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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田有機栽培的雜草管理與實務

• 雜草-完全以『人為本位』的出發點來定義，只
要是會影響到人類收益、健康、或活動範圍等的
植物，均被視作『除之而後快』的雜草

• 高溫多濕之夏季蔬菜田，雜草主要以牛筋草(牛
信棕)、稗草及馬唐草(糯米草)等禾本科草為主；
另外還有野莧、加拿大蓬(鐵道草蓬)及馬齒莧(猪
母乳)等闊葉草，以及莎草科之碎米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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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培較多之葉菜類因種類繁多，短期與長期葉菜
類之生育期長短差異大，短期者在夏季僅19-20 
日，冬季約30-45 日，但如結球葉菜類如甘藍、
結球白菜、結球萵苣及包心菜等之生育期長達3 
個多月

• 生育期長者較易出現多年生雜草，如滿天星(蓮
子草)和香附子(土香)等；短期葉菜類因為生育期
短，收穫後土壤翻耕次數頻繁，則較不適合多年
生草完成其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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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農藥雜草防治技術

1. 作物種子的清潔：為作物田引入雜草最普
遍方式之一，盡可能清潔作物種子，且清
潔率應標示在袋上

2. 肥料及稻草的清潔
3. 收穫器械的清潔
4. 避免雜草侵入灌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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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管理

1. 預防性防治：預防有害雜草的引入、族群的建
立及特定草種的散布

2. 栽培管理：輪作可降低特定雜草已建立之高族
群密度；長期連作則會導致類似型雜草量倍增

3. 物理性防治：人工除草、機械除草、水管理、
覆蓋、火燒、中耕培土

4. 生物性防治:真菌除草劑-利用炭疽病菌感染防
治菟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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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蔬菜田初期發生之雜草所造成的競爭為害最
為顯著

• 移植蔬菜田在生長勢上優於田區中剛萌發之雜草
，但一般因為生育期較長，需要持續的控制草量
至最少影響程度，尤其是在開花結果的生殖生長
期，作物對養分、光照等需求高，也常使用人工
除草、敷蓋稻草或塑膠布等非藥劑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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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





翻犁



兩階段種植







波爾多液

• 波爾多液是由硫酸銅、生石灰和水配製而成的一
種保護性殺菌劑。為天藍色的膠狀懸浮液，其有
效成分是鹼式硫酸銅

• 波爾多液噴到植物上後，會在植物表面形成一層
藥膜，病菌孢子遇藥後不能萌發或萌發後芽管和
菌絲不能生長而死亡，從而阻止病原物的侵入

• 波爾多液對已侵入植物體內部的病原物不起作用
。該製劑具有廣效殺菌作用、持效期長、病菌不
全會產生耐藥性、對人畜低毒等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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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因素

相對於作物

產期調節

相對於環境

栽培室設施環控土壤、
肥料管理

相對於病原菌

防治措施抗藥性、生態
環境



根瘤線蟲病害

根瘤線蟲：連作障礙－豆類、
甘藷、苦瓜、冬瓜、茄科

以河川地、處女地、水田輪
作地栽植較易成功













線蟲防治



線蟲病害防治

水稻田輪作

殺線蟲劑

LT-M生物製劑





LT-M  生物製劑之製造流程

Streptomyces saraceticus
固定條件液態培養液發酵槽培養

麥片及添加料固體培養

黃豆粉.糖蜜前發酵

加入篦麻粕.海草粉.蝦蟹殼粉後發酵

成品











表、LT有機添加物配方 

TABLE. Components of the LT organic amendments used in this study. 
 

Component  Percentage (w/w) 
Shrimp / crab shell powder 蝦蟹殼粉 40 
Castor pomace 篦麻粕 40 
Marine algae powder 海草粉 10 
Soybean meal 黃豆粉  5 
Molasses 糖蜜  5 

 







忌避植物：根部能分泌一種特殊物質，能殺死土壤中的線蟲，歐洲農民經
常在作物栽培前，先種孔雀草，藉以防治線蟲為害農作物

萬壽菊 孔雀草























苗立枯病

木黴菌人工介質育苗防治方法：









木黴菌





木黴菌

• 木黴菌為絲狀真菌，主要防病機制如下：
1. 產生抗生素 2. 營養競爭
3. 細胞壁分解酵素 4. 超寄生
5. 誘導植物產生抗性

• 一株木黴菌可能具上述單一或多項之抑菌機制
，且不同菌種(株)具不同生物、生化特性與環境
適應力，施用後之病害防治效果因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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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黴菌在作物病害防治的應用範圍:

