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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水稻種子非農藥消毒方法可利用55℃溫水15~30分鐘浸置或鏈黴菌菌微生物製劑24小
時浸置處理，均可達稻種消毒之效果。利用枯草桿菌BS15-4發酵液澆灌組罹病率為
16.7%，無藥劑處理組罹病率為66.7%。改善慣行栽植密度，探討不同栽植密度對水
稻稻熱病之影響，於分蘗盛期調查水稻生育情形及稻熱病結果，發現健康管理區稻
熱病罹病率為12.2%，密植重肥區23.2%，兩者相差達11%。
監測3處草莓育苗場，於5-9月間仍以炭疽病為主要造成植株萎凋之病害，主要蟲害
為薊馬及二點葉蟎，並依季節及時期指導防治工作，使病蟲害危害率降至最低，至
移植前平均炭疽病發生率為0.23%，定植後本田平均補植率約為1.37%。草莓‘桃園
1號’經過6個月容器育苗處理，以裸根苗的地上部/地下部比率(S/R)最高達
2.84，但根系受損嚴重。3吋盆苗有最好的根系生長，根鮮重達42.92公克，但莖冠
(DC)只有0.38cm；穴植管苗地上部發育不良只有5.43公克，冠徑也僅0.27cm。比較
4種育苗方式，以2吋盆之組織培養苗莖冠最粗達1.1cm，其他性狀均佳，是理想的育
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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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We conducted rice seed disinfection methods without chemicals that was
treated the seeds immersed in 55 ℃ warm water for 15-30 minutes or the
solution of microorganism Streptomyces ssp. for 24 hours. The result was
shown that the disinfected seeds were germinated and grown well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For seedling growth, we applied BS15-4 Bacillus subtilis
fermented liquid to seedlings to decrease the infection of seedling
disease.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of this treatment was 16.7%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trol(66.7%) less than about 50%. We also
found that effects of planting density on the severity of blast disea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verity of blast disease of low planting
density was 12.2% lower than that of the high planting density(23.2%)
about 11%.
We monitor pest and disease of strawberry seedling during May to
September in three fields, anthracnose was still the major cause of
strawberry wilt, the major pest were thrips and two spotted mites. In the
mean time, appropriate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were applied to reduce
the damage. The average percentage of anthracnose before transplantation
was 0.23%, and the average percentage of anthracnose after colonization
is 1.37%. Four container seedling treatments of the strawberry were
conducted, soil-seedling, 3 inch pot, 2 inch pot, and tube pot,
