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01	 木瓜秀粉介殼蟲於四種寄主植

物上之生命表－陳敏敏1、吳文哲1、楊

景程2（1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系、2國立

臺灣大學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Life	

table	 of	Paracoccus marginatus	 on	 four	
host	 plant	 species	 in	Taiwan－	Chen,	M.	

M.1,	Wu,	W.	J.1,	Yang,	C.	C.2	(1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106,	Taiwan;	 2Master	Program	 for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413,	Taiwan)

木瓜秀粉介殼蟲	 (P a r a c o c c u s 
marginatus 	 Wil l iams	 and	 Granara	 de	

Willink)	 (半翅目：粉介殼蟲科)	屬於廣

食性的害蟲，可為害至少	32	科植物。

此蟲雖已知可存活於多種寄主植物上，

但於大多數寄主植物上之發育及繁殖型

式仍舊未明。本試驗以木瓜、茄子、朱

槿及大花咸豐草作為木瓜秀粉介殼蟲於

果樹、蔬菜、園藝植物及雜草之代表，

將木瓜秀粉介殼蟲及四種寄主植物飼育

於	25°C、75-80%	RH、光週期	12	 :12	 h	

(L:D)	之生長箱。研究結果顯示，木瓜

秀粉介殼蟲雄蟲累積發育時間均較雌蟲

長，兩性累積發育時間皆於朱槿上最短	

(雄蟲22.4日、雌蟲19.0日)，茄子上則最

長	(雄蟲27.3日、雌蟲24.8日)。於茄子上

之雌雄成蟲壽命分別為	15.2	及	1.3	日，

較其他三種寄主植物上之族群短。產卵

期、成蟲壽命與存活率與寄主種類並無

相關。族群雌性比例於木瓜	(76.1%)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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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	 (79.7%)	較高，繁殖力也呈現相似

趨勢。試驗資料以蟲齡蟲期兩性生命表

分析，無論淨增殖率	(R0	)	或內在增殖率	

(r)，木瓜上之族群	(R0	=	374.7子代數/雌

蟲；r	 =	 0.218/日)	皆遠高於其他三種寄

主植物，顯示木瓜為木瓜秀粉介殼蟲之

最適寄主。利用兩性生命表分析木瓜秀

粉介殼蟲於四種寄主上穩定齡期分布之

未成熟期比例及穩定齡期分布之雌雄成

蟲比例，結果顯示於淨增殖率較高之族

群生長的寄主上，族群之雌性比例及穩

定齡期分布之雌性比例通常較高，顯示

族群雌性比例與寄主適合度具相關性。

綜觀上述資料，木瓜秀粉介殼蟲於木瓜

上最具族群增長潛力，茄子次之，朱槿

及大花咸豐草為適存值較低之寄主。寄

主選擇性試驗結果指出，木瓜秀粉介殼

蟲對朱槿葉片之偏好性最低，對木瓜、

茄子及大花咸豐草葉片之偏好性較高；

Y	型嗅覺測試儀結果顯示一齡蟲對寄主

氣味幾乎無反應，說明寄主氣味可能非

一齡蟲搜尋寄主之主要依據。本研究反

映出木瓜秀粉介殼蟲於不同寄主上之生

活史介量，並可作為後續擬定相關防治

策略使用。

EN-02	 台灣之木瓜抑蝨跳小蜂概

況－陳淑佩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 	 S t a t u s 	 o f 	 t h e	

Acerophagus papaya	Noyes	 and	Schauff	
(Hymenotera:	 Chalcidoidea:	 Encyrt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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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apaya	mealybugs	 (Paracoccus 
marginatus 	 Wil l iams	 and	 Granara	 de	

Willink)	in	Taiwan－Chen,	Shu-Pei	(Taiwan	

Agri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原產於墨西哥之木瓜秀粉介殼蟲	

(Paracoccus marginatus	Williams	 and	

Granara	 de	Willink,	 PMB)	於2010年入侵

台灣地區後，已於木瓜、番石榴、茄科

作物(如茄子及番茄)、旋花科(如甘藷葉)

等23科53種作物上造成危害。自2011年

起，本研究調查所得的寄生蜂包括木瓜

抑蝨跳小蜂	(Acerophagus papaya	Noyes	
and	Schauff)、	Pseudleptomastix	 sp.	、橫

盾小蜂(Chartocerus walkeri	Hayat)、釉

小蜂	(Entedononecremnus	 sp.)	及花翅跳

小蜂	(Marietta leopardina)。其中前二種

屬於初寄生蜂(primary	 parasitoid)，後三

種屬於重覆寄生蜂，且調查結果顯示，

重覆寄生蜂數量極少，不致影響木瓜抑

蝨跳小蜂族群。木瓜抑蝨跳小蜂對於木

瓜秀粉介殼蟲在全世界已具實際應用

之防治功效，試驗網室持續調查結果顯

示，木瓜抑蝨跳小蜂之寄生率在32.2%	 -	

65.3%，且具專一性及寄生齡期廣之特

性，在田間具壓抑木瓜秀粉介殼蟲族群

之功效，不失為具潛力之寄生蜂。本文

探討台灣之木瓜抑蝨跳小蜂生活史之概

況，以供日後田間應用時之參考。

EN-03	 粗糙甘藷象鼻蟲發生生態

與防治研究(I)型態、飼養方法、生活

習性及寄主植物調查－莊國鴻、陳巧

燕、施錫彬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

農業改良場)	 Study	 on	 the	 Ecology	 and	

Control	of	Blosyrus herthus	(Herbst,	1797)	
)	 (Morphology,	 rearing	method,	 behaviors	

and	host	plants)-	Chuang,	K.	H.,	Chen,	C.	Y.,	

Shih,	H.	P.	 (Taoyua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Sinwu,	

Taoyuan	327,	Taiwan)

粗糙甘藷象鼻蟲(Blosyrus herthus 

(Herbst	 1797))於2010年新北市三芝區甘

藷栽培田區首次發生危害，造成約2公

頃甘藷園80%藷塊受害。其幼蟲為乳白

色C型無足，取食甘藷塊根表面造成隧

道狀食痕，甘藷失去商品價值。老熟幼

蟲於藷塊周邊作土繭化蛹。成蟲體色為

灰黑色，雌蟲體長約12-16mm，雄蟲體

長約10-13mm，以咀嚼式口器取食甘藷

葉片，成蟲白天在葉片及藷蔓間活動

及交尾，受到驚嚇隨即縮足假死落入

土中，雌蟲將卵產於甘藷葉葉緣，並

將葉緣折起以粘液黏住葉片覆蓋卵保

護，卵黃色呈線狀排列。25℃定溫飼育

卵期約8-9天，1齡蟲期約2-6天，2齡蟲

期約4-7天，3齡蟲期約3-7天，4齡蟲期

約2-7天，5齡蟲期約4-8天，6齡蟲期約

3-13天，7齡蟲期約5-16天，8齡蟲期約

9-23天，幼蟲期7-8齡，蛹期約9-17天，

卵發育至成蟲總天數約55-82天，平均

67.3天。雌蟲產卵量介於420粒-3,598粒

之間，平均產卵數1,721粒。粗糙甘藷象

鼻蟲發生區域調查顯示該害蟲危害侷限

新北市三芝區北新莊山區，其餘地區尚

未發現成蟲及其危害；成蟲僅取食旋花

科植物，包括甘藷葉、空心菜、槭葉牽

牛、白花牽牛及蔦蘿；發生密度調查結

果顯示自4月底甘藷定植後越冬成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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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埂周邊殘存藷塊藷蔓移入，5-6月仍

屬低密度，自	7月上旬成蟲開始出現高

峰。目前持續進行越冬生態習性調查、

藥劑防治效果篩選及非農藥防治技術開

發。

EN-04	 露天番椒重要害蟲調查及其

防治－陳怡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Survey	of	 pest	 on	

pepper	in	field	and	their	control－	Chen,	Y.	

J.,	(Department	of	Applied	Zoology,	Taiwan	

Agri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台灣番椒	(Capsicum annum	 L.)	多

為露天栽培，蟲害以造成果實傷疤，

葉背黃化、皺縮、畸形的小型害蟲為

主。本研究為減少害蟲為害及農藥使

用，提升產品安全，導入南方小黑花椿

象	(Orius strigicollis	 (Poppius))	進行生

物防治，評估其防治效果。2013	年在

台中霧峰地區，每週以黃色黏紙監測番

椒薊馬密度及葉面其他蟲害，結果顯示

黏板誘集小黃薊馬	(Scirtothrips dorsalis 

Hood)	成蟲與兩週後植株上薊馬若蟲的

密度為正相關直線	 (Y=0.238X-0.555，

R2=0.873)。於	2014	年在雲林二崙地區，

調查朝天椒蟲害發生情形，植株栽培後

懸掛黃色及藍色黏紙	(11.5×7.5	cm)各	20	

張以監測害蟲，細蟎則每週取樣	20	株

番椒，每株觀察	 9	個生長點，紀錄植

株受細蟎、薊馬及蛾類為害情形，採收

期輔以生物防治。番椒定植初期以蚜蟲

及蛾類為主，生育中後期薊馬及細蟎

為害嚴重；觀察得知受細蟎及薊馬取食

之葉片邊緣均會反捲、變形，然而受薊

馬取食之幼葉中肋具鋸齒狀扭曲，葉片

結痂傷痕；受細蟎取食之葉中肋無明顯

扭曲，葉背為均勻粉點狀黃化，密度高

時，新芽黃化、花苞萎縮或落花落果。

採收期間釋放南方小黑花椿象	 (4000-

8000	隻/週)	防治薊馬	6	週，由藍色及黃

色黏板監測結果顯示，防治期間薊馬每

週平均密度最高為	3.0	隻及	5.5	隻，其

中南黃薊馬	(Thrips palmi	Karny)	密度及

薊馬為害率隨天敵釋放而下降，然而應

用南方小黑花椿象防治露天番椒薊馬的

效果，仍需更進一步的評估。

EN-05	 赤帶薊馬(Se leno thr ips 
rubrocinctus)危害荔枝葉片之特徵及其

藥劑效果評估－王泰權1、盧慧真1、張

仁育2、黃守宏1（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植物保護

系、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嘉

義農業試驗分所園藝系）	The	 report	 of	

damaged	 symptom	on	 litchi	by	 red-banded	

thrips	and	its	insecticides	efficacy	－	Wang,	

T.	C.1,	Lu,	H.	C.1,	Chang	J.2,	Huang,	S.	H.1	

(1Department	 of	 Plant	 Protection,	Chaiyi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Taiwan.	

Chaiyi, 	 600,	 Taiwan;	 2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Chaiyi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Chaiyi,	600,	Taiwan)

赤帶薊馬(Selenothrips rubrocinctus)
於台灣紀錄可危害多種熱帶果樹的果實

與葉片，包括酪梨、芒果、番石榴及龍



眼等。2014	年	12	月於農業試驗所嘉義

農業試驗分所水源地的荔枝選種區發現

赤帶薊馬危害荔枝的葉片。現場調查受

到危害的荔枝品種，包括糯米糍、玫瑰

紅、早大荔、黑葉及紅寶石等商葉品種

的葉片皆可受到赤帶薊馬的危害。成蟲

於不同成熟葉片上之分布較為均勻，若

蟲則發現群聚於葉片上取食，受到薊馬

危害後的葉片形成米白色且具黃色斑點

分泌物危害特徵。以葉片的危害症狀將

去進行危害區域的調查，發現赤帶薊馬

喜愛取食葉片中肋附近之葉片區域。以

桌上型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受到薊馬

危害後的荔枝嫩葉，受害葉面細胞呈

現受損不均勻的分佈於正常組織間。以

目前可用於防治荔枝害蟲的登記藥劑包

括	40.8%	陶斯松	EC、50%	芬殺松	EC、

2.4%	第滅寧	EC、85%	加保利	WP	及	

40.46%	加保扶	SC	以葉片浸藥法測試若

蟲及成蟲於	6	小時與	24	小時處理後的

毒殺效果，結果顯示若蟲於	6小時處理

後	5	種藥劑之死亡率為	81%〜100%，

至	24	小時後死亡率皆可達	100%；成蟲

於	6	小時處理後之除了第滅寧死亡率為	

68%，其餘藥劑死亡率皆可達	100%，至	

24小時後死亡率亦可達到	100%。因此

按照一般的慣行荔枝果園的化學藥劑防

治管理方式即足夠防治赤帶薊馬於荔枝

葉片上的危害，這也可能是赤帶薊馬於

台灣荔枝上發生情況較少的原因。

EN-06	 碳酸鈣粒子對亞洲柑桔木蝨

的防治成效評估－盧慧真、陳柏宏、

王泰權、黃守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植物保

護系）	Evaluation	 the	 efficacy	of	 calcium	

carbonate	particles	for	controlling	the	Asian	

citrus	psyllid	 (Diaphorina citri)－	Lu,	H.	

Z.,	Chen	P.	H.,	Wang,	T.	C.,	Huang,	S.	H.	

(Department	 of	 Plant	 Protection,	 Chaiyi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Taiwan.	