1. 適用於葉表的生物防治菌株，例如以哈氏木黴菌
防治葡萄灰黴菌

2. 應用於防治土壤傳播的病害-苗立枯病、菌核病
、萎凋病

3. 應用於作物收穫後病害的生物防治菌株，例如防
治胡蘿蔔根腐病及蘋果果腐病方面已相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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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使用說明實施葉部噴灑或根部灌注
• 對於防治苗期病害，如十字花科苗立枯病
，則可利用與栽培土混合再播種子之方式
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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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黴菌之分離與抑病性檢定：

土壤稀釋點漬平板法分離木黴菌 立枯絲核菌被抑制(左)培養基不變色，
對照之立枯絲核菌使培養基變黃褐色

未被木黴菌寄生之菌核病菌於土壤產生子囊盤(左)，被木黴菌寄生，則菌絲變
黑死亡



苗立枯病防治之應用：

甘藍苗育苗因立枯絲核菌感染而缺株，需耗費人力補植(左)，提高育苗成本。
病株莖地際部縊縮，褐化(右)

木黴菌可抑制穴盤育苗立枯病，種子粉衣處理苗生長整齊(左)，不作處理(右)，
則易受感染，造成嚴重缺株



疫病









疫病(水傷)

疫病造成地際部水浸狀縊縮
注意田間排水







亞磷酸

利用亞磷酸-氫氧化鉀稀釋1000 倍在露菌病或晚疫病
發生適期來臨前3、4 星期，或雨季來臨前每7 天
噴施葉面一次，至少2-3 次。

注意：亞磷酸（H3PO3）為強酸，須以氫氧化鉀以1：
1 重量比例混合施用以免發生藥害。

配製時須將此二者分別稀釋於水中，再予混合；切勿
同時加入水中或兩者混合再加水稀釋。配置好之亞
磷酸溶液限當日使用



亞磷酸



白粉病













窄域油 夏油



礦物油-窄域油

• 特定碳數範圍之礦物油，未磺化值高達99%以上
，噴灑後會自然分解為水及二氧化碳

• 礦物油乳劑噴施後能在蟲體上形成油膜，或由毛
細作用進入氣孔，使害蟲窒息死亡；礦物油乳劑
在葉面上形成的油膜，能阻礙害蟲的辨別能力，
使之無法辨別該植物是否適合取食與產卵，從而
降低害蟲的危害。

• 對於病菌，礦物油乳劑也可以窒息病原菌或防止
孢子萌發從而達到防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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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許多害蟲，包括介殼蟲、薊馬、粉蝨、蚜蟲
、和螨類等。對於許多真菌～如白粉病、油斑病
、銹病等具有廣泛之有效性

• 對於較為敏感的品種應該使用較低之劑量且任何
兩次大劑量使用之間最好間隔至少2周或以上。

• 不可混合石灰硫磺或任何含有硫磺的產品(21天
內不要使用)、要與任何表面活性劑, 乳化劑或黏
著劑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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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菌病







露菌病

改善灌溉方式
注意設施相對溼度與通風
摘除罹病下位葉







• 枯草桿菌在植物病害防治上的應用範圍極廣，包
括土壤病害、葉表病害(如菜豆銹病)、儲藏期病
害(如桃褐腐病、柑橘青黴病)、康乃馨莖腐病、
洋蔥苗腐病、馬鈴薯炭腐病、楓樹維管束病害
、綠豆苗立枯病等

• 依使用說明實施葉部噴灑或根部灌注，保護葉部
或根部免受真菌病害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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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無露

葵無露是由葵花油與無患子露混合充分攪拌而成

葵無露(葵花油:無患子=10:1混合乳化),以水稀釋
200~500倍徹底噴施植株,每周噴施一次~可有效
控制白粉病~
此外~它對銹病.露菌病亦有相當的抑制功效



農業試驗所新開發天然植物保護製劑「葵無露」
乳劑防治作物白粉病
使用200-500倍稀釋液時，可使發病率降低至10-
20%。田間試驗，每週噴施一次，連續三次，對
番茄、瓜類、枸杞等作物的白粉病均有良好的預
防效果。