respectively,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hoot/root ratio
(S/R) was 2.84 of soil-bed seedling but the root was seriously wounded
after transplanting. The root fresh weight of 3 inch pot treament was
42.92g which was best performance among four treatments. The diameter of
crown for pot containers, 2 inch, 3 inch, and tube pot, was 1.1cm,
0.38cm, and 0.27cm, respectively. It seemed that the 2 inch pot container
was better for strawberry seedling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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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目的：
稻米是國人主要糧食，近來因氣候變遷造成國際糧食安全波動及國人永續安全環境
建立的意識抬頭，所以如何健康管理稻米生產成為一個目前解決諸多問題及迎合國
民生活之途徑。水稻栽培受商業化育苗及代耕插秧影響，普遍採密播及密植方式
，造成稻株徒長發育，光照不足，環境通風不良等，易滋生病蟲害。又農民多肥多
收觀念根深蒂固，超施氮素肥料易促使枝葉茂密，組織軟弱，導致抗病、抗蟲能力
差，而磷鉀肥長期多施又有土壤蓄積現象，除浪費增加生產成本之外，也對環境造
成汙染。為防止病蟲害蔓延，農民多次或過量噴施農藥情形常有發生，除增加生產
成本外，也常造成藥物的殘留及對環境之污染等，合理使用農藥避免發生藥物殘留
及對環境之汙染是必要的。
草莓苗目前都由農家自行培育，因大多數農民在草莓採收結束後，接著繼續生產夏
季蔬果，無暇專心草莓苗之照顧工作，育苗只重數量而不重品質，所培育之苗皆比
標準苗小，移植本田後，開花數少，易造成第 2、3 果房著生延遲或者根本不分化
的情形發生，產量大受影響。每年在頂果房採收後至第 2 果房採收間近 1 個月之
延遲，應是苗株太小為未達成熟所故。依據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對大湖地區草莓田土
壤分析資料顯示：近 60% 之草莓田，pH 值明顯偏酸(≦ 5.5)，58%土壤有機質偏低
(≦ 3.0)，偏酸土壤定植後生長不佳缺株嚴重，有機質低的土壤生產力低。平均單
株產量僅 300公克左右，明顯低於理想pH値土壤之單株產量 克/株，土壤改良應亦
須加強。草莓為生食蔬果，病蟲害種類亦多，又為連續採收，農藥殘留不易管控
，藥檢不合格時有所聞，是草莓產業最大隱憂，有必要導入綜合防治法，以減少化
學農藥的使用及藥物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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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一)水稻
1. 改進稻種消毒技術
供試稻種台稉9號，稻種消毒處理方式分為：4種溫湯處理方式(25℃ 30min；55℃
15min；55℃ 30min；65℃ 30min)、鏈球菌(Streptomycin spp.)及25%撲克拉乳劑
(prochloraz)1000倍，計5種，6重複，每重複30粒種子，將種子放入消毒過之不銹
鋼濾網，各浸漬24小時後，播種於盛有吸濕2號蛭石介質之大培養皿中，蛭石上墊濾
紙，種子置入處濾紙打洞。各處理分別在 0、24、48、72、144小時後調查芽長、根
長及發芽率等。同時將處理後稻種分為浸水及不浸水2組處理，各處理之稻種在無菌
操作台內置入523培養基，每皿30粒，置於25℃生長箱培養，經 48小時培養後調查
菌落生長情形，以尺測量菌落半徑。
2. 秧苗立枯病防治試驗
秧苗期立枯病防治處理，以2種枯草桿菌(商品菌聯發3號及本場研發BS15-4菌株)、
亞磷酸1500倍、化學藥劑（依得利2000倍、賽座滅1000倍）計5種處理，每處理4重
複，每重複5盤苗株。BS15-4枯草桿菌以10L桌上型發酵槽於37℃、轉速200 rpm、通
氣量1 vvm，條件下培養4天後，可獲得1X109 CFU/ml內生孢子液態製劑，將之接種至
健康稻種，並以不施藥作對照組，調查每盤秧苗立枯病的發病率及平均發病面積。
3. 栽植密度與肥料施用量試驗
供試品種台南11號，試驗地點為苗栗市農會試驗田(苗栗市維新里)，面積0.36公頃
，分為健康管理區及慣行區。健康管理區插秧苗數為6~9支、栽植密度24 cm，氮磷