Chaiyi,	600,	Taiwan)

柑橘黃龍病	(Candidatus	Liberibacter	
asiaticus)	是台灣柑橘最嚴重危害的系統

性病害之一，為柑橘生產的重要限制因

子之一。黃龍病於田間的擴散為帶毒之

柑橘木蝨	(Diaphorina citri)	以永續性方

式傳播，因此防治柑橘木蝨是抑制黃

龍病傳播不可或缺的一環。目前有機農

業的概念越來越為農民所接受，以往防

治柑橘木蝨主要以化學藥劑噴灑為主，

使用非農藥防治資材防治柑橘木蝨的研

究開始有學者進行探討。國外之植物保

護資材研究發現礦物微粒因顆粒細小，

可對昆蟲造成物理傷害具有防治效果，

作用機制為使昆蟲外骨骼受損，影響昆

蟲行動能力，造成死亡；另一機制是在

植物表面形成保護層，影響昆蟲攀附植

物、搜尋寄主植物的能力，具有防治害

蟲的潛力。因此本研究應用碳酸鈣粒子

來探討柑桔木蝨的防治效果，以25%碳

酸鈣微粒	(約100奈米等級)	2倍等比序列

濃度稀釋後，以噴霧器分別對柑桔木蝨

若蟲及成蟲進行噴灑進行感受性試驗，

觀察72小時後之死亡率。結果顯示在最

高施用濃度下若蟲之死亡率為12.6%，

成蟲死亡率為10%，顯示碳酸粒子對柑

桔木蝨沒有理想的防治效果，未來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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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並開發較理想之非農藥防治資材，

以期待未來對柑桔木蝨進行有效防治。

EN-07	 細葉雪茄花綠籬對於瓜類作物

之影響	—林立1、倪宇亭2 (1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
2新北市新店區公所)	 Study	 on	 ehancing	

pollinator	numbers	on	cucumber	by	planting	

Cuphea	 hyssopifolia	—	Li	Lin1,	Yu-Ting	

Ni2 (1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rop	Environment	

Section,	Taiwan,	R.O.C.	 2Xindian	District	

Office,	Taipei,	Taiwan,	R.O.C.	)

近年來由於蜜蜂的減少使得全球經

濟作物產量也隨之驟減，經由本場多年

的觀察結果篩選出細葉雪茄花可做為吸

引大量蜜蜂之多年生農田綠籬植物，因

此本研究主要探討種植細葉雪茄花的田

區是否有效增加蜜蜂等授粉昆蟲幫助小

黃瓜增加授粉機率和產量。於田區周邊

先行種植細葉雪茄花，俟其成長至花朵

數足夠後定植花胡瓜，定植後第一和第

二個月調查其授粉昆蟲數量和果實產量

並無顯著差異，但在第三個月調查結果

顯示授粉昆蟲於距離細葉雪茄花1.5、

4.5、7.5m處分別為11、3、2隻，而可

採收的花胡瓜的數量在上述距離分別為

102、48、47(條)，顯示愈靠近細葉雪茄

花綠籬處的授粉昆蟲數量愈多、花胡瓜

產量也愈高。此結果可提供及推廣有機

農友在農田生態營造規劃之參考。

EN-08	 三星地區青蔥化學農藥減量

試驗－陳任芳1、簡國雄2	（1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2宜蘭縣三星

地區農會）Chemical	 pesticide	 reduction	

test	 on	 green	 onion	 in	 Sunshin	 area－	

Chen,	J.	F.1,	 	Jian,	G.	S.2	(1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Ji'an,	Hualien	973,	Taiwan;	2Sunshin	Area	

Farmers'	 Association,	 Sunshin,	 Ilan266,	

Taiwan)

青蔥試驗田在水稻收割後休耕期間

施灑萬壽菊(每分地/1公斤)長成後，翻耕

所作之新畦，土壤經檢測結果有效磷含

量偏高、有效鉀含量偏低，以台肥特4

號作為基肥(11-5.5-22-6-8-40)並施灑蓖麻

粕(每分地/60公斤)，以增加肥力及對抗

地下害蟲，	選擇無病毒青蔥繁殖之健康

種苗以佈飛松(1000倍)浸泡20-30分鐘，

瀝乾後隔日再行種植，種植前再沾黏木

黴菌後栽植，一週後施用藥福賽得(500

倍)一次，並持續二次木黴菌(800倍)處

理地基部，地上部於定植2週後施用亞

磷酸2000倍+氫氧化鉀2000倍連續3次，

於生長後期採用生物防治資材防治，對

照組則維持化學農藥之使用。於種植後

第2週調查缺株率及疫病罹病率，結果

試驗田發生情形為0.6％及1.1％較對照

之1％及2.5％為低，產量2,925公斤/分較

對照之2,387公斤/分為高，防治成本則

為20,085元/分，較對照之13,070元/分多

了7,015元，但農藥減少3,470元。但在扣

除成本後試驗田之收益反較對照組多了

30,645元/分，同時因發病率較低，對品

質的影響亦較少，且農藥殘留風險亦相

對減少，故此一病蟲害綜合防治應用模

式在適度配合使用生物防治資材及無病

毒種苗，對減少化學農藥之使用確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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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N-09	 高 雄 地 區 荔 枝 椿 象

(Tessaratoma papillosa)之分布與其族群

密度監測(半翅目：荔枝椿象科)—張萃

媖1、陳文華1、張晁誠1、蔡坤座1、蔡復

進2（1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
2高雄市政府農業局）The	 dis t r ibut ion	

of	 litchi	 stink	 bug	 (Tessaratoma	 papillosa	

(Drury))	 and	 monitor	 their 	 population	

density	 in	 Kaohsiung—	Chang,	 T.	 Y.1,	

Chen,	W.	H.1,	Chang,	C.	C.1,	Tsai,	K.	T.1,	

Tsai,	F.	C.2 (1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ipu,	 Pingtung	 91201,	

Taiwan;	2Agriculture	Bureau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Kaohsiung	83001,	Taiwan)

荔枝椿象(Tessaratoma papillosa)
屬於半翅目、荔枝椿象科(Hemiptera：

Tessaratomidae)，已記錄共有無患子科

等18科28種以上之寄主植物，其中主要

為害荔枝與龍眼，影響荔枝與龍眼產量

甚鉅。荔枝椿象受到干擾時，會噴出具

有腐蝕性的臭液，亦會造成果實灼傷及

降低荔枝與龍眼商品價值，若其臭液不

甚觸及人體皮膚，則會引發過敏或皮膚

紅腫潰爛。台灣高雄地區於98年5月首

次正式記錄荔枝椿象之危害，為避免荔

枝椿象遷移與擴散而對高雄市的荔枝、

龍眼及龍眼蜜產業造成嚴重影響，陸續

在高雄市大崗山龍眼產區進行荔枝椿象

之分布與族群密度量的調查研究，結果

得知在高雄地區已記錄發生在前鎮區、

小港區、苓雅區、旗津區、新興區、

前金區、鹽埕區、三民區、鼓山區、

橋頭區、永安區、路竹區、田寮區、燕

巢區、大社區、仁武區、鳥松區、鳳山

區…等行政區，在大崗山地區則以橋頭

區及田寮區之密度較高，但目前的調查

發現，荔枝椿象之族群仍集中在固定幾

個發生點，部分發生點僅零星分布。根

據以往的調查記錄，荔枝椿象較偏好選

擇龍眼為其寄主植物，推測可能原因是

在台灣許多龍眼是栽植在居家附近，是

居民乘涼的極佳樹種，因此居民或農民

都較少施以農藥處理，而創造了荔枝椿

象入侵台灣後很好的生存棲所及環境，

但103年的調查發現，除了龍眼、荔枝

外，高雄的行道樹之一的台灣欒樹也發

現了荔枝椿象族群立足之情形，由此更

令人擔心，一旦民眾在公園或行道樹下

乘涼或散步，被荔枝椿象的臭液危害之

機率就倍增，未來在荔枝椿象防治上需

謹慎選擇安全且有效之管理策略實屬當

務之急。

EN-10	 平腹小蜂(Anastatus japonicus)
之 形 態 及 在 台 灣 之 分 布 與 應 用

(Hymenoptera:	 Eupelmidae)—蔡坤座、

張萃媖 *、陳文華、張哲瑋（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Morphology	

of	Anastatus japonicas	 and	 distribution	
and 	 app l ica t ion 	 in 	 Ta iwan—Tsai , 	 K.	

T.,	 Chang,	 T.	 Y.,	 Chen,	W.	 H.,	 Chang,	

J . 	 W.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ipu,	 Pingtung	 91201,	

Taiwan)

平腹小蜂(Anastatus japonicas)屬於膜翅

目、旋小蜂科(Hymenoptera:	Eupelmidae)



之單元性卵寄生蜂，可兩性生殖或孤雌

產雄。其成蟲之觸角鞭節第7節長寬比

為1:1，在中胸小盾片上具有明顯之網

紋點刻，雌蟲體型略大於雄蟲，且前翅

中央部位具有一條平滑弧形之透明條

帶，腹部第2至3節為白色，其餘各節為

黑色；雄蟲之前翅則無特殊條帶，腹部

各節皆為黑色。在台灣西半部地區調查

平腹小蜂之分布，以荔枝、龍眼及台灣

欒樹為主要調查植物，採集之寄主範圍

亦以荔枝椿象及黃斑椿象為主，得知台

北、苗栗、高雄、屏東…等地均有平腹

小蜂之採集記錄。平腹小蜂田間寄生率

結果顯示，曾於2012年釋放寄生蜂的調

查點之平均寄生率19.7%高於未釋放調

查點的4.7%。在實驗室內以銀條斜線天

蛾卵進行大量飼育平腹小蜂，得知不同

寄主間轉換之羽化率，並無顯著差異；

而雌性比方面，由荔枝椿象卵羽化之寄

生蜂再寄生銀條斜線天蛾卵後，其後代

雌性比僅有2%，但經過8次繼代後，雌

性比則上升至36.1%；但銀條斜線天蛾

卵羽化之寄生蜂再寄生荔枝椿象卵，其

後代雌性比則無顯著差異。不同藥劑

之毒力測定於處理後48小時觀察，2.4%

第滅寧SC稀釋2000倍對於雌蟲致死率

僅66.7%，低於85%加保利WP稀釋1700

倍及50%芬殺松EC稀釋2000倍之致死率

100%。

EN-11	 柑橘窄胸天牛對不同擺放

位置木板裝置之產卵偏好－張淳淳、

黃秀雯、陳昇寬、林明瑩（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

課）	Oviposition	 preference	 of	Philus 

antennatus	 (Coleoptera:	Vesperidae)	on	an	
egg-laying	device　under	different	 setting	

positions－Chang,	 C.	 C.,	Huang,	H.	W.,	

Chen,	S.	K.,	Lin,	M.	Y.	 (Division	of	Crop	

Environment,	Taina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Taiwan,	ROC)

柑橘窄胸天牛是危害柚樹根部的

害蟲，目前主要發生於臺南麻豆地區，

其幼蟲為土棲，成蟲為夜行性，臺南場

因應此天牛之生態特性開發了一系列非

農藥防治之策略。木板誘集產卵法為利

用柑橘窄胸天牛將卵產於縫隙處之習

性，重疊兩片木板置於柚樹下誘引天牛

產卵，阻斷下一代繼續於田間危害，以

達到防治之目的。往昔試驗顯示若以不

同方式擺設木板，所誘得的產卵量呈現

差異，為進一步探討此差異是否為天牛

對於裝置擺設位置之偏好所造成，2014

年5月至6月於麻豆區之三處文旦園進行

誘引產卵試驗，試驗分為兩部份，分

別為：(一)	在不同柚樹下分別以平放地

面、斜靠樹幹、離地置於主幹分枝等三

種方式擺設木板，比較處理間之產卵差

異。(二)	在同株柚樹下同時以三種方式

擺設木板，探討天牛對產卵位置之選擇

偏好。第一部份試驗結果於三處柚園呈

現相似趨勢，所誘得之卵量以置於分支

處與斜靠樹幹二組處理為多，顯著大於

平置地面組。第二部份選擇試驗於其中

兩處柚園所得結果相同，斜靠樹幹與置

於分支二處理之卵量皆顯著大於平置地

面處理，另一處柚園之結果則無顯著差

異，三處果園的誘引差異可能為天牛田

間密度多寡所致。整體而言，二部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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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所得結果相似，而試驗呈現之產卵偏

好可能與天牛成蟲之趨性有關，羽化後

的成蟲受光源或其他因素引導向上爬

行尋找合適處產卵，因此平置地面的木

板裝置所誘得產卵量最少。影響產卵行

為的因素仍需深入探討，但若能配合天

牛行進方向擺放木板，應可增加誘引效

率。就本試驗結果而言，建議木板擺設

以斜靠柚樹樹幹或置於柚樹分支進行操

作，效果較佳。

PP-01	 P r o d u c t i o n 	 o f 	 mo n o c l o n a l	

ant ibody	 for	 identif icat ion	 of	 Tomato	

zonate	 spot	 virus－Yu-Han	 Chen‚	 Ju-

Ting	Li‚	Wan-Chu	Chien,	 and	Tsung-Chi	

Chen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Asia	

University‚	Wufeng‚	 Taichung	 41354‚	

Taiwan)	鑑別番茄環斑病毒單株抗體之

製備—	陳郁涵、李如婷、簡婉竹、陳宗

祺	(亞洲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Tospovirus	 is	 one	 of	 genera	 of	 the	
family	Bunyaviridae,	 which	with	 quasi-
spherical	 enveloped	 particles	 of	 80-120	

nm	 in	 diameter	 possess	 a	 large	 genome	

consisting	of	 three	RNA	segments,	denoted	

S, 	 M,	 and	 L	 according	 to	 their 	 s izes .		

Based	on	 the	 serological	 and	phylogenetic	

r e l a t ionsh ips 	 o f 	 the 	 S 	 RNA-encoded	

nucleocapsid	proteins	 (NPs),	 28	 tospovirus	

spices	 are	 characterized	 so	 for.	 	 Tomato	

zonate	 spot	 virus	 (TZSV),	 a	member	 of	

Tospovirus	 genus,	was	 first	 observed	 on	
tomatoes	 and	 chili	 peppers	 during	 a	 field	

survey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in	2005.		