蔓枯病









蔓枯病管理

1.田間衛生

2.噴施肉桂油1000倍





炭疽病









1.田間衛生

2.噴施肉桂油1000倍



萎凋病







葉片黃化、
失水萎凋

罹病根、莖維管束褐化

苦瓜萎凋病



罹病株從根部至末梢都可分離得到相
同形態的菌落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momordicae

(土壤傳播性，由根尖侵入)







三品苦瓜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TYsp1Hfzi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TYsp1Hfzig


蘋果苦瓜

•2007年十大經典神農獎模範農民吳秋榮，就是「種南
瓜和絲瓜，卻長出苦瓜」，三瓜一體的研發高手。

•南瓜不耐炎熱潮濕，碰到夏天炎熱氣候與潮濕土壤，
自然無法有效供應苦瓜養分。於是吳秋榮就在旁邊又
種上一株絲瓜苗，利用靠接方式，把它接到苦瓜上。
於是苦瓜有了第二個奶媽，重新得到活力，又可以繼
續結果到冬天。

•把野生山苦瓜與白玉苦瓜雜交，再與白玉苦瓜回交數
次，長出蘋果般大小的苦瓜，不但有野生山苦瓜高抗
病抗蟲性，也有白玉苦瓜的晶瑩剔透



http://www.yo
utube.com/wa
tch?v=he_jPo
sM2m8&feat
ure=related

http://www.yo


細菌性果斑病









病毒病害



南瓜感染SqLCV後呈現典型的葉緣上捲
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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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蟎





薊馬







蚜蟲





植物精油－印楝子油

• 印楝樹之種仁萃取物，印楝素經萃取後之植物油
具有殺蟲及忌避作用，可作為殺蟲劑使用-應區
分含印楝素產品及不含印楝素者

• 印楝油防治的範圍十分廣泛，包含蚜蟲、介殼蟲
、薊馬、粉蝨、小菜蛾、紋白蝶等。另外對於白
粉病、露菌病、炭疽病、銹病等亦有防治效果

• 最好於早晨或傍晚施用，當溫度高於32℃時，注
意藥害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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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實蠅





黃守瓜





蟲生病原真菌

• 蟲生病原真菌，即可使昆蟲致病的真菌，較為常
見的為一些不完全菌，如黑殭菌、綠殭菌、白殭
菌及蠟蚧輪枝菌等能寄生在昆蟲體內，並在其體
內增殖引起早期死亡現象之真菌

• 蟲生真菌其殺蟲原理，不外機械破壞、營養競爭
、血球及組織破壞、毒素之毒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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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感染昆蟲途徑主要由昆蟲體壁直接侵染，當分
生孢子接觸到昆蟲後，會沾附在體表上，在適當
環境下便會發芽形成發芽管，發芽管前端或形成
吸附器，利用機械力及酵素分解作用穿入昆蟲表
皮。

• 侵入的菌絲能利用寄主昆蟲體內的營養進行生長
，有些菌絲更鑽入組織細胞內，消耗細胞之原生
質和核(特別是脂肪細胞)，造成細胞萎縮；菌絲
體不斷的繁殖增長，蟲體各組織終會受到破壞，
最後蟲體死亡體內並充滿菌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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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同時感染不同種類之昆蟲，並可同時感染不同
齡期之不同寄主

• 白殭菌對小菜蛾、猿葉蟲、甘藷蟻象、象鼻蟲、
蚜蟲、螟蛾類及薊馬等害蟲具防治效果。

• 黑殭菌對小菜蛾、甜菜夜蛾、紅胸葉蟲、飛蝨也
有一定程度之防治作用

• 綠殭菌則可用來防治夜蛾科害蟲（甜菜夜蛾、斜
紋夜蛾、玉米穗蟲）

• 蠟蚧輪枝菌則可用於防治粉蝨、蚜蟲及薊馬等小
型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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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生真菌一般配製成孢子懸浮液後採葉面噴灑之
方式，並建議於傍晚紫外線較弱之時期施用

• 針對一些地下部之蟲害則會利用澆灌之方法達到
防治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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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潛蠅





