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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試驗探討有機農法對茭白筍田間節肢動物之影響，並進一步記錄田間天敵與害蟲

群族的消長。有機與慣行農法比較試驗結果顯示，慣行田節肢動物總數為 1,863 隻，約

為有機田 819 隻的 2.2 倍；然慣行田捕獲總數中，1,479 隻為稻害蟲，而有機田僅捕獲

440 隻稻害蟲，慣行田稻害蟲的比例較高，且優勢害蟲茭白筍長綠飛蝨（Saccharosydne 

procerus Matsumura.）族群比例亦較有機田高；另天敵族群於慣行田經施藥後數量降低

且恢復較害蟲緩慢，不利於生物防治。顯示慣行栽培雖有較多節肢動物，但有害昆蟲比

例較高。

關鍵字：茭白筍、生物防治、族群動態、有機栽培、功能群

引  言

近年環境保護日益受到重視，其中保護農田生物多樣性亦為環保團體關注的焦點。

為保護農田生物棲地，須進行減少施藥，去水泥化等措施；而該等作為亦可增加田間天

敵數量以防治害蟲、降低農民施藥成本並帶來更安全的食物（Daily, 1997; Enoki et al., 

2014; Maeder et al., 2002; Nejadkoorki, 2012; 陳 2013）。維護生物多樣性可找回居民過去

豐富的生態記憶外，亦可開辦生態旅遊等活動增加額外收入，而民眾食安意識高漲、願

意付更高的金額追求安全的食材下，推行生態農法、有機農業為時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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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豐沛的水量適合種植茭白筍（Zizania latifolia L.），其高大的植株形成優良的

隱蔽處，吸引眾多生物棲息。如過度施用農藥、殺草劑等，除殺死目標害蟲外，也會為

害魚類、蛙類等生物，對環境傷害甚大。本研究透過有機與慣行農法對茭白筍田節肢動

物之影響調查，評估有機生產對種植環境友善情形的影響，藉以推廣有機農法，達到生

活、生產與生態三贏之目標。

材料與方法

一、栽培作物：赤殼種茭白筍。

二、樣區選擇：本試驗田區設於宜蘭縣三星鄉，有機田區位於行健村，面積為 0.15 ha，

慣行田區位於天福村，面積為 0.16 ha。

三、樣區作物栽培管理：

（一）有機田區之茭白筍於 2016 年 3 月中旬定植，行株距為 150 × 100 cm。定植前施

用有機質肥料有夠肥 7 號（N: P2O5: K2O=5:3:2，福壽牌，產地台灣）1,400 kg/

ha，種植期間未施用追肥。田區四周為土堤田埂，試驗期間僅於 8 月 3 日進行

田埂割草。

（二）慣行田區之茭白筍於 2016 年 3 月中旬定植，行株距為 100 × 75 cm。試驗於 5 月

中旬及 8 月上旬施用農藥培丹（作用機制代號：IRAC-14）防治二化螟，使用量

分別為 50、60 kg/ha，同時並以台肥 5 號（N: P2O5: K2O=16:8:12，農友牌，台灣）

進行施肥，使用量分別為270、600 kg/ha。田區四周為土堤田埂，期間定期割草，

未使用除草劑等農藥，惟西側因與銀柳田相鄰，田梗外側植被有受鄰田使用除

草劑巴拉刈後產生之黃化萎凋情形。

四、調查項目及調查方法：

（一）田間節肢動物相：於 6 月 23 日至 9 月 6 日間，以約兩週一次的頻率進行採集，

共進行 6 次，採集時間從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以直徑 38 cm、網目 100 之捕

蟲網，沿著田埂以 8 字形掃網法進行採集，於 10 株茭白筍掃 10 網作一袋樣本

為一重複，每一田區共三重複。所收集的樣本以夾鏈袋保存，放入冰箱待樣本

死亡後倒入 99％酒精進行保存，並委由花蓮後山采風工作室進行分類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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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蜻蛉目調查：於正式調查前，針對樣田周邊地區捕捉並建立蜻蛉目種類資料。