鉀三要素施用量為N：K2O：P2O5=120：56：60 (kg/ha)；慣行區插秧苗數為10~12支
、栽植密度為18cm，且再分重肥（健康管理氮素加25%）與輕肥（健康管理氮素減
25%）二區。試驗前先取樣土壤分析，如表1，調查項目為株高、分蘗數、葉綠素值
及葉稻熱病罹病率等。
(二)草莓
1.不同育苗方式對種苗之影響
育苗方式分為組培繼代苗(2吋盆)、3吋盆苗、穴植管苗、裸根苗4種方式進行培育種
苗，管理均按照慣行法，於定植前將根拔取量測葉長、葉寬、小葉面積、地上部及
地下部重量、莖冠寬、全株重，並於定植8周後調查莖冠粗、花梗長、花莖粗、開花
率、花朵數、白綠果、轉色果、總花數。
2.育苗期病蟲害監測
由於草莓育苗期長達6個月以上，農民常疏於管理，加上夏季高溫多濕氣候，多種病
害易發生，近年來發現炭疽病成為草莓育苗期之重要病害，此病原真菌一年四季均
可存活於草莓植株上，可危害葉片、葉柄、走蔓、果實及根冠基部。受害植株之葉
柄、走莖會變黑，冠部感染處外觀亦變黑且根系褐化、腐爛，尤其苗株帶菌移植本
田時，危害根冠部造成植株萎凋死亡，使農民損失慘重。本年度選定3戶育苗場進行
監測，病害每隔7天調查一次，並紀錄發病情況及指導防治工作。主要蟲害有二點葉
螨、花薊馬、斜紋夜盜蟲等，每隔7-10天調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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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草莓主要蟲害天敵昆蟲之應用
草莓主要蟲害有二點葉蟎、斜紋夜盜蟲、花薊馬、蚜蟲等，苗期中主要以二點葉蟎
危害，農民又常忽略防治，危害重時葉片皺縮，植株弱小，明顯影響蔓苗數及苗株
強健性，故在育苗期間可釋放少量的捕植蟎，使其在育苗圃裡繁殖及立足，當草莓
苗定植至本田時，捕植蟎也隨著被移植到本田裡，繼續捕食葉蟎，有效控制田間葉
蟎密度，草莓生長期間隨時檢視害蟲密度，以補充草蛉或捕植蟎天敵。2~4月間薊馬
發生時可釋放南方小黑花椿象，防治草莓花薊馬及二點葉蟎。當每株草莓有5隻斜紋
夜盜蟲時即釋放黃斑粗喙椿象防治，以期有效降低草莓主要害蟲族群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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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一)水稻
1.改進稻種消毒技術
以鏈黴菌製劑及溫湯等5種稻種消毒處理，調查結果如表2 ，由表可看出種子發芽率
以55℃ 30min處理組最高達85.0%；以65℃ 30min處理組最低，發芽率為0，顯示溫
度過高導致種子已無發芽活性。發芽勢及秧苗生長勢如圖1，其餘參試處理間則無顯
著性水準的差異存在。抑菌效果以鏈黴菌製劑最小，比藥劑撲克拉處理減少14.3%。
且發現鏈黴菌製劑及撲克拉藥劑處理效果最佳，若再浸置24小時菌落圈直徑急速擴
大（圖2）。利用溫湯處理及拮抗性微生物可以抑制病害發生情形，達到減少用藥的
目的（曾，2008），有關拮抗性微生物在水稻生長發育期方面報告頗多（林，2006
），但在秧苗報告不多，本試驗結果也證實在育苗上亦可達抑制病害的發生。綜合
試驗結果：稻種之消毒可利用55℃溫水15~30分鐘或鏈黴菌製劑24小時浸漬處理，均
可達稻種消毒之效果。
2.秧苗立枯病防治試驗
利用克霍氏法則完成病原菌之分離與鑑定，分離純化秧苗立枯病菌3株分別為
Sclerotium rolfsii、 Rhizoctonia solani、Pythium spp.。田間育苗試驗結果
如表3，由表得知，不施藥對照組罹病率為66.7%，利用枯草桿菌BS15-4發酵液澆灌
組罹病率為16.7%，其效果優於市售聯發枯草桿菌3號處理組罹病率為41.7%；亞磷酸
溶液處理組50%；化學藥劑處理組罹病率為0%。每盤平均發病面積:枯草桿菌BS15-4
處理組平均為29.8 cm2 ，效果優於市售聯發枯草桿菌3號處理組109.1 cm2；亞磷酸
溶液處理組160.5 cm2；不施藥對照組133.5 cm2；化學藥劑處理組為 0。
3.栽植密度與肥料施用量試驗
改善慣行栽植密度，探討不同栽植密度對水稻生長與發育級品質之影響。第1期作
，於分蘗盛期調查水稻生育情形及稻熱病發生率如表4 ，由表可看出稻穀產量以健
康管理區6735Kg/ha 最高，重肥密植區稻熱病發生嚴重，高達23.2%，較健康管理區
高出11%，輕肥密植區又比健康管理區少3%。惟第1期作因氣候關係稻熱病普遍發生
嚴重，雖同屬密植但重肥區比輕肥區發病率多14%，達顯著性差異，而健康管理區與
輕肥密植區稻熱病發生率相近，栽種密度對稻穀產量及稻米品質影響均不大(表5)
，故推測氮肥施用量與栽植密度在健康管理上，前者比後者影響水稻生產更為明顯
。因應氣候變遷栽培技術的調整，本試驗探討栽植密度與肥料施用量之關係，因栽