植物精油－印楝子油

• 印楝樹之種仁萃取物，印楝素經萃取後之植物油
具有殺蟲及忌避作用，可作為殺蟲劑使用-應區
分含印楝素產品及不含印楝素者

• 印楝油防治的範圍十分廣泛，包含蚜蟲、介殼蟲
、薊馬、粉蝨、小菜蛾、紋白蝶等。另外對於白
粉病、露菌病、炭疽病、銹病等亦有防治效果

• 最好於早晨或傍晚施用，當溫度高於32℃時，注
意藥害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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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紋夜蛾





性費洛蒙誘引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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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費洛蒙除蟲法主要是「誘殺法」及「交尾擾亂
法」

• 防治對象：斜紋夜蛾、甜菜夜蛾、番茄夜蛾、小
菜蛾、桃折心蟲、甘藷蟻象、花姬捲葉蛾、茶姬
捲葉蛾、水稻二化螟等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lRHLT77u
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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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蟲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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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螟





蘇力菌

• 蘇力菌殺蟲活性主要來自於芽胞形成期所產生的
伴孢晶體毒蛋白

• 蘇力菌經害蟲食入後，在腸內合適的鹼性環境下
，晶體毒蛋白經蛋白酶水解活化，形成毒素，作
用於蟲體的中腸上皮細胞，引起腸道穿孔、蟲體
麻痺癱瘓、停止取食，至終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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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力菌多用於防治鱗翅目類幼蟲、少數雙翅目及
鞘翅目幼蟲體。

• 目前主要製成加水稀釋噴灑葉面之劑型，防治小
菜蛾、紋白蛾、螟蛾、毒蛾、松毛蟲、茶蠶及夜
蛾類等害蟲；亦可製成粒劑直接施放在植株上防
治玉米螟蟲

• 防治鱗翅目幼蟲，每5-7天噴施全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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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爾多液的殺菌範圍很廣，可預防蔬菜、果樹、
花卉上多種真菌和部分細菌引起的病害。

• 因波爾多液是一種保護性殺菌劑，因此只有在病
原菌侵染的接觸期使用，才能有效地控制病害發
生。可每隔10～15天噴施1次，連續2～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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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花科黑腐病一適溫高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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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花科露菌病-低溫潮濕

十字花科萵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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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波爾多液(巨峰葡萄品系)：果穗套袋後使用
幼果期＝>硫酸銅(2g)：生石灰(1g)：白糖(5g)：水(500cc)
中、大果期＝>硫酸銅(3g)：生石灰(4g)：白糖(5g)：水(500cc)
新型波爾多液-梨樹＝>硫酸銅(1g)：生石灰(4g)：白糖(10g)：水(2000cc)
新型波爾多液-蘆筍＝>硫酸銅(1g)：生石灰(1g)：白糖(3g)：水(300cc)
新型波爾多液-草莓＝>硫酸銅(1g)：生石灰(1g)：白糖(2g)：水(200cc)
新型波爾多液-番茄(西紅柿)＝>硫酸銅(1g)：生石灰(1g)：白糖(2g)：水(200cc)
新型波爾多液-香蕉＝>硫酸銅(1g)：生石灰(1g)：白糖(2g)：水(200cc)
新型波爾多液-柑橘類＝>硫酸銅(1g)：生石灰(1g)：白糖(3g)：水(300cc)
新型波爾多液-蓮霧(洋蒲桃)＝>硫酸銅(1g)：生石灰(1g)：白糖(2.5g)：水(250cc)
新型波爾多液-番石榴(芭樂)＝>硫酸銅(1g)：生石灰(1g)：白糖(2.5g)：水(250cc)
新型波爾多液-芒果＝>硫酸銅(1g)：生石灰(2g)：白糖(1g)：水(100cc)
新型波爾多液-芹菜＝>硫酸銅(1g)：生石灰(0.5g)：白糖(2g)：水(200cc)
新型波爾多液-蠶豆＝>硫酸銅(1g)：生石灰(1g)：白糖(2.5g)：水(250cc)
新型波爾多液-豌豆＝>硫酸銅(1g)：生石灰(2g)：白糖(2g)：水(200cc)
新型波爾多液-蔥＝>硫酸銅(1g)：生石灰(1g)：白糖(2g)：水(200cc)
新型波爾多液-紅棗＝>硫酸銅(1g)：生石灰(2g)：白糖(2g)：水(20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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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v3coARo4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v3coARo4I