試驗於 6 月 15 日至 9 月 6 日間，共進行 6 次調查，於上午 10 時，沿樣田之田

埂繞行 10 min.，記錄所觀測到之蜻蛉目種類。

結果與討論

試驗採集到之節肢動物，參考范（2016）分為稻害蟲（Pest）、雜草食者

（Graminivore）、捕食者（Predator）、擬寄生者（Parasitoid）、授粉者（Pollinator）

及分解者（Scavenger）六功能類群（Function groups），並針對影響農作收成的稻害蟲、

捕食者、擬寄生者進行探討。

試驗結果顯示，有機田田間節肢動物種類於各單次採樣均較慣行田多，然而在

補獲數量上，慣行田田間節肢動物總數則高於有機田區，且稻害蟲總數明顯高於天敵

（圖一）。慣行田於 8 月初施藥後，於 8 月 4 日的採集結果顯示田間節肢動物種類與

數量下降，尤其捕食者及擬寄生者數量趨於零，但稻害蟲族群仍維持數百隻且隨時間

快速回復，受影響程度較捕食者及擬寄生者低（圖一）。慣行田區捕獲的 1,863 隻節

肢動物有 1,479 隻為稻害蟲，並且主要害蟲茭白筍長綠飛蝨（Saccharosydne procerus 

Matsumura.）遠高於有機田（圖二），推測是由於慣行農法茭白筍種植較有機農法密集，

形成穩定的微棲地，對優勢害蟲形成良好的棲所。

在整個茭白筍生育期的調查結果中，有機與慣行田區的稻害蟲、捕食性及擬寄生

性天敵在捕獲數量上均達顯著差異，其中稻害蟲在有機田有 8 種 440 隻，在慣行田有 4

種 1,479 隻，稻害蟲之種類在有機田較高，但在慣行田有較多的捕獲總數，而捕食性天

敵分別為 12 種 45 隻與 7 種 15 隻，擬寄生性天敵分別為 6 種 30 隻與 15 種 61 隻（表

一），擬寄生性天敵在慣行田有較多的種類，推測因慣行田鄰近山系，周邊植被較位於

平原稻作區的有機田豐富，因此環境中有較多的寄生蜂族群，另田間捕食性天敵近半屬

移動能力差的蛛型綱（Arachnida），施藥後死亡機率較高，也因此捕食性天敵於有機

田較慣行田有更多的種類及數量。試驗觀察發現，本次調查之慣行田因為人為農業操作

而擾動頻繁，節肢動物之物種組成變動快，相對而言有機田採粗放式管理，人為干擾較

少，物種組成較為穩定，不易變動，也因此即使單次掃網結果呈現出有機田較慣行田有

更多的物種，但最終於試驗期間慣行田出現 54 種節肢動物，而有機田僅 47 種（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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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有機農法被認為能營造更佳的生物多樣性，但不同的農業操作會有不同程度的

差異（Bengtsson, 2005），如何能在農業環境中營造天敵棲地，尚需後續研究調查。

在蜻蛉目的觀察方面，試驗期間有機及慣行兩樣田皆觀察到 6 種蜻蛉目，其中猩

紅蜻蜓（Crocothemis servilia）、侏儒蜻蜓（Diplacodes trivialis）、青紋細蟌（Ischnura 

senegalensis）、杜松蜻蜓（Orthetrum Sabina）、雙白蜻蜓（Orthetrum pruinosum），

而慣行田區有薄翅蜻蜓（Brachythemis contaminate），有機田區有褐斑蜻蜓（Pantala 

fl avescens）；雖然兩樣田觀察到的蜻蛉目種類一樣多，但於六次單一調查時，有機樣田

蜻蛉目種類均較慣行樣田多，有較多種類之蜻蛉目活動（圖三），蜻蛉目為節肢動物中

移動能力較高的捕食者，據日本研究，當人類開發平原及沼澤地進行農耕後，原本棲息

於該地區的蜻蛉目昆蟲會轉而棲息於農地間，而種植面積最大的水稻田是農耕地中最大

的蜻蛉目棲地（Kadoya et. al., 2009），茭白筍田與水稻田環境相似，且整季湛水，亦為

蜻蛉目合適的棲地，而有機田區之茭白筍行株距較慣行寬且無施藥，更易吸引蜻蛉目棲

息。

結  語

本次試驗中慣行田施藥後由於天敵數量銳減，後續只能持續以施藥抑制害蟲，如此

除傷害環境外也增加農民成本，而有機田保有一定的生物防治能力，加上有機茭白筍有

較高的售價，預期能提高農民收益，並保有較高的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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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有機與慣行茭白筍田之節肢動物（a）種類及（b）數量調查

　　　* 箭號代表施用農藥

Fig. 1. Investigation of arthropods (a) species and (b) numbers captured in organic and 
conventional water bamboo fields. 

　　　*Arrow means application of pest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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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茭白筍田間天敵害蟲防治之功能群物種組成

Fig. 2. The function groups of pest-natural enemies control in water bamboo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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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慣行及有機田於各節肢動物功能群種類及總數之差異

Table 1. Arthropods species and numbers captured in different function groups in organic and 
conventional field.                                                                                              （單位：隻）

Analysis 
item

Pattern Pest Graminivore Predator Parasitoid Pollinator Scavenger Total

Speciesz

Organic 8 7 12 6 1 13 47

Conven-
tional 4 13 7 15 1 14 54

Numbersy
Organic 73.3 9.8 7.5**x 5 0.2 40.7 136.5

Conven-
tional 246.5** 12 2.5 10.2* 0.3 39 310.5**

z Arthropod species in function groups within experimental period, data were not analyzed by 
software.

y The mean of arthropod numbers captured in experimental period, data were analyzed by one-way 
anova.

x The symbol * and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means p < 0.05, ** means p < 0.01.

圖三、有機與慣行茭白筍田區蜻蛉目調查

Fig. 3. Investigation of dragonfly species in organic and conventional water 
bamboo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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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organic farming on arthropods in water bamboo fi eld were studied and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pests and natural enemies were also recorded.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number of arthropods captured in conventional fi eld (1,863) was 2.2 times the number in 

organic fi eld (819), meanwhile the number of pests in conventional fi eld (1,479)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organic field (440). The ratio of pest/ total captures numbers in conventional 

fi eld was higher than in organic fi eld, and Saccharosydne procerus population was of the same 

trend. The natural enemies’ populations recovered slower than pest populations after pesticide 

treated, that would discard the biological control.

Key words: water bamboo, biological control, population dynamic, organic farming, function 

gr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