TZSV	caused	concentric	zoned	ringspots	on	

ripe	 fruits	and	necrotic	 lesions	on	 leaves	of	

diseased	tomato	plants.		Genome	sequencing	

of	TZSV	revealed	that	it	shares	the	high	NP	

aa	 identity	of	80.9%	and	81.7%	with	 those	

of	Calla	 lily	 chlorotic	 spot	 virus	 (CCSV)	

and	Tomato	 necrotic	 spot	 virus	 (TNSV),	

respectively.	 	CCSV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Taiwan	 in	 2001,	 and	 TNSV	 collected	

from	Yunnan	Province	 is	 a	newly	 reported	

tospovirus	 in	2014.	 	A	previously	produced	

monoclonal	 antibody	 against	 the	 NP	 of	

CCSV	 (MAb-CCSV)	 positively	 reacted	

with	 TZSV	 in	 both	 indirect	 ELISA	 and	

western	blotting	so	that	it	can	not	be	used	to	

distinguish	TZSV	from	CCSV.	 	To	develop	

a	fast	and	accurate	tool	for	 identification	of	

TZSV,	 the	NP	of	TZSV	 expressed	 by	 the	

bacterial	 pET	 expression	 system	was	used	

as	an	 immunogen	for	preparation	of	TZSV-

specific	monoclonal	antibody	(MAb-TZSV),	

which	 can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TZSV	

from	CCSV.	 	 Epitope	mapping	 indicated	

that	 the	 target	 epitope	 of	MAb-TZSV	 is	

located	at	the	aa	53-87	region	of	NP.

PP-02	 血清學及分子生物學特性比較

台灣發生的各種甘蔗嵌紋病毒型系－鄧

汀欽 1、蔡錦慧 1、周建銘 1、寧方俞 2（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植物病理

組，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葉改良場）

Molecular	and	 ser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s	

o f 	 S u g a rc a n e  m o s a i c  v i r u s 	 s t r a i n s	
occurred	 in	 Taiwan－Deng,	 T.	C.1,	 Tsai,	

C.	H.1,	Chou,	C.	M.1	Ning,	F.	Y.2,	 (1	Plant	

Pathology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植物保護學會會刊　第56卷　第4期　2014154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民國	103	年年會論文摘要 155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Taiwa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2	 Tea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Yangmei,	

Taoyuan,	Taiwa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

台灣甘蔗嵌紋病最早見諸1947年

文獻，隨後證明台灣的甘蔗嵌紋病毒

(Sugarcane mosaic virus,	 SCMV)有三種

生理型(SS、FS、YS)，1980年Gillaspie	

J r .等依判別寄主反應將台灣的SCMV	

s t r a i n s分類為SCMV-A、SCMV-B、

SCMV-D。雖然這些SCMV都可感染玉

米或高粱，我們在1985年從玉米植株分

離的玉米矮化嵌紋病毒B型系統(Maize	

dwarf	mosaic	 virus	 B	 strain,	MDMV-B)

才是當時玉米田嵌紋病的主要病原。

1990年我們也從霧峰的兩耳草(Sougrass,	

Paspalum conjugatum)	分離到一株病毒

(SCMV-Sou)，因SCMV-Sou可以感染強

生草(Johnsongrass,	Sorgum halepense)，
而認為是一種玉米矮化嵌紋病毒A型系

統(MDMV-A)。收集以上材料加上從食

用紅甘蔗分離的SCMV-S1，從種子帶毒

傳染的玉米苗株所分離的MDMV-87，

及從古坑的兩耳草上所分離的SCMV-

Sou-	GK，以西方墨漬法(western	blot)	進

行血清學特性比較，所用抗體皆為先

前所製備，包括SCMV-S1、SCMV-A、

SCMV-D、SCMV-Sou、及MDMV-B。結

果顯示所有抗原與抗體皆有反應，惟反

應條帶位置顯示鞘蛋白分子量為30	KDa

的有：MDMV-87與MDMV-B；34	KDa的

有：	SCMV-A、SCMV-B、SCMV-D、及

SCMV-S1；39	KDa的有：SCMV-Sou與

SCMV-Sou-GK。2013年收集的兩個玉米

分離株:	WFS(分離自霧峰蘇先生玉米田)

及KY1(分離自農友送樣樣本)，其western	

blot的反應條帶位置都在34	KDa。進一

步針對SCMV-S1、MDMV-B、KY1、及

WFS等4株病毒之鞘蛋白序列解序並建

立其親緣樹，顯示KY1及WFS與2006年

於泰國、2007年於中國及2012年於肯亞

地區發生之甘蔗嵌紋病毒為同一群之

病毒。根據ICTV的病毒分類，目前唯

有MDMV-A仍稱為Maize dwarf mosaic 
virus，原來同種的MDMV-B已被劃歸屬

於Sugarcane mosaic virus的一個strain，

簡稱SCMV-MDB。但在血清學證據及親

緣分析顯示台灣SCMV-MDB明顯異於其

他SCMV	strains，至於SCMV-Sou其血清

學證據顯示與其他供試病毒有異，但是

否就是MDMV則有待分生數據的解析。

PP-03	 龍鬚菜田間南瓜捲葉菲律賓

病毒之發生及病媒昆蟲的初探－翁崧

夏、巫宣毅、蔡依真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The	 occurrence	

of	Squash leaf curl Philippines virus	 on	
chayote	 and	 preliminary	 survey	 on	 vector	

insects	－	S.	H.	Weng,	H.	Y.	Wu,	Y.	C.	

Tsai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rop	Environment	

Section,	Taiwan,	R.	O.	C.)

花蓮縣吉安鄉為全國最大的龍鬚

菜產區，為可長期採收的蔬菜作物。

龍鬚菜露天栽培期間常見病害包括露

菌病及蔓枯病，蟲害部分則有銀葉

粉蝨	 (Bemisia argentifolii	 Bellows	 and	
Perring)、蚜蟲和葉蟬類害蟲。近年陸

續發現有病毒病的問題，受感染植株新

葉呈現捲曲，褪綠、黃化、甚至變形。



本轄區內之病毒病害發生時可使龍鬚菜

田出現部分死株，嚴重時罹病比例可達	

15%	以上。2010	年將部分受病毒危害的

植株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進

行初步檢測，發現病毒種類為南瓜捲葉

菲律賓病毒	(Squash leaf curl Philippines 
virus,	 SLCPHV)。南瓜捲葉菲律賓病毒

為雙生病毒	(geminivirus)	的一種，寄主

範圍廣泛，目前為具有經濟重要性的植

物病原之一。本研究目的為瞭解該病毒

對龍鬚菜的影響，擬發展檢測技術及評

估危害程度和傳播媒介，進而擬定防治

策略。結果顯示，自	2012	至	2013	年於

吉安鄉	10	處田區每處每分地各採	20	株

樣本，以分子檢測是否感染南瓜捲葉菲

律賓病毒，並與其外部病徵之有無做比

較，發現在外表有病毒病徵的植株中，

有89%	的罹病比例，反之有11%	的樣本

經分子檢測後，無	SLCPHV感染，而外

表健康的樣本中，亦有	28%	的植株，

經檢測後發現有此病毒感染之情形。近

年來國內瓜類作物受到病毒危害的情形

日趨嚴重，目前最嚴重的是瓜類退綠黃

化病毒與南瓜捲葉病毒，兩者皆是由銀

葉粉蝨所媒介傳播。經實驗室檢測銀葉

粉蝨的獲毒率，結果發現獲毒時間為	

24、48	和	72	小時，銀葉粉蝨的帶病毒

率皆為	100%。另外，本研究初探龍鬚

菜田中病媒昆蟲的族群數量，以橫脊葉

蟬	(Pythamus chiabaotawow)	最多，其

次依序為銀葉粉蝨、電光葉蟬	 (Recilia	

dorsalis	Motschulsky)	及飛蝨類害蟲。研

究顯示，銀葉粉蝨極可能為造成龍鬚菜

田間病毒長時間潛伏的原因，待氣候合

適時南瓜捲葉菲律賓病毒發病比例則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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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上升，由於南瓜捲葉菲律賓病毒發生

的生態與適合銀葉粉蝨生長繁殖的生態

相同，偏好高溫少雨的氣候條件，因此

日後若能針對銀葉粉蝨的防治加強勢必

能減少南瓜捲葉菲律賓病毒擴散至其他

田區。本研究未來將採樣罹病株之種子

病檢測是否為感染源之一，以及探討雜

草是否為儲藏南瓜捲葉菲律賓病毒的能

力，並擬定合適之整合性防治策略。

PP-04	 可檢測多種不同馬鈴薯Y屬

病毒之多元抗體製備與應用－陳金

枝、江芬蘭、鄭櫻慧、鄧汀欽、周建

銘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植

物病理組)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a	 polyclonal	 antibody	 for	 detections	

of	 different	 potyviureses－Chen,	 C.	 C.	 ,	

Chiang,	F.	L.	 ,	Cheng,	Y.	H.,	Deng,	T.	C.	 ,	

and	Chou,	C.	M.	(Dept.	of	Plant	Pathology,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A,	Taichung	413,	Taiwan	ROC)

馬鈴薯Y屬病毒	(Potyvirus)為目前

已知植物病毒中最大的一屬，危害許

多具經濟重要性之作物。目前國際間

已有國外商品化之Potyvirus廣效性抗體

流通，但其價格昂貴且對國內特定重

要作物的本屬病毒或是受病毒分離株

差異而無法有效地百分之百檢出。本

研究利用自製之Poty-17765	多元抗體於

間接式-酵素連結免疫吸附反應	(indirect	

enzyme- l 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	

indirect	ELISA)中，可檢出共約31種不同

的potyviruses。其中能檢出5種豆科病毒

包括Bean yellow mosaic virus	(BYMV)、

Pea seedborne mosaic virus	 (PSbMV)、



Soybean mosaic virus 	 (SMV)、Bean 
common mosaic virus	 (BCMV)及Black 
cowpea mosaic virus	 (BlCMV)，可應用

於豆類病毒之檢測；而能檢出SMV、

BYMV及Basella rugose mosaic virus 

(BaRMV)則可運用於蘭花potyviruses之

檢測；能檢出Sugarcane 	 mosaic	 virus	

(SCMV)	及Maize	 dwarf 	 mosaic 	 vi rus	

(MDMV)，可應用於禾本科如玉米病

毒之檢測；能檢出茄科作物之Pota to 
virus	 Y	 (PVY)、Pepper veinal mottle 
virus 	 (PVMV)及Pepper mott le  virus 

(PepMoV)，可應用於馬鈴薯、番茄或甜

椒相關病毒之檢測；可檢出Hippeastrum 
mosaic virus	 (HiMV)	可運用於孤挺花之

檢測；可檢出Lycoris	mild	mottle	 virus	

(LyMMV)	及Narcissus	 degeneration	 virus	

(NDV)，可應用於金花石蒜potyviruses

之檢測。於田間金花石蒜及孤挺花

potyviruses罹病組織之檢測，Poty-17765

抗體之檢測效益優於市售之Potyvirus抗
體。Poty-17765多元抗體應用於進口種

苗之Potyvirus病毒種類監測，可成功檢

出進口鳶尾花之Iris mild mosaic virus 

(IMMV)及虎眼萬年青之Ornithogalum 
mosaic virus	 (OrMV)。Poty-17765之檢

測效益受不同作物病毒及其分離株來源

而有差異。本研究所開發之Poty-17765

多元抗體適用於indirect	ELISA法檢測，

方可發揮其檢測到不同種特定作物

potyviruses之效果，可作為國內對特定

作物potyviruses病毒之自主檢測。

PP-05	 以免疫檢測法應用於彩色海

芋無特定病毒種球之檢定與繁殖－陳

金枝、江芬蘭、黃美容、鄭櫻慧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植物病理組)		

Application	 of	 immunodetection	on	 virus-

indexing	 and	 bulb	 propagations	 of	 calla	

lily－Chen,	C.	C.,	Chiang,	 F.	 L.,	Huang,	

M.	R.,	 and	Cheng,	Y.	H.	 (	Dept.	 of	 Plant	

Pathology,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A,	Taichung	413,	Taiwan	ROC)

彩色海芋(Calla	 lily)原產於非洲，

屬於天南星科(A r a c e a e )，馬蹄蓮屬	

(Zantedeschia)	之多年生球根花卉。近年

來國內彩色海芋之栽培維持在一定的面

積，切花除供應內銷市場所需之外，亦

有外銷。彩色海芋栽培以種球為主，種

球透過進口或是國內花農培育供自行栽

種用。栽培過程中以細菌性軟腐病及病

毒病害對海芋栽培威脅最大。目前在國

內感染海芋的病毒種類中屬於Potyvirus
屬者有5種，其中以Dasheen mosaic virus 
(DMV)、Konjak mosaic virus	 (KoMV)及

Zantedeschia mild mosaic virus	(ZaMMV)	

普遍發生。本研究以已開發之7種病毒

多元抗體包括Cucumber mosaic virus 

(CMV)、Calla lily latent virus	 (CLLV)、
Carnation mottle virus	(CarMV)、DMV、

KoMV、Turnip mosaic virus 	 (TuMV)

及ZaMMV等，以間接式-酵素連結免

疫吸附反應法	 (indirect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indirect	 ELISA)進

行病毒檢測。針對Pot	of	Gold	 (PG)	品系

之彩色海芋開花球，取每一種球上之所

有芽點以Indirect-ELISA篩檢未含上述受

測之特定病毒者，於田間栽培繁殖，並

於種植後所採收之切花，量測其葉片、

切花長度及切花重量。結果顯示種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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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特定病毒之種球後，除了於田間植

株未檢出病毒外，上述量測之植株生長

勢及切花品質均優於有病毒種球所栽植

者。另於田間受DMV、KoMV及ZaMMV

等病毒感染而呈現嵌紋病徵之黃花彩色

海芋植株所自然授粉後結成之種子，其

播種栽培後之3個月大實生苗，並未顯

現病徵，進一步以Indirect-ELISA篩檢上

述3種病毒，受測之60棵苗均未檢出上

述病毒，此初步結果顯示感染彩色海芋

之DMV、KoMV及ZaMMV病毒並未透過

種子而傳播給子代，然而有待更多不同

品系彩色海芋之實生苗以印證之。本研

究結果證明以免疫檢測法可應用於彩色

海芋無特定病毒健康種球繁殖之病毒檢

定，並可達到其預期效果。

PP-06 Pseudomonas	 sp.	感染胡瓜之

研究	─	蔡佳欣、黃晉興	 (行政院農委

會農業試驗所植物病理組)	The	 study	 of	

Pseudomonas	 sp.	 infecting	cucumber	─C.	

