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副研究員盛祺講解苗栗活菌2號使用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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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鐘珮哲

文、圖/林家玉、王志瑄

本場與國立臺灣大學植物醫學研究

中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亞洲

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金犁企業有

限公司，於4月10日共同簽署「草莓炭疽

病快速檢測技術農工合作」備忘錄，以

開發草莓炭疽病核酸檢測試紙為目標。 
　　呂場長秀英表示，為提升育苗成功率

及草莓種苗健康率，藉由農工合作備忘錄

的簽署，整合產官學研不同單位的研發能

量，共同努力發展草莓炭疽病核酸檢測試

紙，此試紙可以提高檢測敏感度及取代實

驗室跑膠流程，搭配相關技術後，未來應

用在田間進行檢測，可嘉惠草莓農民及育

苗業者，以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大幅降

低炭疽病的感染比率，有助於推動安全農

業。

友善農耕可確保國人食的安全且對生

態環境、生物多樣性及土地資源的維護具

有助益，為國內重要農業政策之一；而稻

草循環利用除可減少污染亦可增加土壤有

機質、矽及微量元素含量，有助於提升稻

米品質及產量。本場為推動循環暨友善農

耕分別於4月11、12日於三義鄉農會鯉魚

潭辦事處及山水米有機稻場辦理兩場講習

會，約有110名農友參加，會中反應熱絡，

對本場提供之相關技術深具信心。

講習會講解本場研發苗栗活菌2號使用

方法，苗栗活菌2號為液態產品，施用前先

將田間稻草均勻分布並曝曬1至2天，在田

間稍微灌水後，將活菌2號以每分地20公升

之比例流灌或噴施至田間，其後維持湛水

2-3週後，依照一般栽培方式管理即可，苗

栗活菌2號可以加速田間稻草分解，增加土

壤有機質含量及肥力，減少基肥施用量，

提高農友收益。接續解說水稻友善農耕栽

培技術，包括品種特性、整地技術、水分

管理、曬田至收穫期掌握等對稻米品質之

影響，並重點提示提升米質之關鍵要領。

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循環農業及友

善農耕模式，希望使農業發揮生產、生態

及生活之效益，本場也將努力投入相關研

究，解決農友技術之需求，以達到永續農

業之目標。相關產品及技術可洽本場生物

防治分場朱副研究員盛祺(037-991025#30)
及作物改良課林助理研究員家玉 (037-
222111#328)。

草莓炭疽病快速檢測技術農工合作簽署

稻草掩埋不燃燒，每分地硫銨省半包-本場辦
理循環農業暨友善農耕推廣講習會

  林助理研究員家玉講解水稻栽培管理注意
事項

  透過合作簽署整合產官學研的研發能量，

共同發展草莓炭疽病核酸檢測試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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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季進入尾聲，有不少農友因氣候