1.波爾多液要隨配隨用，不宜久置。
2.使用濃度要一次配好，配好的波爾多液不能再加
水稀釋。

3.因銅離子會增加植物的蒸騰作用，在炎熱夏季，
特別是乾旱季節不宜使用。一般宜選早晨或傍晚
噴施。

4.要在晴天和露水乾後使用，因為陰天和露水未乾
時易發生藥害。噴後24小時內下大雨，雨後應補
噴或噴80倍生石灰液。

5.桃、李、杏等核果類果樹的生長期不能噴施波爾
多液，以免產生藥害，造成落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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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波爾多液可不能與石硫合劑、肥皂，殺菌劑混合
使用。

7.噴施石灰硫黃合劑後，再噴波爾多液須相隔7～10
天。波爾多液噴後1個月內，應避免噴灑石灰硫
黃合劑，否則易發生藥害。

8.長期單獨使用波爾多液容易引發紅蜘蛛、銹壁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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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物油-窄域油

• 特定碳數範圍之礦物油，未磺化值高達99%以上
，噴灑後會自然分解為水及二氧化碳

• 礦物油乳劑噴施後能在蟲體上形成油膜，或由毛
細作用進入氣孔，使害蟲窒息死亡；礦物油乳劑
在葉面上形成的油膜，能阻礙害蟲的辨別能力，
使之無法辨別該植物是否適合取食與產卵，從而
降低害蟲的危害。

• 對於病菌，礦物油乳劑也可以窒息病原菌或防止
孢子萌發從而達到防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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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域油 夏油



• 控制許多害蟲，包括介殼蟲、薊馬、粉蝨、蚜蟲
、和螨類等。對於許多真菌～如白粉病、油斑病
、銹病等具有廣泛之有效性

• 對於較為敏感的品種應該使用較低之劑量且任何
兩次大劑量使用之間最好間隔至少2周或以上。

• 不可混合石灰硫磺或任何含有硫磺的產品(21天
內不要使用)、要與任何表面活性劑, 乳化劑或黏
著劑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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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類白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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蟎類
葉蟎多群集葉背刺吸危害

--好發於高溫、低濕
--神澤氏葉蟎(紅蜘蛛)夏季為發生
盛期，至冬季往茶樹近地面葉

片，或附近豆科植物、雜草上

棲息，一年21代。

--二點葉蟎(白蜘蛛)

根蟎危害地際部之根及莖

--植株黃化、萎縮
--好發於高溫、多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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薊馬危害青椒、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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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無露及亞磷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tynKAPXH-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tynKAPXH-s




亞磷酸



番茄及青椒疫病(根腐)





石灰硫磺合劑

• 由硫磺粉、生石灰及水配製而成，其配製比例為
2:1:10-15，呈鹼性，有效成分主要是多硫化鈣

• 有較強的滲透和侵蝕病菌細胞壁和害蟲體壁的能
力，可直接殺死病菌和害蟲。

• 藥液噴灑到植物表面後，在氧氣、二氧化碳和水
的作用下發生化學變化，形成細小的硫磺沉澱，
釋放出少量的硫化氫，具有殺菌、滅蟲作用。

• 石灰硫磺合劑對植物病害主要是防禦性作用，對
人畜毒性中等，用後無殘留，不污染環境，對植
物安全，病蟲也不易產生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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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twang66.blogspot.tw/2013/01/diy-lime-
sulphur.html

http://batwang66.blogspot.tw/2013/01/diy-lime






• 用於防治葡萄白粉病、梨圓介殼蟲、鏽病、果樹
的黑星病、炭疽病、縮葉病等，尤其是桃、梅、
李樹流膠病。其鹼性可侵蝕害蟲表皮蠟質層，因
此也能殺死蜱、螨、介殼蟲及其卵。

• 存留在作物表面上的多硫化鈣，在和空氣中的氧
及二氧化碳作用下形成硫磺微粒，氣化產生硫蒸
氣，可干擾病原菌或害蟲呼吸過程中氧的代謝，
而起毒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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蔥韮銹病
2-5月濕冷季節



豌豆銹病-低溫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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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製好的石灰硫磺合劑應避免存放過久，若要存
放則應加入一點油劑使其表面有一層保護層，可
減少氧化作用，並密閉存放，一般可存放15-2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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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引劑－昆蟲性費洛蒙