H.	Tsai	 and	 J.	H.	Huang.	 (Plant	Pathology	

Divisio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A)

2011年新竹縣地區一處種苗繁殖

場內之胡瓜苗，部份的植株葉片出現斑

點，斑點中心白色，葉緣水浸狀褐化，

切取葉部罹病組織於光學顯微鏡下可見

細菌大量泳出，於營養培養基(nutrient	

agar)分離出一種病原細菌，此菌經測試

可誘導萬國士煙草葉片產生過敏性反

應，屬革蘭氏陰性菌，於King's	B培養基

會產生螢光色素。以Biolog細菌鑑定系

統測試此菌，結果顯示為Pseudomonas 
viridiflava。於16S	rDNA序列分析後發現

其與P.	viridiflava相似度達99%以上。接

種試驗中，以菌液接種胡瓜幼苗，可造

成葉斑及萎凋病徵，證實所分離之細菌

具病原性。

PP-07 Alternaira	 spp.	引起之冷藏期

紅龍果果斑病─	林筑蘋、蔡志濃、安

寶貞、張捷婷、陳品儒	 (	行政院農委

會農業試驗所植物病理組)	Alternaira 

spp	caused	fruit	 rot	of	pitaya	stored	at	cold	

temperature—	Lin,	C.	P.,	Tsai,	J.	N.,	Ann,	P.	

J.,	Chang,	J.	T.,	Chen	P.	R	(Plant	Pathology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A)

紅龍果	(白肉Hylocereus undatus與
紅肉H. costaricensis)	近年來栽種技術進

步，果實品質與風味不斷提升，除廣受

國人喜愛外，亦受外銷市場歡迎。因為

盛產期產量過剩之故，果實可能長期冷

藏	(2–4	℃)	保存，待價格合適時出售；

或是果實外銷時，經海運以冷藏方式運

送。若冷藏期長達2–3個禮拜以上時，

常可見高達50-90	%以上之果實表面出現

多個2–3	 cm水浸狀凹陷大與褐化，並

且覆蓋白色或墨綠色菌絲，嚴重者甚至

果肉腐爛。果實商品價值大幅降低，或

是外銷檢疫時果實遭對方退貨，國內之

貿易商除果實成本外須再負擔人事與運

費等成本，損失相當慘重。果實常溫儲

藏時，本病害亦會於7–15天後出現，

但嚴重度相較其他易於常溫發生之病害

較輕。利用組織分離得真菌分離株，在

柯霍氏法則基礎上，以分生孢子懸浮液

確定病菌在H. undatus與H. costaricensis
果實上常溫和低溫之病原性。菌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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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以PDA	 (potato	 dextrose	 agar)，放置

於22–24	OC，12	 h/12	 h之光週期培養

時，正面為蓬鬆綿密白色菌絲，背面

則為棕綠色。為觀察菌株產生分生孢

子之方式，將菌株改以於PCA	 (potato	

carrot	 agar)培養，7天後觀察。分生孢

子	(conidia)	為褐色，具3–5個直隔板，

1–2格橫隔板；多數分生孢子不具鳥嘴	

(beak)，長寬為20–50	×	7–15	(avg.	31.3	

×	 11.1)	 µm；部分分生孢子具有鳥嘴，

長寬為30–150	×	5–20	(avg.	65.4	×	11.3)	

µm。產孢枝	(sporangiophore)	由分生孢

子串連而成，越頂端之分生孢子越新

生；第一產孢枝	(primary	sporangiophore)	

直鏈可達4–20	 (avg.:	 15)	個分生孢子；

分支具1-15	 (avg.:	6)	個分生孢子。以4℃

為間距，測量4–40℃之菌絲生長速度，

結果顯示病株於4℃仍可緩慢生長，最

適生長溫度為20–28℃，而40℃以上不

生長。以上分生孢子型態與直鏈上分生

孢子數量大致符合A. longipes之描述，

但文獻描述中，A. longipes不易分支，

而觀察紅龍果之分離株，雖然部分菌株

確實不易分支	 (2株)，但多數菌株分支

比例高達90%	(6株)。另外，利用引子對

ITS5/ITS4	 (目標:	 ITS區域)	與Alt-for/Alt-

rev	 (目標:	allergen	 alt	 a1基因)	進行增幅

與定序	(4株以上)。無論是ITS或allergen	

alt	 a1基因，不同菌株之序列皆相同，經

過NCBI	BLAST比對資料庫，結果與A.	

longipes個別亦有100與97.2%相同度。根

據型態與分生證據，推論此菌種或許為

A. longipes或其類似種。Alternaira	 spp.	
引起之果斑病實為冷藏儲藏之一重大限

制因子，尤其對長途之外銷航線更是重

要，本實驗室先前研究顯示，Alternaira 

spp.至少在幼果期2周大起即存在於果

實表面，且無任何明顯的病徵，推測病

害可能具潛伏期，應提早於田間幼果期

即加強防治，其詳細方法有待進一步探

討。

PP-08	 龍鬚菜枯死現象原因之探討－

陳任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Study	 on	 the	 causes	 of	 death	

phenomenon	of	Chayote－	Chen,	 J.	F.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Ji’an,	Hualien	973,	Taiwan)

龍鬚菜Chayote即為隼人瓜，是一

種原產於中南美洲的葫蘆科多年生宿根

蔓性植物，為花蓮縣吉安鄉重要蔬菜

之一，因植株生育旺盛，耐性強，病蟲

發生為害情形皆不嚴重，對產量及品質

影響不大。然隨著氣候變遷，近年來

在7月中旬至9月上旬，連續高溫日射量

大，田間植株生長勢變差，又常出現大

量死亡現象，減產達20%以上，尤以颱

風過後更為明顯。一般均認為夏季高溫

乾旱造成植物蒸散作用強烈、生長勢變

弱為龍鬚菜死亡主因，惟部份田區經灌

溉水後並未獲改善反死亡更為嚴重。由

於吉安地區龍鬚菜是匐地栽培採收其

嫩蔓葉片，通常氮肥偏多，且任其藤蔓

攀爬在地上，莖葉重疊過密，藤蔓間通

風不良，因而於4月中下旬至5月上旬梅

雨季節，田區龍鬚菜葉片或葉柄多可

發現許多水浸狀黃化壞疽小斑，經分

離接種鑑定為蔓枯病gummy	 stem	 blight	

(Didymella	 bryoniae)，但此時並未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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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枯死植株。細探龍鬚菜大量死亡現

象發生原因應在為高溫少雨強日照下，

因需大量水份運輸，快速的蒸散作用，

使原已感病植株生長更加衰弱，造成水

份供給不及，進而莖蔓枯死至使全株死

亡，再加上大雨後使病原菌隨水流傳

播，更加劇病害蔓延。

PP-09	 胡麻病蟲害調查－吳雅芳、

陳昇寬、吳盈慧、鄭安秀（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Survey	

of	 diseases	 and	 pests	 of	 sesame－Wu,	Y.	

F.,	Chen,	S.	K.,	Wu,	Y.	H.,	and	Cheng	,	A.	

S.（Taina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A）

胡麻又稱芝麻、油麻、烏麻及麻

仔等，屬胡麻科胡麻屬之一年生草本植

物，原產於東印度，目前主要生產國有

緬甸、印度、中國大陸、坦尚尼亞、烏

干達、衣索比亞等國家。臺灣以栽培黑

胡麻為主，國人一般以麻油作為養身

進補的健康食品。政府為活化國內休耕

農地，提高國內糧食自給率，自2012年

起，推動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利用

計畫，鼓勵農民種植國內大宗進口的作

物，如硬質玉米、大豆、小麥及胡麻等

作物。目前胡麻每年種植約1,000公頃

左右，2011年種植面積為1,225公頃，

產量約為770公噸，2012年為831公頃，

產量620公噸，2013年為1,704公頃，產

量1,399公噸，其中以臺南市為主要產

區，佔全臺85%以上，主要生產鄉鎮集

中在西港、善化、將軍、佳里、安定、

七股、安南區等地。有關胡麻之病蟲害

種類、生態及防治的資料並不多，大部

分是比較老舊的資料，因此本場於2013

及2014年針對胡麻的主要病蟲害進行調

查研究，結果顯示春作因雨水多，葉部

病害包括真菌性的葉斑病、葉枯病及細

菌性葉斑病發生率較高，白粉病則零星

輕微發生，但在秋作後期溫度降低後，

則以白粉病較易發生，土傳病害包括白

絹病、萎凋病及炭腐病等在春秋二期作

均有零星發生，但在秋作部分田區炭腐

病發生嚴重，雨後疫病發生機率高，易

造成植株倒伏萎凋。蟲害部分在春秋二

期作均以細蟎為最主要害蟲，發生率最

高，其它蚜蟲、薊馬、粉蝨類雖有發生

但其危害較不明顯。夜蛾類密度隨季節

變化，主要以斜紋夜蛾為主。菸盲椿象

過去在胡麻上未曾有發生記錄，於2013

年只在春作危害，到了2014年則春秋二

作均發現其危害。2014年新發現一種鱗

翅目幼蟲為害胡麻，經初步鑑定為芝麻

莢野螟Antigastra catalaunalis，主要為

害新葉，幼蟲頭部黑色，體呈乳白色，

前胸背板二側各有一黑斑，每一體節背

部二側各分佈約3個黑色斑點，成蟲為

小型蛾類，體長約1公分，黃褐色，幼

蟲吐絲將一片或多片葉子黏在一起，將

自己包裹在裡面取食葉子，嚴重時芽點

被取食而影響生長。

PP-10	 探討青蔥混植處理對絲瓜生

長及萎凋病之影響—林立、蔡依真、倪

宇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

良場作物環境課)	Evaluation	on	Fusarium	

wilt	disease	control	by	mixed-	cropped	with	

luffa	and	green	onion—Li	Lin,	Y.	C.	Tsai,	

Yu-Ting	Ni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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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rop	

Environment	Section,	Taiwan,	R.O.C.)

近年來，宜花地區栽培絲瓜之農友

陸續反應其田區成株發生嚴重之萎凋情

形，通常於成株開花期後發現部分支根

的維管束褐化向莖部蔓延，最終萎凋死

亡，嚴重影響產量。田間初步調查宜蘭

員山、礁溪及花蓮新城絲瓜田區之發病

率約達30～60%，甚至有全園萎凋枯死

而導致廢耕。觀察植株病徵診斷為絲瓜

萎凋病(病原為Fusarium oxysporum	f.	sp.	

luffae），另經組織分離後得到之菌株主

要產生紫黑色素，以剪根接種法回接東

光品種後可使植株產生病徵。本研究進

行兩年田間試驗，探討青蔥混植對絲瓜

產量及萎凋病發生之影響。第一年於本

場試驗田調查青蔥混植對絲瓜產量及萎

凋病發病率之影響，結果均無萎凋病發

生，產量亦無顯著差異。第二年選擇已

連續三年發生萎凋病之田區進行試驗，

該試區之土壤偏酸(pH值4.2)，處理組分

為青蔥與絲瓜輪作、青蔥與絲瓜混作、

石灰混拌田土處理，以及不處理對照

組，定植後調查萎凋病罹病率，結果顯

示混植或與青蔥輪作皆未能有效抑制絲

瓜成株萎凋病發生，定植後第十四周已

達約60%發病率，而石灰處理組發病率

為28%顯著較低，延遲兩周後仍達到相

同程度發病情形，推論因其提升土壤pH

而有延遲發病的效果。

PP-11	 芋苗期病害發生與防治策略

研究－趙佳鴻、沈原民、劉興隆、白桂

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Epidemic	 and	management	 of	 taro	

seedling	diseases－	Chao,	C.	H.,	Shen,	Y.	