植密度加寬者可以改善田間通風，進而病蟲害發生率與危害率會減少（鄭、黃，
2009），但研究發現肥料施用量過多對病蟲害發生的影響程度，高於栽植密度，所
以落實合理化施肥，是培育健康作物最立竿見影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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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莓
1.草莓不同育苗方式對種苗之影響
以4種不同草莓苗培育方式，供試品種桃園1號，經過6個月育苗處理，結果如表6
，由表可看出，裸根苗的地上部/地下部比率(S/R)最高達2.84，但根系在挖(拔)取
時嚴重受損。3吋盆苗根系生長最佳，根鮮重達42.92公克，但莖冠粗(DC)只有0.
38cm；穴管苗則地上部發育不佳為5.43公克，莖冠粗為0.26cm。比較各種不同育苗
方式，顯示2吋盆的組培繼代苗冠徑達11mm，是較理想的草莓育苗方式。經定植後8
周草莓生育調查如表7，由表得知，莖冠粗以組培繼代苗為最粗達1.1cm，穴管苗最
差為11.6mm。花莖粗亦以組培繼代苗為最佳達2.9mm，裸根苗最差為2.2mm。除裸根
苗開花率79.3%較低外，其餘處理均為100%開花。植株總開花數及總花果數，以組培
繼代苗最高達9.13顆/株，3吋盆苗為8.31顆/株，裸根苗最差為4.9顆/株，初步顯示
組培繼代苗的培育方式是理想的。
裸根與穴植管苗因成本較低，單位面積育苗數多，頗獲農民青睞，惟苗株在挖(拔)
取時，根系傷害多，種植初期表現受影響，生長遲緩，如定植初期又遇上高溫乾旱
等不利氣候或苗株帶病原菌，如炭疽病或萎凋病菌等，將使缺株率大幅提高，增加
補植人工及種苗費用。
綜合比較4種不同草莓苗培育方式，以組培繼代苗(2吋盆)最佳，其莖冠大及花莖粗
大，式草莓高產的必要條件。雖然3吋盆根系發育較好，但地上/地下部之競爭管理
相當重要，才能有助冠莖的發育，又3吋盆的容積大，單位面積可容納苗數量較少
，如採折衷方式以2~2.5吋盆育苗方式，應可取得成本與品質之平衡點。
2.草莓育苗期病蟲害監測
自5月份起進行育苗場長期監測工作，病害部分：草莓母株於此時開始即有部分因炭
疽病而枯萎，經指導農民注意母株炭疽病之防治。7-8月間高溫多雨(午後雷陣雨)為
草莓苗期炭疽病好發期，指導農民平均每隔4-7天施用藥劑一次，並須徹底清園。部
分苗圃有疫病、萎凋病發生，建議農民使用疫病推薦藥劑，萎凋病則以去除發病母
株為主。9月分溫度略降，農民可配合徹底清園，降低炭疽病發生率。蟲害部分：全
期主要蟲害為二點葉蟎、花薊馬、葉蛾類。定植前指導二點葉蟎、花薊馬之施藥防
治，並依季節及時期指導防治工作，使蟲害危害率降至最低，至移植前平均炭疽病
發生率為0.23%，定植後本田平均補植率約為1.37%。顯示苗期做好監測工作病早期
防治，可大幅減少苗株帶病原機會，有利於減少缺株補植人力費用及定植後病蟲害
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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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草莓主要蟲害天敵昆蟲之應用
試驗區於10月 11 日定植於本田，於12月中旬釋放草蛉一次，試驗調查仍需繼續
，資料將於下年度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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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一)稻種之消毒可利用55℃溫水15~30分鐘或鏈黴菌製劑24小時浸漬處理，均可達稻
種消毒之效果。利用本場新開發枯草桿菌BS15-4發酵液對秧苗立枯病具防治效果。
試驗示範區第一期作重肥密植區稻熱病發生嚴重，而健康管理區及輕肥密植區葉稻
熱病發病輕，顯示高氮肥易誘發稻熱病發生。
(二)4種不同草莓育苗方式，植株總開花數及總花果數，以組培繼代苗最多，裸根苗
最差，顯示組培繼代苗的培育方式是理想的。裸根與穴植管苗因成本較低，單位面
積育苗數多，頗獲農民青睞，惟苗株在挖(拔)取時，根系傷害多，種植初期表現受
影響，開花延遲影響收益。苗期做好監測工作病早期防治，大幅減少苗株帶病原機
會，有利於減少缺株補植人力費用及定植後病蟲害的管理。試驗區於12月中旬釋放
草蛉一次，試驗調查仍需繼續進行，資料將於下年度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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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建立苗栗地區重點作物健康管理生產體系研究附圖表

