociidae)、厲蟎科 (Laelapidae)、
尾足蟎科 (Urodinychidae)。食菌性蟎中分布最廣的是蘭氏蟎 Premicrodispus sp.，隸屬小異
蟎科；其次為穗蟎 Pediculaster spp.，隸屬 Pygmephoridae；隸屬粉蟎科的腐食酪蟎 Tyrophagus
putrescentiae 較少發現，它們皆會取食洋菇菌絲和子實體。於洋菇走菌期、出菇期菇舍捕獲
的蚤蠅身上發現其攜帶蘭氏蟎，觀察到蘭氏蟎有後足站立行為，可能為攀附蚤蠅隨其傳播。
穗蟎在走菌期覆土階段隨土進入栽培菇床，聚集處常無菌絲生長，出菇期後漸少。腐食酪
蟎於走菌期與出菇期出現，菇舍周圍做好衛生管理杜絕侵入源，即可防止。蘭氏蟎及穗蟎
數量多時會使洋菇菌絲減少，出菇量減少，造成產量損失。非食菌性蟎以網背蟎 Stigmaeidae
sp. 分布最廣，其他種分布較少，可能與菇舍溫度在 18-25℃有關。已建立蘭氏蟎 ITS 及
COI 片段序列，另建立 2 種穗蟎 ITS 片段序列可輔以區分此 3 種蟎。未來擬針對害蟎侵入
菇床的途徑，與捕食性蟎的捕食習性，擬定適合的洋菇菇蟎防治策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申屠萱
聯絡 E-mail：shentu@tari.gov.tw
電話：04-2331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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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0 雲嘉南地區蝴蝶蘭園害蟲及害蟎之發生調查–魏紹華、林明瑩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
學系) Investigation of pests and mites in Phalaenopsis spp. gardens in Yunlin, Chiayi and Tainan
area–Wei, S. H., Lin, M. Y.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600, Taiwan)
蝴蝶蘭 (Phalaenopsis spp.) 為臺灣重要之花卉作物，於外銷上具極高之經濟價值，且
外銷量亦為花卉之冠，為我國四大外銷旗艦農產品之一。外銷花卉常需面臨出口之檢疫規
範，而蝴蝶蘭雖於栽培過程中具嚴格病蟲害之管理，但仍時有零星檢出有害生物之案例。
鑒於此花卉對我國外銷市場之重要性，本研究針對雲嘉南地區之蘭園進行調查，持續掌握
現今蝴蝶蘭上發生之害蟲及害蟎，並建立相關害蟲、蟎之資料。自 2021 年 1 月至 9 月
間，於雲嘉南地區之蝴蝶蘭園進行採集調查，其中雲林地區 3 處、嘉義地區 2 處及臺南
地區 7 處，共計 12 處。於黃色黏紙及植株之調查結果顯示，以雙翅目黑翅蕈蚋 (Bradysia
sp.) 之發生頻度最高為 100%；其次為半翅目之粉蝨 (Aleyrodidae)，為 66.67%；而纓翅目
之薊馬 (Thripidae) 再次之，為 41.67%。其中黑翅蕈蚋主要普遍發生於自瓶苗移出之幼苗；
而粉蝨之發生頻度雖高，但多數由黏紙調查捕獲，未見於蝴蝶蘭植株上發生明顯之為害；
薊馬則多發生於抽花之蝴蝶蘭園。另外，蝴蝶蘭之首要害蟎，太平洋偽蟎之發生頻度為 25%，
共於 3 處蘭園發現遭受其為害之植株，將受害株攜回研究室鏡檢並持續管理，順利於葉片
上產生大量之族群。其餘尚發現鱗翅目之斜紋夜蛾 (Spodoptera litura) 與食菌之細蟎
(Tarsonemidae)，但其發生之頻度皆低於 8.33%。本研究針對雲嘉南地區之蝴蝶蘭園，調查
盤點其重要害蟲及害蟎，期能建立完整之有害生物資訊。

聯絡人：林明瑩
聯絡 E-mail：mylin@mail.ncyu.edu.tw
電話：05- 271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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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1 三種果實蠅科(Diptera: Tephritidae)害蟲之種間交尾測試與其應用於不孕性防治之評
估－洪傳捷 1，周明儀 2，黃毓斌 3（1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現職於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
所應用動物組、 2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推廣中心、 3 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
Interspecific mating test of three Tephritid flies (Diptera: Tephritidae) and the implication for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 Hong, C. J.1, Chou, M. Y.2, Huang, Y. B.3 (1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current address Applied
Zoology Divisio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2Agricultural Extension Center,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3
Applied Zoology Divisio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東 方 果 實 蠅 (Bactrocera dorsalis) 、南 瓜 實 蠅 (Zeugodacus tau) 、 瓜實 蠅 (Zeugodacus
cucurbitae)皆為國際重要的果實蠅科(Tephritidae)檢疫害蟲，影響各國農作物之貿易甚大。
疫區國為了撲滅上述害蟲，可用大規模的不孕性防治計畫進行。且不孕性防治可以利用
種間交尾的方式進行，稱為 Cross-Species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CS-SIT)。該原理是利用