M.,	Liu,	H.	L.,	Pai,	K.	F.	(Taichung	District	

Agr icu l tu ra l 	 Research 	 and	 Extens ion	

Station,	Changhua	County	515,	Taiwan)	

芋(Ta r o，C o l o c a s i a  e s c u l e n t a 

Schott . )為天南星科芋屬植物，中部地

區芋產業以水芋栽培為主，種植面積

達1427公頃，為全國最重要的芋產區；

近年來芋在田間生長初期常有芋苗無法

生長、心葉黃化導致心葉枯死，嚴重

時田區缺株率可達5成以上。本研究於

臺中市大甲芋產區，調查5處子芋田，

每處逢機取子芋50株，將芋苗球莖橫

切，橫切面若有水浸狀褐化、軟化、

黑褐色斑塊或斑點等疑似病原菌危害

病徵，進行病原菌分離鑑定；調查結

果：5處子芋田帶菌率分別為48	、24、

22、18及16％，顯示目前中部地區繁

殖用芋苗確有高度帶菌率。芋苗移植

入本田1個月，調查3處水芋田，結果

分別有36株，56株及47株芋苗生長異常

(缺株或不生長)	，其比率分別為2.1、

3.1及2.6%	，病原菌種類有(一)細菌經

病原性測試及PCR技術鑑定，確認為

軟腐細菌(Pectobacterium carotovorum 
subsp.  carotovorum) 	；(二)真菌經病

原菌分離及鏡檢確認其為芋頭疫病菌

(Phytophthora colocasiae)。水芋田間發

生病原菌種類比率以2種病原菌複合感

染最高占66%	，其次為軟腐細菌單一感

染占34%；而芋苗移植入本田2個月後，

再次調查前3處水芋田，結果仍有15株，

34株及41株芋苗心葉黃化症狀，其比率

分別為0.85、1.91及2.30%，病原菌種類

調查仍為上述2種病原，其中2種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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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感染者占35.5%。另為防止芋苗病

害田間傳播，本研究亦利用芋種苗消

毒技術，於種植前採用81.3%嘉賜銅可

濕性粉劑1000倍稀釋液，浸泡芋苗10分

鐘，經1-2小時陰乾後再種植於田間，配

合試驗田區暫不淹水，7-10天後再施用

81.3%嘉賜銅可濕性粉劑1000倍稀釋液1

次，此方法不僅可促進芋苗根系生長，

且在芋苗定植1個月後，可減少10%之

芋苗生長異常(缺株、心葉黃化或不生

長)。

PP-12	 台灣稻熱病菌之營養菌絲親

和性－甘忠誥、鍾文鑫、王智立（國立

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The	 vegetative	

compatibility	 of	Magnaporthe	oryzae	 from	

Taiwan－Iamnok,	K.,	Chung,	W.	H.,	Wang,	

C.	 L.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R i c e 	 b l a s t 	 d i s e a s e 	 c a u s e d 	 b y	

M a g n a p o r t h e  o r y z a e 	 ( A n amo r p h :	

Pyricularia oryzae)	 is	 a	 serious	 disease	
that	 reduces	 rice	 production	worldwide.	

Vegetative	 compatibility	 has	 been	 used	

to 	 demonst ra te 	 the 	 genet ic 	 d ivers i ty ,	

and	 thought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contributing	 genetic	 exchange	within	 and	

between	 populat ions	 of 	 ascomycetous	

fungi.	 In	 order	 to	 assess	 the	 vegetative	

compatibility	 of	M. oryzae	 populations	
in	Taiwan,	 agar	 plugs	 of	 86	 isolates	were	

placed	 on	minimal	media	 (MM	medium)	

amended	with	60	g/L	of	potassium	chlorate	

to	 recover	 ni t ra te 	 non-	 ut i l iz ing	 (nit )	

mutants. 	 The	 fast	 growing	 colonies, 	 a	

phenotype	of	nit	mutants	on	MM	medium,	

were	 obtained	 from	 17	%	 of	 agar	 plugs	

of	 all	 isolates	 and	 71.04	%	of	 them	were	

real	 nit	 mutants.	 Phenotypic	 classes	 of	

nit	mutants	were	 determined	 by	 culturing	

on	 media	 which	 contained	 one	 of	 four	

nitrogen	 sources	 (sodium	 nitrate,	 sodium	

nitrite,	 hypoxanthine	 and	 ammonium),	 and	

were	 assigned	 as	nit1,	nit3,	nitM	 or	nitA.	
In	 this	 study,	 four	 phenotypic	 classes	 of	

nit	mutants	were	 recovered	with	 unequal	

proportions:	 	nitA	 (31.41%),	nit1	 (27.6%),	

nit3	 (24.01%),	and	nitM	 (17.41%).	 	Sulfate	

non-ut i l iz ing	 (sul ) 	 mutants 	 were	 a lso	

recovered	 from	 1176	 agar	 plugs	 of	 53	

isolates	which	 showed	no	complementation	

between	their	nit	mutants.	The	fast	growing	

colonies	 were	 induced	 from	 37.5%	 of	

transferred	agar	plugs,	and	50.34	%	of	them	

were	 real	 sul	mutants.	 	 A	 peculiar	 high	

percentage	 (35.19	%)	of	heterokaryon	 self-

incompatible	(HSI)	isolates	were	determined	

by	no	complementation	 in	pairings	of	 their	

nit	 /	nit	mutants	 and	nit	 /	sul	mutants.	To	

study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the	 86	

isolates,	 isolate	JB2a3	(a	heterokaryon	self-

compatible	 isolate	 )	was	used	 to	be	a	 tester	

strain	in	order	to	pair	with	other	85	isolates	

with	 all	 possible	 combinations,	 resulting	

in	 four	 	 types	of	 heterokaryon	 formations:	

n e g a t i v e 	 t y p e 	 ( 2 1 . 6 0%) , 	 we ak 	 t y p e	

(15.90%),	medium	 type	 (6.81%)	and	strong	

type	 (55.68%).	 Notably,	 among	 isolates	

that	 showed	 strong	 type	 of	 heterokaryon	

植物保護學會會刊　第56卷　第4期　2014162



fo rma t ion 	 w i th 	 JB2a3 , 	 he t e roka ryon	

formation	may	 not	 occur	 between	 each	

other	 by	 pairing	 their	 nit	mutants.	 Pot2	

polymorphism	was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23	 isolates	

with	 four	 types	of	heterokaryon	 formation.	

There	 was	 no	 correlat ion	 between	 the	

results	of	heterokaryon	 formation	and	Pot2	

polymorphism.

PP-13	 評估柚子與檸檬桉精油防治

植物真菌病原之效果─黃建睿、鍾文鑫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Estimation	

of	 the	efficacy	of	essential	oil	 from	pomelo	

(Citrus maxima)	 and	 lemon	 eucalyptus	

(Eucalyptus citriodora)	on	control	of	plant	
diseases─Huang,	 C.	 J.1,	 Chung,	W.	H.1 

(1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Nantun	 Dist.,	

Taichung	408,	Taiwan)

本研究以臺灣常見農產廢棄物柚子

皮與常綠樹木檸檬桉落葉為精油萃取材

料，並透過蒸餾法萃取柚子皮和檸檬桉

落葉中的精油。於精油揮發性物質對7

種植物病原真菌抑制測試結果中，得知

柚子精油原液可完全抑制番石榴瘡痂病

菌PG6-3菌株和草莓灰黴病菌GBS1-104

與GBS3-93菌株菌絲生長達100%，但對

青黴病菌Cmep1-3菌無明顯抑制效果；

而檸檬桉精油於稀釋10倍以下時，皆可

抑制所有測試病原菌達100%。於PDA培

養基添加精油研究中結果指出，含1%柚

子精油的培養基對小白菜炭疽病菌PA01

菌株有90%的抑制效果，對GBS1-104與

GBS3-93菌株則分別有81%與73%的生長

抑制率，然對胡瓜炭疽病HU菌株無明

顯抑制效果，且對Cmep1-3菌株有促進

生長現象。另於PDA培養基添加檸檬桉

精油測試結果，得知含0.1%檸檬桉精油

時即可抑制所供試多數植物病原菌株。

此外，將精油以不同濃度加入含亞托敏

1000mg/L培養基中，得知0.1%檸檬桉精

油可增加對抗藥性菌株GBS1-104與非抗

藥性菌株GBS3-93的抑制率達100%。孢

子發芽的抑制測試方面，主要以PA01與

GBS1-104菌株為對象，結果顯示稀釋10

倍的柚子精油對該兩種病原皆可有100%

的抑制效果；而檸檬桉精油稀釋至1,000

倍時，仍對該兩種病原之發芽具有58%

與99%的抑制效果。進一步測試此兩種

精油對胡瓜與小白菜生長之影響，指出

於25℃條件下，稀釋20倍以上的柚子精

油對胡瓜苗與小白菜生長無明顯影響，

然稀釋100倍以下之檸檬桉精油，則於施

用24小時後出現白灰色斑點；另於20℃

條件下稀釋20倍以上柚子精油與100倍

以上檸檬桉精油，皆不會對草莓造成影

響。本研究亦分析柚子精油之主要有效

成份，得柚子精油中的主要成分為檸檬

烯，約含96%。

PP-14	 抗生素Po l ymyx i n 	 B具新興

抗鐮孢菌活性－徐立航 1、王宣富 1、

孫培倫 2、陳穎練 1　( 1國立臺灣大學植

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2林口長庚紀

念醫院皮膚科)	Antibiotic	 polymyxin	 B	

exhibits	 novel	 antifungal	 activity	 against	

Fusarium	 species－Li-Hang	Shyu1,	Hsuan-

Fu 	 Wang 1, 	 P e i -Lun 	 Sun 2, 	 Y ing -L i en	

Chen1　(1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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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ic rob io l ogy , 	 Na t i ona l 	 Ta 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2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Linkou,	Taiwan.	)

植物病原真菌造成約70%的作物病

害，嚴重降低全球農業產值。鐮孢菌

屬(Fusarium	 spp.)包含F. oxysporum,	F. 
solani,	F. graminearum與F. verticillioides
等，其中F. oxysporum與F. graminearum
在前十大植物病原真菌中分別排名第

四及第五。臨床上，鐮孢菌感染的病

例中以F. solani最多，F. oxysporum次

之，而鐮孢菌在所有侵入性感染的真

菌中排名第二，僅次於麴菌(Aspergillus 

spp.)。然而在植物及人類上，對於鐮孢

菌感染的治療仍缺乏有效利器。抗生素

polymyxin	B先前曾被報導對於人體病原

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與隱球菌

(Cryptococcus neoformans)具抗真菌的活

性，但對於鐮孢菌的抗菌效力仍未知。

因此本篇針對12株自人類或植物寄主(香

蕉、番茄、瓜類、豌豆、小麥及玉米)

分離之鐮孢菌進行測試，確認其是否具

抗鐮孢菌之活性。利用亞甲藍液染色結

果、點狀稀釋平板法(spot	dilution	plating)

及XTT還原法測試，發現polymyxin	B對

所有菌株皆具殺真菌性(fungicidal)，而

對大多數測試菌株之最低殺真菌濃度

(minimum	 fungicdal	 concentration)為16或

32	 µg/ml，同時也對經常與鐮孢菌共同

造成角膜炎之細菌性病原Pseudomonas 
aeruginosa有效。有趣的是，不同於在

C. albicans與C. neoformans中的發現，

polymyxin	 B與醫療或農業上所應用的

azole類藥劑並無發現協同的抗鐮孢菌作

用(synergistic	 effects)。總結來說，這些

結果證實polymyxin	B可作為一個治療感

染人類及植物之鐮孢菌的潛力藥劑。

PP15	 台灣草莓炭疽與灰黴病菌

對常用殺菌劑之感受性—朱盛祺 1、鐘

珮哲 1、鍾文鑫 2 (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2國立中興大學植

物病理學系)Sensitivity	 of	 anthracnose	

and	 gray	mold	 fungi	 from	 strawberry	 to	

fungicides	in	Taiwan	—	Chu,	S.	C.1,	Chung,	

P.	C.1,	Chung,	W.	H2	—	 (1Miaoli	District	

Agr icu l tu ra l 	 Research 	 and	 Extens ion	

Station,	Guanguan,	Miaoli	 363,	 Taiwan;	
2Dept.	 of	 Plant	Path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20,	Taiwan)

由	Colletotrichum	 spp.與Botrytis 
cinerea	為引起草莓炭疽病(anthracnose)

和灰黴病(gray	mold)之重要病原真菌，

除造成田間嚴重的危害外，亦可引起貯

藏期果實的腐爛。目前推薦用於防治草

莓炭疽病的藥劑有三唑類(Triazoles)、

史托比類(Strobilurins)等；而防治灰黴病

的藥劑有苯並咪唑類(Benzimidazoles)、

Phenylpyrrols及Dicarboximides等，然而

農友長期連續使用單一作用機制的藥

劑情形下，常造成菌株對藥劑之感受

性逐漸降低。本研究測試引起草莓炭

疽病之Colletotrichum	 spp.菌株與灰黴

病之B. cinerea菌株對常用殺菌劑的感

受性，測試濃度為1、10、100及500	mg	

a.i./L。結果顯示:自草莓所分離之138株

Colletotrichum	 spp.菌株，於含500	mg	

a.i./L有效濃度之亞托敏培養基中，僅能

抑制48.5%菌株菌絲生長，而百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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腈硫克敏、腐絕快得寧、待克利、撲克

拉及撲克拉錳，在含有效濃度10	mg	a.i./

L的培養基下，則可明顯抑制炭疽病菌

菌絲生長；另測試72株B. cinerea對常

用藥劑感受性結果，得知於100	mg	 a.i./

L有效濃度下，各藥劑對菌株菌絲生長

抑制率分別為，滅派林19.4%、貝芬替

47.2%、亞托敏55.6%、白克列79.2%、派

美尼95.8%、撲滅寧95.8%、依普同100%

及賽普護汰寧100%。由研究結果顯示:

分離自田間的草莓炭疽病菌，可能已出

現對亞托敏表現低感受性菌株；而田間

B.	 cinerea菌株，則可能出現對滅派林、

貝芬替、亞托敏表現低感受性菌。

PP-16	 非農藥資材防治甜椒炭疽病

之初探—蔡依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	 Study	

on	 the	 control	 of	Anthracnose	 disease	 in	

bell	 pepper—Y.	C.	Tsai	 (Hualien	District	

Agr icu l tu ra l 	 Research 	 and	 Extens ion	

Station,	Crop	Environment	Section,	Taiwan,	

R.O.C.)