回暖，二點葉蟎危害嚴重而提早結束生

產，為使農友對二點葉蟎有更多認識，在

未來育苗及本田定植時能有效管理，減少

其危害與農藥使用量，提高生產及產品安

全，本文介紹草莓二點葉蟎發生、危害及

防治，供農友參考。

一、發生

　　二點葉蟎的發生多經由風吹飄入，除

非隔壁或鄰近田的作物或雜草上有高密度

的葉蟎已將該區危害到末期，需尋找新寄

主，再經由爬行、風吹或水流（葉蟎個

體小、輕，若未淹死則極易隨水漂流傳

播）。此時會以靠近該區邊緣的作物發生

較多，在葉蟎密度高的地方操作走動，也

會透過人為或機械沾黏蟲體帶入其他植株

或田區。

二、危害

　　二點葉蟎一般分布於葉片背面，在葉

脈凹陷處聚集，吸食植物汁液使葉綠素流

失，危害初期可在葉面觀察到淡黃色或白

色的斑駁小點。當密度過高時會有向上爬

行的特性，在葉尖或葉緣聚集成團後隨風

飄散，也會織絲結網，影響光合作用，危

害嚴重時造成葉片焦黃、落葉等問題。且

該絲略具黏性，會影響噴藥（阻擋藥劑或

使蟎藉由垂絲躲避）及天敵（困住在絲網

中）施用效果。因其發育速度快，世代短

及繁殖量高，頻繁用藥、施藥覆蓋率不佳

或未依照植物保護手冊推薦藥劑種類及濃

度噴灑時容易造成選汰壓力，進而促使抗

藥性的產生。

三、防治

　　二點葉蟎防治管理首重監測，早期預

防避免族群擴大。因

蟎體小，初期危害不

易察覺，了解危害

狀後可即早發現因

應。建議農友時常巡

視草莓園，目視葉

面是否出現點狀斑

駁，翻開葉背以放大

鏡（10~20倍）觀察

葉背葉緣或葉脈間是

否有蟎體或卵。在早

期低密度時即開始防

治，儘量選用天敵或

非農藥資材防治，不以化學農藥為主要且

唯一的防治手段，在其他資材都無法將葉

蟎密度壓低時才用藥防治。除可降低抗藥

性的產生並提升管理及產品的安全性外，

也更能在草莓葉上發現捕食性天敵如六點

薊馬、捕植蟎及癭蠅的蹤跡，因此其防治

及管理原則如下：

1.耕作防治及田間衛生：清除田間雜

草、殘株及落葉（切勿將移除的植

株殘體裝袋留在田間，會再爬出擴

散）、水旱輪作或種植前淹水3週~1
個月，降低田間蟲源。

2.篩選健康無帶蟎體之種苗，或依農業

試驗所研究，將草莓苗浸泡在以水

稀釋200~300倍的植物油混方中1~5
秒。

3.物理防治：定期拔除老葉、在植株旁

吊掛黃色黏蟲板、噴灑油劑(農業試

驗所研究以植物油混方噴灑－預防期

每週噴一次，以水稀釋300~400倍，

嚴重時每週噴2次，稀釋200倍)，惟

使用油劑須注意避免在高溫時使用，

容易讓葉片受傷，可先噴灑在少量嫩

葉上，經48小時確定無傷害後再擴大

面積施用。 
4.化學防治：參考植物保護手冊，以不

同作用機制及其推薦濃度之殺蟎劑輪

替使用，尤其要向葉背噴灑，使之均

勻覆蓋。

5.生物防治：目前以釋放草蛉幼蟲或卵

片能顯著看見防治成效，在低密度時

即少量釋放，可有效減緩葉蟎族群的

增長。

　　為落實農委會十年農藥減半政策，本場與農業試驗所及茶業

改良場進行合作，將基徵草蛉、黃斑粗喙椿象、格氏突闊小蜂、

南方小黑花椿象、東方蚜小蜂、木瓜抑蝨跳小蜂及茶蠶黑卵蜂

等七種天敵昆蟲生產技術，整合為「害蟲天敵昆蟲生產套組技

術」非專屬授權案，即日起公告授權。本案授權年限五年，授權

案標的分為天敵昆蟲套組（七種天敵昆蟲生產技術，分別可配合

七種經濟作物【甜椒、木瓜、番茄、草莓、山苦瓜、杭菊及茶】

之綜合性蟲害防治策略）或個別單隻天敵昆蟲。套組技術授權

金為新臺幣168萬，不限對象；單隻天敵昆蟲授權金，公司者為

30萬（可對外販售），農會、農業合作社或產銷班為20萬（自

用），農民為4萬（自用）（以上金額均不含5%營業稅），歡迎

提出申請。上述三機關洽案窗口為：1.苗栗場生物防治分場盧分

場長美君（037-991025#11；基徵草蛉、黃斑粗喙椿象、格氏突

闊小蜂）；2.農業試驗所楊專門委員舜臣 （04-23317201；南

方小黑花椿象、東方蚜小蜂、木瓜抑蝨跳小蜂）；3.茶業改良場

寧助理研究員方俞（03-4822059#551；茶蠶黑卵蜂）。

文、圖/李念臻

文/盧美君

草莓二點葉蟎防治介紹

「害蟲天敵昆蟲生產套組技術」非專屬授
權案 -即日起公告授權

  草莓初期受二點葉蟎危害狀，葉緣或葉脈間呈現黃色點狀斑駁，翻到
葉背可見數隻二點葉蟎蟎體（紅色小圈圈），此時即須進行防治

  二點葉蟎及卵常聚集在草莓葉背之葉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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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桃園農業博覽會創新農機館