親緣關係接近的不孕性異種雄蟲，與目標害物的野生雌蟲交尾，減少其野生族群密度而達
到防治之目的。本試驗針對上述三種害蟲進行種間交尾的試驗，並評估應用於不孕性應防
治上的可能。結果如下：三種害蟲皆會發生種間交尾的現象，但產下的卵都無法孵化出幼
蟲。最容易發生種間交尾的組合處理是 Z. tau♀ × Z. cucurbitae♂ 與 Z. cucurbitae♀ × Z. tau♂。
Z. cucurbitae♂ 在與 Z. tau♂ 公平競爭(雄蟲數比 = 1:1)異種 Zeugodacus 屬♀ 時，Z.
cucurbitae♂ 與 Z. tau♀ 成功交尾的比例較高，平均交尾率為 20 ± 6 %(Mean ± SE, n=10)。
而 Z. tau♂ 與 Z. cucurbitae♀ 成功交尾的比例較低，平均交尾率為 12 ± 2 % (Mean ± SE,
n=10)。Zeugodacus 屬♂ 在與 B. dorsalis♂ 公平競爭 B. dorsalis♀ 時，都無法成功與 B.
dorsalis♀ 交尾。B. dorsalis♂ 在與 Zeugodacus 屬♂ 公平競爭 Zeugodacus 屬♀ 時，表現出
對異種雌蟲不感興趣而無成功交尾的現象。觀察三者間的晝夜規律後，發現 Z. cucurbitae
進行 calling behavior 的交尾活動時間(17:00)比 Z. tau (18:00)更早。我們認為該點是 Z.
cucurbitae♂ 與 Z. tau♂ 在競爭異種 Zeugodacus 屬♀ 時，平均交尾率高於對方的原因。綜
上所述，評估三種害蟲應用於種間不孕性防治，以 Z. cucurbitae♂ 防治 Zeugodacus 屬♀ 的
效益會比 Z. tau♂ 高。而用 Zeugodacus 屬♂ 防治 B. dorsalis♀ 與 B. dorsalis♂ 防治
Zeugodacus 屬♀ 的效益皆不佳。

聯絡人：洪傳捷
聯絡 E-mail：a0988117204@gmail.com
電話：098811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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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2 瓜螟在葫蘆科作物之發生概況－李春燕、魏麗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
試驗所農藥應用組） Occurrence of Diaphania indica on cucurbitaceous crops. － Lee, C. Y.,
Wei, L. H. (Taiwan Agriculture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瓜螟寄主植物包括甜瓜、苦瓜、絲瓜、越瓜、南瓜、棉、桑、茶、梧桐等，原屬葫蘆
科作物之偶發性害蟲，在臺灣發生不普遍且有區域性。近年因氣候變遷造成全球暖化，日
本自 2000 年起瓜螟危害已成為葫蘆科作物苗期缺株的主要原因，印度近幾年也有瓜螟對
葫蘆科作物危害日益嚴重的相關報告，顯示此次要害蟲有潛力對葫蘆科作物造成嚴重被害
情形。本研究進行瓜螟在葫蘆科作物的發生現況與發生生態之調查。2021 年 1 月至 10 月
進行瓜螟在葫蘆科作物的發生調查，共調查 5 縣市 15 鄉鎮，包含台中市龍井區及霧峰區；
彰化縣埔心鄉、花壇鄉及大村鄉；南投縣埔里鎮、信義鄉、鹿谷鄉及竹山鎮；雲林縣二崙
鄉、莿桐鄉、土庫鄉及西螺鎮；嘉義縣布袋鄉及六腳鄉等，調查西瓜、東方甜瓜、苦瓜、
花胡瓜、洋香瓜、絲瓜、中國南瓜和木鱉果等 8 種葫蘆科作物，調查結果瓜螟危害苦瓜的
情形最普遍、害蟲數量多時對農民田間工作與苦瓜產量造成影響，其次危害東方甜瓜以露
天栽培較常見。在發生生態方面，瓜螟幼蟲體色隨寄主葉片顏色變化並有捲葉藏匿特性，
在取食、藏匿、排便分別不同棲息處之行為，增加田間瓜螟幼蟲被發現的困難程度。因此，
建議田間監測瓜螟幼蟲數量時，可依據取食痕跡、輔以觀察葫蘆科作物新葉部位幼蟲數量
的方式，判斷瓜螟防治時期，以便於瓜螟發生初期進行防治工作，以減少後續藥劑施用量
並降低經濟損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李春燕
聯絡 E-mail：chunyen@tactri.gov.tw
電話：04-23302101 轉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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