表 1.試驗田土壤檢測分析
項目

酸鹼度 電導度
1:1
ds/m

名稱

[

有機質 有效性磷 交換性鉀 交換性鈣 交換性鎂
%
ppm
ppm
ppm
ppm

慣行區(南)

6.5

0.068

1.49

47

67

1110

178

健康管理區(中)

6.49

0.105

1.59

45

85

1188

194

苗栗 2 號試種區(北)

6.42

0.133

1.64

45

88

1316

208

5.5-7.0

<0.26

2.0-3.0

20-100

40-120

600-1200

50-100

參考值

表2. 溫湯處理與鏈黴菌處理稻種後對其發芽率之影響
處

萌 芽 率(%)

理

55℃, 15 min

78.5 + 11.3 ab

55℃, 30 min

85.0 + 8.0 a

25℃, 30 min

79.6 + 5.6 ab

65℃, 30 min

0.0 + 0.0 d

Streptomycin spp.

69.8 + 22.5 b

撲克拉(Prochloraz)

55.4 +

6.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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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稻種經不同消毒處理後 0、24、48、72、144 小時芽長及根長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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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不同消毒處理後分浸水或不浸水2組，於25℃培養48小時後比較菌落生
長情形。

表3 秧苗盤處理對立枯病罹病率與發病面積之比較
處理方式

罹病率 (%)

每盤平均發病面積
2
(cm )

枯草桿菌(BS15-4)

16.7 b*

29.8

枯草桿菌3號

41.7 c

109.1

亞磷酸溶液

50.0 cd

160.5

不施藥對(CK1)

66.7 cd

133.5

化學藥劑(CK2)

0.0

a

0.0

b
c
c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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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健康管理區及慣行法產量與稻米品質之比較
稻穀產量
(kg/ha)

管理方式

容重量 (g/L)

蛋白質含量
(%)

食味值*

重肥密植

5634±129b*

529.1± 0.4c

9.7±0.1a

53.0±0.7c

健康管理

6735±162a

547.1± 2.6b

8.3±0.3b

60.7±1.5b

輕肥密植

4963± 81c

562.4±10.7a

7.9±0.4b

65.5±3.1a

*：同欄位字母相同者表示統計分析無顯著性差異存在。
* PS500 食味計測定之數值

表 5 健康管理區及慣行法生育性狀及稻熱病發生之比較
管理方式

株高 (cm)

分蘗數
(支/叢)

葉綠素計值

葉稻熱病
(%)

重肥密植

76.5±5.4a*

25.9±0.5a

37.8±3.1a

23.2±2.3b

健康管理

71.2±3.4b

28.2±2.4a

37.5±1.2a

12.2±3.1a

輕肥密植

70.3±6.7b

22.3±1.7b

37.1±2.1a

9.2±0.8a

*：同欄位字母相同者表示統計分析無顯著性差異存在。

表 6 育苗方式對草莓“桃園 1 號”育苗之影響
育苗方式

葉長
(cm)

葉寬
(cm)

小葉
面積
(cm2)

地上
部
(S)

地下部
(R)

S/R 值

莖冠寬
(cm)

全株
重
(g)

組培繼代 2 吋

3.8

2.9

12.8

10.51

7.55

1.39

1.10

18.36

3 吋軟盆

4.1

3.1

8.9

9.96

42.92

0.23

0.38

53.06

穴植管

3.5

2.4

11.4

5.43

7.88

0.69

0.27

13.37

裸根苗

4.4

3.8

17.0

10.24

3.60

2.84

0.46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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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育苗方式對草莓“桃園 1 號”定植 8 週後開花結果之影響
育苗方式

莖冠
粗
(mm)

花梗
長
(cm)

花莖
粗
(mm)

開花率
(%)

花朵數
(No.)

白綠
果
(No.)

轉色
果
(No.)

總花
果
(No.)

組培繼代 2 吋

14.10

8.96

2.93

100

6.60

2.13

0.40

9.13

3 吋軟盆

13.58

10.94

2.41

100

7.03

1.00

0.28

8.31

穴植管

11.63

8.91

2.36

79

4.31

0.97

0.10

5.38

裸根苗

13.05

8.88

2.27

100

4.83

0.07

0.00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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