  吳副場長登楨協助解說黑豆顆粒大小分
級機

  劉助理研究員東憲以影片向參訪民眾介
紹黑豆顆粒大小分級機

  農路長期使用巴拉刈造成加拿大蓬成為優勢雜草（左），
及加拿大蓬開花結籽情形（右）

  梨園內使用年年春殺草劑
後，加拿大蓬又冒新芽

殺草劑除不盡的雜草-加拿大蓬

黑豆顆粒大小分級機於桃園農業
博覽會亮麗展出

農業科技是2018年桃園農業博覽

會的主軸之一，由各試驗改良場所提供

近年來的研發成果在「創新農機館」陳

列展出。本場於此展覽中提供黑豆顆粒

大小分級機並擺設於館內的水稻及雜糧

區，該設備是因應國內黑豆進口替代作

物的背景之下所研發，研發者為本場的

林助理研究員福源(107年3月退休)，此

次展示的新式農機是他退休前傑出的研

發成果之一。

本臺機械的優點是能夠有效節省黑

豆的篩選時間，1小時能夠篩選25公斤的

黑豆，除了能去除石頭、乾豆莢、葉片

殘渣和破碎的豆子等功用，比起人工篩

選提升8倍以上的速度；去除雜質篩選好

的豆子再經過機器篩選一次，就能將黑

豆分出大小顆粒等級，達到商品分級的

目的。分好的黑豆僅需再經過拋光的程

序，便可產出商品化黑豆，簡單有效的

分級方式，讓參觀民眾驚嘆不已。

加拿大蓬(Conyza canadensis  )是

世界傳播性的雜草，為一年生，成長速

度快，單株可以產出20萬粒以上的種

子，種子千粒重約0.2g，且和蒲公英一

樣具有冠毛，種子極輕的特性能由風遠

距傳播到各地，成為世界惡名昭彰的雜

草種類之一。

長期施用除草劑的選汰結果，會

讓加拿大蓬對巴拉刈和抗嘉磷塞（年年

春）兩種常用非選擇性殺草劑有抗性及

耐受性，更使得加拿大蓬成為農田、農

路及果園裡優勢的雜草族群，並強化它

的抗藥性。

本場建議防治方式如下：由於在

春、秋兩季溫度最適合加拿大蓬種籽發

芽，防除時間務必在開花之

前，農路可利用多次刈除法

耗盡植株養分，就能讓其枯

竭而死，但此方式也會耗

竭農田養分。農田、果園建

議將之拔除後利用抑草蓆，

或是以低矮性草種作草生栽

培，如蠅翼草、黃花酢醬

草、蔓花生等，原因是種籽

的發芽需要光照，及吸收土

表養分，以草生栽培就能擋

住種籽與土表接觸機會，或

是土表的加拿大蓬種籽被光

線遮蔽無法順利發芽，就可

達到防治效果。

文、圖/劉東憲

文、圖/劉東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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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荔枝椿象調查與防治宣導