花蓮地區之有機甜椒主要於網室

栽培，以減少病蟲害威脅；惟採收期

仍常遇炭疽病發生，造成農友收成果

實之次級品佔有相當比例。本研究之

甜椒炭疽病供試病原為Colletotrichum 
g l o e o s p o r i o i d e s，於試驗前先行接

種 甜 椒 果 實 以 確 認 其 病 原 性 。 C . 
gloeosporioides於甜椒果實初期產生褐

色斑點，後逐漸擴大成向下凹陷病斑，

產生許多黑色小點之分生孢子堆，濕度

高時分泌粉紅色分生孢子。本研究選擇

數種有機農法可用資材，於PDA培養基

中添加後接種菌絲塊，結果以亞磷酸、

葵無露及碳酸氫鈉抑制甜椒炭疽病菌絲

生長之抑制率顯著較高。103年於花蓮

縣壽豐鄉選定一處有機農民之網室進行

田間試驗，噴施亞磷酸1000倍、碳酸氫

納500	倍及苦楝油500	倍等供試資材，不

處理組為對照組，資材以每7天施用ㄧ

次，連續3次，施用前後調查各處理組

甜椒果實炭疽病之罹病度，開始施用前

調查之果實尚無病斑發生，俟進入成熟

期後則陸續出現炭疽病之病斑，經調查

兩次結果顯示，以苦楝油500倍之防治成

效最佳，其次為碳酸氫鈉，而亞磷酸之

預防成效較不顯著。建議農友施用資材

時，仍需配合田間清潔，方能達到良好

之防治成效。本試驗除篩選經濟有效之

資材可供有機農友參考使用，亦可於慣

行農法採收期間配合操作，以減少農藥

殘留及提升食安，保障消費者健康。

PP-17	 草莓炭疽病菌檢測及生態之研

究－梁鈺平1、孫岩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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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The	 detection	

and	 the	ecology	of	pathogens	of	 strawberry	

anthracnose	－	Liang,	Y.	P.1,	 Sun,	E.	 J.2	

(1	Master	 Program	 for	 Plant	Medicine,	

Nat ional 	 Taiwan	 Univers i ty , 	 Da’an,	

Taipei	 106,	Taiwan;	 2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and	Microb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a’an,	 Taipei	 106,	

Taiwan)

炭疽病	(Colletotrichum)	為目前台

灣草莓	(Fragaria	×	ananassa	Duchessne)	
生產過程中極具威脅之重要病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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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全株之死亡。而若能檢測及監測

田間病原菌之感染源及其密度，將有

助於此一病害之預防及控管。因此，

本研究目的即為草莓炭疽病菌半選擇

性培養基之研發，希望利用此選擇性

培養基，可順利從草莓植株、土壤及

其他植物中檢測出炭疽病菌。經比較

二十五種抗微生物藥物對炭疽病菌及其

他常見雜菌之抑制效果，從中挑選可抑

制雜菌而較不抑制炭疽病菌者，加以組

合及實測，發現以免賴得	 (Benomyl，

5	mg/L)、白克列	(Boscalid，10	mg/L)、

依普同	(Iprodione，5	mg/L)、四環黴素	

(Tetracycline	hydrochloride，50	mg/L)	及

滅達樂	(Metalaxyl，10	mg/L)，加入馬鈴

薯葡萄糖瓊脂培養基	(PDA)	中配製成之

半選擇性培養基	 (簡稱PDA-BBITM)，

可有效自草莓植株及雜草葉片上分離到

炭疽病菌，且相較於前人使用之培養

基，可大幅減少雜菌之干擾。利用此培

養基亦可自內外部皆無病徵之草莓苗冠

部檢測出炭疽病菌，且應用此培養基於

田間生產之草莓苗炭疽病菌之篩檢，發

現檢出之帶菌率與定植後之補植率有一

定程度之關連，故未來	PDA-BBITM	可

能可應用於健康草莓苗之篩檢。而從土

壤檢測炭疽病菌時，發現亦可使用相同

之抗微生物藥劑組合，但改以果膠作為

碳源的查氏培養基	(Czapek-Dox	agar)	取

代	 PDA，較有利於減少雜菌之干擾。

經以此培養基檢測炭疽病菌孢子於土壤

中之殘存，發現其存活率會於	60	天內

下降至	30%	以下，日曬及淹水之處理

則會加速其下降，而埋入土壤中之罹病

植物殘體則於	70	天時幾乎檢測不到炭

疽病菌，因此推測炭疽病菌於氣候濕熱

之台灣應無法於土壤中長時間殘存。將

炭疽病菌接種於	11	種雜草上，發現接

種後均未出現明顯之病徵，然而至接種

後	28	天時，大部分植物仍可檢測到炭

疽病菌。而採集田間之雜草進行檢測，

目前僅於光風輪	 (Clinopodium gracile 

(Benth.) 	 Kuntze) 	及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上可檢測到對草莓具

病原性之炭疽病菌。

PP-18	 應用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PMB01於甜椒細菌性斑點病防治效果之

評估－林碩興、林宜賢	 (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植物醫學系)	Evaluation	 of	 applying	

Baci l lus	 amylol iquefaciens	 PMB01	 to	

control	bacterial	leaf	spot	of	sweet	pepper－

Sou-Sing	Lin	and	Yi-Hsien	Lin*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 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ipu,	Pingtung	912,	Taiwan)

茄科細菌性斑點病是甜椒生產的重

要限制因子。此病害於田間主要利用銅

劑防治，然而長期使用銅劑也導致田間

的病原菌逐漸產生抗藥性。除了化學防

治外，利用微生物來進行生物防治是最

具潛力的防治策略，在利用微生物進行

生物防治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利用具

有拮抗特性的微生物菌株來防治植物病

害的發生。本研究中，首先由自然環境

的土壤中分離多個土壤根圈細菌菌株。

其中，PMB01菌株相較於其他菌株，對

造成甜椒細菌性斑點病的Xanthomonas 
euvesicatoria具有最好的拮抗能力。將

PMB01菌株利用16S	 rDNA和gyrB基因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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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增幅與定序，顯示此菌株為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隨後針對PMB01菌

株分別在葉表存活與病害防治上進行評

估。在葉表存活上，在溫室測試的結果

顯示PMB01可以在甜椒葉片上殘存21天

以上，說明此菌株的葉表殘存能力佳。

進一步在防治上的結果顯示，PMB01可

降低細菌性斑點病的病害指數。為了提

高PMB01的防治效果，也完成了發酵配

方的初步評估，結果顯示發酵液確實可

以提高防治的效果，且不需額外添加黃

豆粉。將PMB01發酵液與nutrient	 broth	

(NB)培養液濾除細菌後，測試其對X. 
euvesicatoria之拮抗作用，顯示發酵濾

液的抑制作用較強，且拮抗成分具耐熱

的特性。由上述結果說明，發酵液具有

較佳的防治效果與PMB01所產生的拮抗

物質有關。除此之外，PMB01在DNA序

列上可測得也具有產生iturin	A及surfactin

這兩種拮抗物質的基因。綜上所述，本

研究說明PMB01具有防治甜椒細菌性斑

點病之潛力，且此防治能力可能與抗生

物質有關。

PP-19	 玉米根分泌物之醣類組成可

促進根圈芽孢桿菌之化學趨向性、揮

發性二次代謝物生成及誘導植物系統抗

病性能力－呂佳燕、陳昭瑩（臺灣大學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Chemotaxis,	

production	of	volatile	secondary	metabolites	

and	 the	 ability	 of	 inducing	 plant	 systemic	

res is tance	 of 	 Baci l lus 	 rhizobacter ium	

enhanced	by	 the	 carbohydrate	 constituents	

of	maize	 root	 exudate	－	Lu,	C.	Y,	Chen,	

C.	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106,	Taiwan)

植物促生根圈細菌	 (Plant	 growth-

promoting	 rhizobacteria)	群聚於根圈，能

促進植物生長，有些可誘導植物表現

系統抗病性(induced	 systemic	 resistance,	

ISR)。植物光合作用之部份產物可以根

分泌物形式，自根部釋放到根圈土壤

中，可提供作為土壤微生物的營養來

源，許多微生物因而會朝向養分濃度

較高的根部趨近。玉米根分泌物中含

有高量的葡萄糖，測試根圈細菌對數

種醣溶液的相對趨向反應指數	(Relative	

chemotaxis	 response,	RCR)，可促進甜玉

米生長的臘狀芽孢桿菌C1L對葡萄糖有

顯著的趨向性，對麥芽糖和海藻糖表現

中等趨向性，對甘露糖只有微弱的趨向

性，對異麥芽糖則不具趨向性。以薄

層層析(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及氣

相層析/質譜儀(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分析細菌培養產生之揮發

性二次代謝物，發現C1L菌株培養於含

葡萄糖、麥芽糖及海藻糖的培養基中

可產生揮發性二次代謝物3-羥基-2丁酮

(acetoin)及2,3-丁二醇(2,3-butanediol)，並

以玉米根分泌物組成比例高之葡萄糖誘

導之產量最高，含異麥芽糖及甘露糖的

培養基中則無偵測到3-羥基-2丁酮及2,3-

丁二醇。已知3-羥基-2丁酮及2,3-丁二醇

可促進植物之系統抗病性，當C1L突變

株降低3-羥基-2丁酮及2,3-丁二醇生成

量時，誘導甜玉米系統性抗葉斑病的能

力即降低。以3-羥基-2-丁酮或2,3-丁二

醇溶液澆灌處理甜玉米根圈，均有降低

玉米葉枯病罹病嚴重度的作用，故推論

C1L菌株可藉由揮發性二次代謝物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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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來誘導甜玉米表現ISR之作用。

PP-20	 開發乳酸菌發酵濾液做為提

升番茄產量及耐熱性的植物保護有機

資材	─	許育仁、陳俊任、楊玉君、

駱冠宇、黃祥恩	 (國立台東大學生命

科學系)	Developing	 the	 plant-protective	

organic	material	 by	 fermented	 filtrate	 of	

Lactobacillus spp.	to	increase	the	yield	and	
heat	tolerance	in	the	tomato	─	Yu-Jen	Hsu,	

Jun-Ren	 Chen,	 Yu-Jien	 Yang,	 Guan-Yu	

Louh,	Hsiang-En	Huang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The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利用有機資材降低農業化學藥劑的使

用，可以幫助農業的永續發展。在過

去的研究中發現枯草芽孢桿菌	(Bacillus 

spp.)	混合有機資材的使用，有效降低

病原菌對植物造成的病害，但是透過上

述方法誘導產生的抗病能力，通常無法

兼顧植物生長及非生物性逆境的抵抗

能力，在過去的研究結果顯示乳酸菌

Lactobacillus sp.為一種符合人體安全規

範的食用菌種	(generally	 regarded	as	 safe,	

GARS)	，此屬細菌能將醣類發酵成乳

酸，藉此誘導細胞產生免疫反應及抑制

病原菌生長。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開發

乳酸菌生產過程中被廢棄的發酵濾液，

試圖將此發酵濾液開發成為農業生產可

以添加的有機資材，成為能夠提升混合

性植物保護性添加劑的輔助因子。實驗

結果顯示，乳酸菌發酵液單獨處理番茄

幼苗後，確實能夠有效提升過氧化酵

素	(peroxidase,	POD)	的活性、增加植株

體內過氧化氫	(Hydrogen	peroxide,	H2O2)	

的累積量，同時也會增加番茄細胞膜的

離子滲漏度，增加植株生長高度，花苞

數目及延長著花期。另外乳酸發酵液單

獨處理番茄幼苗後，也可以提升其對於	

50	度高溫逆境的耐受能力。將此乳酸

菌發酵液混合枯草芽孢桿菌及多種有機

資材調製成混合藥劑，並於夏季高溫期

(2014/5-2014/8)，實驗結果顯示，施用

該添加劑後，番茄在夏季高溫逆境的存

活率及著果率，明顯高於未處理組。而

在冬季	(2014/11-	2014/12)	的田間試驗結

果也顯示，施用混合添加劑的番茄，其

植株生長高度及花苞數目，均有明顯提

升。而該混合藥劑也在同時段	(2014/11	

-2014/12)	，於一般慣行農法的番茄園

區進行田間試驗，實驗結果顯示，混合

藥劑處理三周後，處理組的番茄其花苞

數目及果實數量，均有明顯的增加的情

形。綜合上訴的研究結果推論，乳酸菌

發酵液確實可以有效提升番茄產量及增

加其對高溫逆境的抵抗能力。而且該乳

酸菌發酵液與枯草芽孢桿菌或其他有機

資材混合後，依然可以維持其促進番茄

開花結果的能力，未來針對該混合藥劑

在病害抵抗能力方面做進一步的分析，

以確認該混合藥劑在田間應用的綜合效

果。

PP-21	 微生物農藥之菌種鑑定及品系

鑑別-枯草桿菌及液化澱粉芽孢桿菌－林

振文、廖秀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

藥物毒物試驗所農藥化學組）	Microbial	

identification	 	 and	 strain	 differentiation	 in	

biopesticide	product-	Bacillus subtilis	 and	
B. amyloliquifacians－	Lin,	 J.	W.	 ,	 and	