賀〜本場替代役男徐子凡榮獲役政署績優替代役男

金門縣民眾反應縣內龍眼樹上出現荔

枝椿象，因其遭受驚擾時會噴出臭液，有

些皮膚較敏感的民眾若不慎碰到，嚴重時

會出現潰爛等問題，引起居民重視。為了

解金門縣荔枝椿象危害嚴重性及向民眾宣

導正確防治方式，金門縣政府於4月16-17
日邀請本場生物防治分場吳助理研究員怡

慧前往調查及授課，並由李助理研究員念

臻一同前往協助。

因金門縣龍眼樹多屬零星幾棵種植於

居家附近，並無大面積種植，經調查夏興

社區孚濟廟附近農田、高坑、安瀾國小、

陳清吉洋樓附近、水頭、金門縣農試所及

林試所等七個點。發現荔枝椿象族群密度

不高，且在卵上發現寄生蜂羽化孔，顯示

金門當地已有荔枝椿

象的天敵存在。本場

同時在龍眼葉背吊掛

經-80℃冷凍處理過

的荔枝椿象卵片，用

以評估金門縣荔枝椿

象卵寄生蜂數量及種

類。

本場研究員建

議，龍眼樹附近之民

眾或機關人員就近隨

時監控調查，發現時

隨即移除，另須加強

民眾及學校師生對荔

枝椿象認識宣導，避

免因好奇觸摸，降低

被臭液噴到的機會，

茲介紹荔枝椿象生活史及防治如下：

一、荔枝椿象生活史

荔枝椿象一年一個世代，喜食無患子

科的龍眼、荔枝、無患子及臺灣欒樹，田

間調查發現荔枝椿象終年可在田間發現。

每年約在2月底開始產卵，產卵期約到6
月底，卵期約10天，孵化後之幼蟲即開

始吸食嫩梢及花芽，造成花器萎縮，影響

產量。幼蟲共五個齡期，不會飛，具聚集

吸食的特性，約經60~80天即可蛻變為成

蟲，成蟲期約200~300天。

二、防治方式

1.於成蟲及幼蟲期時以化學藥劑(須避

開花期)及利用捕蟲網搭配塑膠袋敲

除法之物理防治。

2.產卵期：以卵寄生蜂天敵平腹小蜂

之生物防治及撿拾卵塊之物理防

治。

3.化學防治：使用植物保護手冊推薦

藥劑及稀釋倍數噴灑。因溫度高時

椿象活動力佳，施用化學藥劑須注

意在清晨或傍晚噴藥，減少受擾動

飛走。從樹上方開始噴灑，再噴樹

內層躲藏處，提高藥劑對椿象的接

觸效果。且禁用益達胺、賽速安及

可尼丁等藥劑，避免影響蜜蜂，另

外因越冬成蟲會消耗體內脂肪，對

藥劑容忍度較低，此時為最佳用藥

時機。

4.栽培管理疏枝矮化：可增加樹冠通

風及透光，提高用藥覆蓋率。

5.荒廢無人管理的龍眼園常成為荔枝

椿象的孳生源，本場已開發無人機

釋放平腹小蜂技術，期有關單位能

配合投入執行，共同防治荔枝椿

象。

本場提報內政部役政署第181梯次之

役男徐子凡獲選107年上半年績優役男，

實至名歸，該署將於5月18日「107年上半

年替代役績優單位及役男表揚活動」假臺

北市國軍文藝活動中心戲劇廳公開表揚。

該役男在本場服役期間不但橫跨協助

5個單位業務工作（蠶的飼育、水稻試驗

研究、計畫研考、人事室、秘書室），且

積極參與106年底年終本場聯誼活動，主

動編導及訓練替代役男組團表演節目，發

揮個人熱舞特殊才藝，讓與會同仁留下深

刻印象。又因本場106年配額僅8名役男，

無幹部名額，諸多訊息需逐次傳遞，常造

成管理單位不便，該員亦挺身熱心協助本

場管理人員擔任替代役男間的溝通橋梁。

文、圖/吳怡慧、李念臻

文、圖/人事室

 吳助理研究員怡慧(左二)向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同仁及與會民眾
介紹荔枝椿象各時期

 役男徐子凡(右一)虛心接受研究同仁業務指導 役男徐子凡(左一)參與試驗研究之插秧作業

 與會民眾實地現勘金門農試所前龍眼樹荔
枝椿象危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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