Liao,	H.	Y.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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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Wufeng,	Taichung	

41358,	Taiwan)

微生物農藥安全性高，具有免農

藥殘留檢驗的優點，合理而適當使用微

生物農藥可以減少化學農藥的使用。由

於微生物農藥登記及商品化的關鍵缺口

在於明確的菌種品系鑑識資料，亟待建

立有效的菌種品系鑑識技術與標準化流

程。基因檢測是快速且準確的生物檢驗

技術，我們整合多種基因檢驗技術，並

建立基因檢測標準化流程。我們採用階

段式的鑑定模式，區別相似的菌株，以

枯草桿菌及液化澱粉芽孢桿菌為例，第

一個階段使用16S	 rRNA的PCR技術，將

其產物定序比對可鑑定到菌種，但仍無

法區分枯草桿菌及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而階段二的gyrA基因定序則可以明確區

分兩者。當菌種確定之後，階段三使用

通用引子UP-PCR技術，可以區分不同的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亞群，而第四階段的

逢機增幅多型性DNA	 (RAPD)	技術，則

可以區分相同亞群內之不同品系。我們

藉由建立標準化分析流程，排除操作誤

差，並利用DNA聚合酶連鎖反應結合螢

光技術及高解析度DNA熔點分析，可比

傳統電泳分析方式更快速且更穩定，能

夠更快速且準確的鑑別不同的菌株種類

及品系。這些基因檢測技術將可以應用

於市售枯草桿菌與液化澱粉芽孢桿菌產

品的查驗，強化微生物農藥市場管理，

也可解決菌株品系鑑別上的困難，加速

研發產品的登記，促進植物保護產業之

發展。

PT-01	 雙股RNA殺蟲劑開發-雙股

RNA保護成分開發－林振文、廖秀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

所農藥化學組）	Development	 of	 double	

strand	RNA	 insecticide-	 development	 of	

double	 strand	RNA	protective	 ingredien－

Lin , 	 J . 	 W. , 	 and 	 Liao , 	 H. 	 Y. 	 (Ta iwan	

A g r i c u l t u r a l 	 C h em i c a l s 	 a n d 	 T o x i 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Wufeng,	 Taichung	 41358,	

Taiwan)

雙股RNA進入細胞阻斷或干擾特

定基因表現之作用稱為「RNA干擾作

用」。國外已經利用基因改造植物自體

生產雙股RNA，來達到抗蟲或抗病毒

的目的。其中一個是利用轉基因玉米生

產雙股RNA以對抗西方玉米根蟲。若

能不透過基改作物的方式，而開發可在

田間直接噴灑施用的雙股RNA製劑，

不但能增加保護作物的種類範圍之實用

性，同時也可以免除消費者對於基因改

造作物食用安全性之疑慮。然而，雙股

RNA受特定水解酶分解的問題，限制了

它在田間施用的有效性，我們希望藉由

開發特殊的RNA結合蛋白質，做為雙股

RNA的保護成分。2007年Fenner等學者

發表Betanodavirus屬魚類病毒的蛋白質

B2具有雙股RNA結合能力，我們希望

將Betanodavirus屬的石斑魚神經壞死病

毒Greasy	Grouper	Nervous	Necrosis	Virus	

(GGNNV)	的病毒蛋白質B2開發成為雙

股RNA保護成分。將石斑魚神經壞死病

毒蛋白質B2進行蛋白質序列比對，我們

發現此蛋白質與真核細胞中的GINS蛋

白質相似度達到59%，GINS是真核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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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雙股DNA複製所需，DNA解螺旋酶複

合體的組成分之一。我們建立枯草桿菌

蛋白質生產系統，該系統有兩個好處，

第一、枯草桿菌是安全的土壤細菌，具

有已經長時間被使用做為生物性肥料的

安全使用歷史，沒有枯草桿菌殘留的問

題。第二、枯草桿菌具有蛋白質分泌

機制，重組蛋白質可直接分泌到培養液

中，不需要打破菌體，減少其他蛋白質

汙染的問題，同時也減少純化分離所需

成本。我們發現枯草桿菌液體培養5天

後，可以偵測到外泌至培養基的重組蛋

白，並經由RNA保護試驗結果發現，重

組蛋白對於雙股RNA具有保護能力，可

以作為雙股RNA的保護成分。

PT-02	 牛筋草酮醇酸還原異構酶之

基因選殖—陳佩吟、柯燕珍(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安全資材

組)	Cloning	of	Ketol-acid	reductoisomerase	

(KARI)	 from	Eleusine indica.	—	Chen.

P.Y.,	 and	Ko.Y.C.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Wufeng,	

Taichung	41358,	Taiwan)

酮醇酸還原異構酶(K e t o l - a c i d	

reductoisomerase,	KARI)為植物合成支鏈

胺基酸(Leucine、Valine、Isoleucine)的

關鍵酶，假若抑制其活性則可影響植物

生長，且在哺乳動物體內則無此酵素，

故將其抑制劑開發成殺草劑對溫血動物

相對較安全。牛筋草(Eleusine indica)
為禾本科一年生雜草，全年可萌芽生

長，開花結果期於暖季，單株結籽可達

2000-3000粒種子，繁殖潛力強，加上

產生抗殺草劑的生物型，故選其為研究

對象。本研究以酮醇酸還原異構酶為標

的，牛筋草為實驗材料，應用電腦模擬

軟體，建構K	A	R	 I	受體的分子模擬結

構構型，並以電腦預測模擬，做分子對

接模擬（Receptor-Ligand	Docking）之高

通量篩選，開發高選擇性、高活性的除

草劑，達到符合高安全性及環境相容性

佳的綠色農業發展。由於牛筋草酮醇酸

還原異構酶基因尚未發表解序，故首先

選擇禾本科已發表KARI基因序列高度

保留區，設計牛筋草KARI引子對，加

上快速擴增cDNA之5端及3端序列技術

(5'and	3'RACE)成功的完成牛筋草酮醇酸

還原異構酶基因序列定序，核酸長度為

1737bp，轉譯後蛋白質為578個胺基酸，

與禾本科KARI蛋白質序列比對	，結果

與玉米相似度高達95%，確定其為牛筋

草酮醇酸還原異構酶。

PT-03	 以次世代定序技術探討小

菜蛾參與有機磷抗藥性之相關代謝酵

素基因－郭峰瑞 1、張嘉哲 2、林祐榆
3、陳玫如4、許如君1,5、陳倩瑜4,6	 （ 1

國立台灣大學昆蟲學系、 2國立台灣大

學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3國立台灣

大學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4國立

台灣大學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學位學

程、5國立台灣大學植物醫學中心、
6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

系）	Using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to	 investigate	metabolism-	associated	genes	

related	 to	 organophosphorus	 resistance	 in	

diamondback	moths	 (Plutella xylostella)－	

Feng-Jui	 Kuo1,	 Chia-Che	 Chang2,	 You-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民國	103	年年會論文摘要 171

Yu	 Lin3, 	 Mei-Ju	 May	 Chen4, 	 Ju-Chun	

Hsu1,5,	 Chien-Yu	Chen4,6 (1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Master 	 Program	 for 	 P lan t 	 Medic ine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Graduate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Electronics	 and	

Bioinformat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4Genome	 and	 System	 Biology	 Degree	

Progra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Academia	Sinica;	5Research	Center	for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6Department	of	Bio-Industrial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小菜蛾	(Plutella xylostella)	被認為

是容易產生抗藥性的十字花科蔬菜重

要害蟲。有機磷類在過去50年間為最常

被使用的農藥，因此，各種參與有機

磷抗性的相關基因也因此被篩選出來，

為有效管理其抗藥性之產生，故對其抗

藥性產生機制有了解之必要。本研究

目的為利用次世代定序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找出與有機磷抗性有關的代

謝酵素相關基因，以作為未來小菜蛾

抗藥性防治上的參考。利用先前次世

代定序技術建構小菜蛾的轉錄體資料

庫	(總長度14,447,263,420鹼基)，並利用

CuffLinks合併TopHat軟體，以	You	et	 al.	

(Nature	 genetics,	 2013)	所發表的小菜蛾

基因體序列為參考組進行組裝，獲得總

計42,334條轉錄子。再將美文松感性及

抗性品系小菜蛾	(SH、SHM)	進行2G的

RNA-seq分析，並回貼至轉錄體資料庫

中獲得每個序列的RPKM值。我們選定

RPKM	ratio	 (SHM	/	SH)	>	2或	<	0.5的轉

錄子，定義其可能具有表現量上的差異

並建立清單	(總計有6,334條轉錄子)，同

時再以小菜蛾所發表之蛋白質序列為參

考，以blastx進行比對	(標準：identity	>	

0.9,	E-value	>	10-10)，找出可能為代謝酵

素相關的轉錄子，其中有20條細胞色素

P450基因	(轉錄子36條)，2條榖胱甘肽硫

基轉移酶基因	(轉錄子有5條)及17條酯酶

基因	(轉錄子有35條)。再以即時定量聚

合酶連鎖反應來做進一步驗證，篩選出

表現量差異最大的基因，以作為後續功

能性研究或抗藥性控制之標的

PT-04	 瓜實蠅有機磷分子抗性頻度

偵測之方法開發－吳昌昱1、許博凱1、

葉庭維1、戴允文1、黃毓斌2、黃莉欣3、

許如君1 (1臺灣大學昆蟲學系、2行政院

農委會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3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農藥應

用組)	Development	of	 frequency	detection	

method	 for	molecular	 organophosphates	

resistance	 in	Bactrocera cucurbitae－
Wu,	C.	Y.1,	Hsu,	P.	K.1,	Yeh,	T.	W.1,	Dai	

Y.	W.1, 	 Huang,	 Y.	 B.2, 	 Huang,	 L.	 H.3,	

Hsu,	 J.	 C.1 (1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aan,	Taipei	

106,	Taiwan;	 2Taiwan	Agri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3Taiwan	Agriculture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瓜實蠅	 (Bactrocera cucurbi tae ,	
melon	 fly)	為台灣農業重要害蟲，雌蟲

以產卵管戳刺葫蘆科等作物的果實造成

危害。有機磷藥劑為國內主要登記於瓜

實蠅防治藥劑，先前研究證實其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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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醯膽鹼酯酶如位於轉譯框架	1261	位

置的鳥糞嘌呤	 (guanine)	取代成胞嘧啶	

(cytosine)，會造成胺基酸	421	的位置上

丙胺酸	(alanine)	取代甘胺酸	(glycine)，

此突變被認為與有機磷類藥劑抗性增加

有關。本研究目的在於利用焦磷酸定序	

(pyrosequencing)	檢測瓜實蠅族群有機磷

抗性之點突變頻度，以開發有機磷抗性

分子抗性偵測技術。此方法目前以實驗

室抗性及感性品系完成確效：感性與抗

性族群以比例為	1:3	混合鳥糞嘌呤	(G，

以下同)	與胞嘧啶	 (C，以下同)，頻度

比預計值相差	±7.62%；以	3:1	混合時	C	

和	G的頻度與預期值相差	±20.15%。將

此方法應用在田間族群：於	2014	年採

集田間樣本，包含新北汐止及永和、彰

化北斗、雲林崙背及高雄鳳山，以及於	

2004	年採集，包含高雄阿蓮、新竹峨嵋

及彰化埔鹽三地。田間族群點突變頻度

結果：新北汐止與永和	C的頻度均在	5%	

以下，	G	的頻度均高於	95%；高雄鳳

山、雲林崙背以及其他三個在	2004	年

採集的樣本G的頻度均為	100%。此結果

顯示了田間瓜實蠅族群普遍對有機磷抗

類藥劑產生抗性，應避免用此類藥劑作

為瓜實蠅防治用藥。此外，由於此方法

須由新鮮活蟲抽取	RNA，在使用上較為

不便，未來須發展直接由	DNA	即可偵

測此突變頻度的方法。

PT-05	 不同地區南黃薊馬對推薦藥

劑的感受性與抗性機制分析－顏美琪、

楊永裕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	

Analysis	 of	 susceptibility	 to	 recommended	

insecticides	 and	 resistance	mechanisms	 in	

melon	 thrips	 (Thrips palmi	Karny)	 from	

different	 populations－Yen,	M.	 C.,	 and	

Yang,	Y.	Y.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南黃薊馬	(Thrips palmi)	為台灣瓜

類及茄子上的重要害蟲，由於其生活

史短與繁殖力高，為了快速有效地控制

南黃薊馬的族群數量，噴灑殺蟲劑為

主要的防治策略。為瞭解南黃薊馬對不

同作用機制殺蟲劑的感受性，本研究測

試屏東九如、高雄旗山、彰化二水的南

黃薊馬對賜諾特	 (spinetoram)、第滅寧	

(deltamethrin)、可尼丁	 (clothianidin)、

滅賜克 	 ( M e t h i o c a r b ) 	 	 及克凡派	

(chlorfenapyr)	等五種殺蟲劑之感受性分

析，結果顯示第滅寧及可尼丁對這三個

地區南黃薊馬的LC90皆遠大於植保手冊

上的推薦濃度，由此推論這些地區的南

黃薊馬對除蟲菊類	(pyrethtoids)	和新尼

古丁類	(neonicotinoids)	殺蟲劑已產生抗

性。由於代謝解毒與作用點位置改變是

昆蟲對殺蟲劑產生抗藥性的主要機制，

接下來為了探討其可能的抗性機制，首

先將第滅寧及可尼丁分別添加Piperonyl	

butoxide	(PBO)、Diethyl	maleate	(DEM)、

Triphenyl	phosphate	 (TPP)	等三種協力劑

測試，以確認是否有解毒酵素參與南黃

薊馬對第滅寧及可尼丁的代謝抗性，結

果顯示在第滅寧及可尼丁中添加PBO後

對九如、旗山、二水三個地區南黃薊馬

的協力比分別為	237.63、217.54、159.28	

與	 6.73、16.82、36.11，而第滅寧添加

TPP時對旗山地區南黃薊馬的協力比為

18.26，而添加DEM時協力比都沒有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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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因此推測細胞色素P450單加氧酶		

(cytochrome	P450	monooxygenase)	參與三

地區南黃薊馬對第滅寧及可尼丁的解毒

作用，而酯酶(Esterases)	則同時參與旗

山地區南黃薊馬對第滅寧的解毒作用。

此外，由於在蔥薊馬	(Thrips tabaci)	與
日本的南黃薊馬都已證實，當鈉離子通

道	(Sodium	channel)	的第929個氨基酸發

生基因點突變時	(T929I)	與薊馬對除蟲

菊類殺蟲劑的抗性有關，而本研究的結

果顯示三地區南黃薊馬族群中T929I	點

突變的頻率很高。整體而言，本研究發

現代謝解毒與作用點位置改變這兩者皆

是九如、旗山、二水之南黃薊馬對第滅

寧產生抗性的機制；而細胞色素P450單

加氧酶以及酯酶則與南黃薊馬對可尼丁

的抗性有關。

PT-06	 不同地區瘤野螟對推薦藥

劑的感受性調查與及對賽洛寧抗性

機制之探討－余卿華、楊永裕（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T h e	

susceptibility	 to	 recommended	 insecticides	

a nd 	 t h e 	 mechan i sm 	 a s s o c i a t e d 	 w i t h	

cyhalothrin	 resistance	 in	 rice	 leaf	 folder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Guenee))	

from	 different	 populations－Yu,	 C.	 H.,	

Yang,	Y.	Y.	(Department	of	Plant	Medicin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瘤野螟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屬於鱗翅目(L e p i d o p t e r a )、螟蛾科	

(Pyralididae)，近年來在台灣成為二期

稻的重要害蟲。目前國內防治此害蟲的

方法仍以噴灑化學藥劑為主，由於國

外有研究報告指出瘤野螟已經對多種不

同作用機制的殺蟲劑產生抗藥性，因此

監測台灣不同地區瘤野螟對推薦藥劑的

感受性是非常重要的。本研究測試屏東

長治及台南後壁兩地區的瘤野螟對剋安

勃	(Chlorantraniliprole)、培丹	(Cartap)、

賽洛寧	(Cyhalothrin)	三種殺蟲劑之感受

性，結果顯示剋安勃、培丹、賽洛寧

對長治及後壁瘤野螟的LC90分別依序為

0.937ppm、186.809ppm、1.186ppm以及

0.701ppm、705.243ppm、32.472ppm，其

中後壁地區瘤野螟對賽洛寧的感受性遠

低於長治地區。進一步研究更發現和賽

洛寧同屬於除蟲菊類	 (pyrethroid)	殺蟲

劑的第滅寧	 (Deltamethrin)	對後壁地區

瘤野螟的LC90甚至高達946.826ppm，此

濃度明顯超過植保手冊中第滅寧的推薦

濃度	 13.33ppm。為了探討瘤野螟對除

蟲菊類殺蟲劑感受性下降的可能原因，

首先進行協力劑測試以確認是否有解毒

酵素參與此害蟲對除蟲菊類殺蟲劑的代

謝抗性，結果顯示賽洛寧添加協力劑

Piperonyl	 butoxide	 (PBO)	後協力比高達

705.5，由此推測細胞色素P450	單加氧酶	

(cytochrome	P450	monooxygenase)	參與

後壁地區瘤野螟對賽洛寧的解毒作用。

此外，由於鈉離子通道	(sodium	channel)	

發生點突變已被證實是許多昆蟲對除蟲

菊類殺蟲劑可能的抗性機制，因此本研

究設計引子分析瘤野螟之鈉離子通道基

因是否發生與抗性有關的點突變，結果

在長治及後壁兩地區的瘤野螟並沒有

找到M918T、T929I、L1014V這三個在

其他昆蟲常見的突變。另一方面，關於

昆蟲對除蟲菊類殺蟲劑的抗性曾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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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被提出，其一是昆蟲體內的共生菌

Wolbachia	會影響昆蟲對除蟲菊類殺蟲

劑的抗性，第二是鈉離子通道某個選擇

性剪切	(alternative	 splicing)	片段發生的

頻率與昆蟲對除蟲菊類殺蟲劑的抗性有

關。因此本研究也調查兩個瘤野螟族群

中Wolbachia以及選擇性剪切片段出現

的比例，結果顯示長治及後壁地區瘤野

螟帶有Wolbachia的比例分別為30％	及

40％，而選擇性剪切片段的比例則分別

為70％及50％，由此可知Wolbachia以及

選擇性剪切片段的出現與兩地區瘤野螟

對賽洛寧的抗性程度無顯著關係。整體

而言，細胞色素P450單加氧酶的代謝抗

性是台南後壁地區瘤野螟對除蟲菊類殺

蟲劑主要的抗性機制。

PT-07	 小葉菜類採收前殘留限量之

建立與可行性探討－黃慶文、楊尚勳、

徐慈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

物試驗所殘毒管制組）Establishment	 and	

Assessment	of	Pre-harvest	 residue	limits	on	

leafy	vegetables－	Huang	C.	W.,	Yang	S.H.,	

Shyu	T.H.	 (Taiwan	Agriculture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小葉菜類為短期密集栽培之作物，此類

樣品農藥殘留檢驗之時程不宜過長，目

前化學檢驗期程為5~7天，為避免因等

待藥檢結果而出現不合格樣品流入市面

之情形，本研究參考國外報告，評估採

收前殘留限量(Pre-harvest	 residue	 limits，

PHRL)研定之可能性，除避免未到採收

期採樣之小葉菜類因檢出農藥殘留超

量而被處分，同時提高農民受檢率並提

升檢驗效能。本年度分別於桃園PE塑

膠網室、西螺簡易網室及梓官露天栽培

進行田間試驗，作物為白菜、莧菜及

蕹菜3種不同小葉菜類，藥劑為達滅克

敏、佈飛松及剋安勃等，比較不同栽

培環境之殘留消退是否有所差異，並比

較不同小葉菜類作物農藥殘留與PHRL

之差異。依農藥殘留消退資料推算小

葉菜類之PHRL，露天栽培白菜之佈飛

松於採收前5天之殘留限量(PHRL5)為

16.4ppm、採收前3天之殘留限量(PHRL3)

為5.4ppm，蕹菜為30.3ppm(PHRL5)、

7 . 7 p p m ( P H R L 3 ) ， 莧 菜 為

12.8ppm(PHRL5)、4.6ppm(PHRL3)。白菜

達滅芬之PHRL分別為14.4ppm(PHRL5)、

7 . 1 p p m ( P H R L 3 ) ， 蕹 菜 為

32.0ppm(PHRL5)、11.5ppm(PHRL3)，莧

菜為19.4ppm(PHRL5)、8.6ppm(PHRL3)。

剋 安 勃 於 白 菜 之 P H R L 分 別 為

6.4ppm(PHRL5)、4.7ppm(PHRL3)，蕹菜

為9.5ppm(PHRL5)、6.0ppm(PHRL3)，莧

菜為8.6ppm(PHRL5)、5.6ppm(PHRL3)。

白 菜 之 百 克 敏 P H R L 分 別 為

6.9ppm(PHRL5)、4.2ppm(PHRL3)，蕹菜

為19.9ppm(PHRL5)、7.9ppm(PHRL3)，莧

菜為14.8ppm(PHRL5)、6.6ppm(PHRL3)。

根據試驗結果，為因應小葉菜類生長期

短之特性，建議PHRL以採收前5日內評

估為宜；此外，三種試驗的小葉菜依現

行安全採收期停藥後，在不同栽培環境

中的藥劑殘留可符合衛福部公告之農藥

殘留容許量標準。

PT-08	 殺蟲劑毆殺松及代謝物達馬

松在水稻殘留消退分析－楊尚勳、黃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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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呂惠鈴、蔡銘原、徐慈鴻（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殘毒

管制組）Dissipation	 of	 the	 insecticide	 of	

acephate	and	 its	metabolite	methamidophos	

in	 rice－	Yang,	 S.	 S.,	Huang,	C.	W.,	Lu,	

H.	 L.,	 Tsai,	M.	 Y.,	 Shyu	 T.H.	 (Taiwan	

Agriculture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毆殺松登記核准使用於水稻，毆殺

松使用後會代謝為達馬松，惟達馬松於

83年11月因水稻上之實際殘留量已超過

容許量，且實際攝取總量已超過MPI，

故公告刪除達馬松在水稻之使用範圍。

本研究依據殺蟲劑毆殺松在田間推薦之

施藥方法，採用逆向殘留消退試驗設計

（Reversed	Decline	 Trial	Design），殘

留試驗共規劃八處獨立試驗田區(含對

照組)，每處理3重複，每一重複小區面

積20平方公尺，施藥器械為動力噴霧系

統，歐殺松75%	SP稀釋倍數1000倍，每

公頃用藥量為1.2公斤，分別於採收前	

0、7、14、21、28、35及42天進行施藥

試驗，並於稻穀收穫期一起採樣，分析

稻穀與糙米中的毆殺松及其代謝物達馬

松之殘留量。結果顯示稻穀中毆殺松殘

留量於施藥當天為1.28	mg/kg(ppm)，施

藥後28天為0.63	mg/kg，施藥後42天殘留

量則降至0.05	mg/kg；稻穀中達馬松殘

留量於施藥當天為0.05	mg/kg	，施藥後

28天殘留量上升至0.12	mg/kg，施藥後42

天殘留量則降至0.01	mg/kg。	糙米中毆

殺松殘留量施藥當天為0.02	mg/kg	，施

藥後28天殘留量上升至0.14	mg/kg，施藥

後42天之殘留量則降至儀器偵測極限以

下；糙米中達馬松殘留量於施藥當天低

於偵測極限	，施藥後28天殘留量上升至

0.14	mg/kg，施藥後42天殘留量則降至偵

測極限以下；此外，當樣品中檢出達馬

松殘留則同時會檢出毆殺松殘留。目前

米類上毆殺松的容許量為0.5ppm，其安

全採收期為10天，建議延長毆殺松安全

採收期避免達馬松超出安全容許量，或

考慮參考國外規定禁止毆殺松於水稻使

用。

PT-09	 農藥飄散及防止技術研究－徐

榮志、黃郁容、何明勳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農藥化學組)	

Study	of	pesticide	 spray	drift	 and	 reducing	

techniques－	 Syu,	 R.	 J.,	 Huang,	 Y.	 R.,	

Ho,	M.	H.	 (Taiwan	Agriculture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Wufeng,	Taichung	413,	Taiwan)

農藥噴灑時受到氣候、施藥器械及噴施

方法等因素影響，而可能會產生非目標

之飄散(spray	 drift)，不但減少標的物之

附著量而降低有效性外，更容易污染鄰

田造成不當殘留或藥害。為了解決霧滴

飄移的問題，一種是增加液滴大小及比

重，降低霧滴易受風速等環境因子的影

響而飄移。再者，可利用靜電感應起

電方式，使霧滴荷電，帶電的霧滴則

可更有效的與葉面接觸，甚至可進入到

灌叢葉片背面的部份。本研究的目的在

於研究降低農藥飄散的防治技術，於不

同噴施條件(不同噴頭，壓力)下進行測

試，以農民慣行噴施方法(小扇形噴頭，

100	 psi	 )施藥時，測得粒徑其DV(50)、

DV(90)分別為94.8及175µm，此結果與



實際收集水試紙結果綜合來看，霧滴

細化後，葉背附著度效果確實可提升且

更有效進入灌叢，但以飄散評估軟體

DRFITSIM預測飄散之距離，以當時風

速為3.0	m/s估計，飄散的距離會達8.71

公尺，而水試紙收到之飄散結果顯示

1、2、3、5公尺皆收到3.53%、2.14%、

1.58%及1.23%之附著率(%)，表示下風處

5公尺內皆會受到飄散影響，且細小的

霧滴更會使飄散程度增加，為了改善傳

統噴施時所造成的飄移，提高黏度使液

滴大小增加，乃係最簡單的方式，根據

實驗，黏度從2	cp增加至58	 cp，中間粒

徑(DV50)即可從126µm增加至172µm，利

用DRFITSIM再次預測飄散之距離，在

相同風速下，1公尺內的霧滴沉降可從

12%增加至44%，表示大部份的霧滴都

能落在1公尺內，明顯降低飄散程度。

而若使用靜電感應起電方式，試驗時以

霧滴荷電量量測及揮發率結果，篩選出

適當的抗蒸散劑、界面活性劑及副料

製備成荷電配方，經法拉第桶法以噴

施壓力3	kg/cm2測試霧滴荷電量為30.07	

mC/Kg，而純水霧滴荷電量為6.92	mC/

Kg，表示此配方能有效提高霧滴帶電

量，以此配方進行葉背附著度量測，在

未荷電時為9.22、0.65、0.01%，荷電後

為28.9、3.16、0.92%(距噴施點水平0、

25、50公分)，顯示有荷電的情況下葉背

附著度有明顯提高的現象。因此，建議

傳統噴施時，可提高藥液黏度，或是使

用靜電噴槍噴施，來達到減少霧滴飄移

及增加標的物附著量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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