• 同種昆蟲為了交尾，由一性別(如雌性)分泌用以
吸引異性的化學物質

• 昆蟲性費洛蒙具種別專一性，一種性費洛蒙只能
誘引一種害蟲

• 雌蟲分泌之性費洛蒙對雄蟲有強烈的誘引力，可
誘引雄蟲前來，再以專屬誘蟲器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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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費洛蒙誘引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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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費洛蒙除蟲法主要是「誘殺法」及「交尾擾亂
法」

• 防治對象：斜紋夜蛾、甜菜夜蛾、番茄夜蛾、小
菜蛾、桃折心蟲、甘藷蟻象、花姬捲葉蛾、茶姬
捲葉蛾、水稻二化螟等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lRHLT77u
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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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蟲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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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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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誘殺法是將性費洛蒙誘餌放在放在黏蟲板上，或
以紙盒、寶特瓶等製作誘蟲器中，誘捕害蟲。

• 交尾擾亂法是把高濃度的性費洛蒙放到田裡，迷
惑雄蛾，讓雄蟲找不到雌蟲，無法交配、繁殖下
一代。

• 常見誘蟲盒包括水盆式、黏膠式、乾式等。田間
應用時依據每種害蟲行為特性選用適合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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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丁香油

• 甲基丁香油存在於月桂及細辛等多種天然植物，
產業界大量製造時係由丁香油再經甲基化化學合
成，屬食品香氣提升劑之一種

• 對於果實蠅類有強烈誘引作用，與誘捕器結合，
可誘殺果實蠅，降低田間族群密度

• 用於柑桔、檬果、蓮霧、番石榴等各類果樹之果
實蠅誘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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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誘劑不可含農藥成份。
• 定點懸掛誘捕(殺)雄蠅，懸掛於果園週邊地區(或
外圍緩衝區)，配合各式誘殺器使用，即可達到
降低果實蠅密度，減少果實受害之效果。

• 懸掛裝置必需防雨、防漏，且能將取食該誘殺劑
之果實蠅困守其中，以免藥劑外漏或隨蟲體攜出
裝置而造成田區污染

• 不可直接噴施誘殺劑於田間或作物上，且用畢之
殘存誘殺劑及果實蠅蟲體須移出田區，藥體不得
與有機原料及最終產品直接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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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精油－印楝子油

• 印楝樹之種仁萃取物，印楝素經萃取後之植物油
具有殺蟲及忌避作用，可作為殺蟲劑使用-應區
分含印楝素產品及不含印楝素者

• 印楝油防治的範圍十分廣泛，包含蚜蟲、介殼蟲
、薊馬、粉蝨、小菜蛾、紋白蝶等。另外對於白
粉病、露菌病、炭疽病、銹病等亦有防治效果

• 最好於早晨或傍晚施用，當溫度高於32℃時，注
意藥害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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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蟲、粉蝨類

• 刺吸式口器危害
• 可傳播多種植物病毒
• 蚜蟲可行孤雌生殖
• 分泌蜜露誘發煤煙病

http://www.tndais.gov.tw/press/96/96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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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葉蟲

•秋冬至翌年春夏之交
為發生盛期

•一年可發生7世代以上

•成、幼蟲均於菜株上
取食葉片，食成支離破
碎狀，僅留葉柄

•幼蟲老熟則入土作土
窩化蛹

•成、幼蟲皆有假死習
性

194



微生物及病毒性製劑-枯草桿菌

• 枯草桿菌常見於土壤中，可形成內生孢子抵抗惡
劣的外在環境而存活

• 會與病原菌競爭根系中的營養，進而成為優勢菌
種，降低病原菌的危害

• 產孢過程中可產生多種病原菌有抑制作用的抗生
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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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枯草桿菌在植物病害防治上的應用範圍極廣，包
括土壤病害、葉表病害(如菜豆銹病)、儲藏期病
害(如桃褐腐病、柑橘青黴病)、康乃馨莖腐病、
洋蔥苗腐病、馬鈴薯炭腐病、楓樹維管束病害
、綠豆苗立枯病等

• 依使用說明實施葉部噴灑或根部灌注，保護葉部
或根部免受真菌病害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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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線菌

• 放線菌大部分是腐生菌，普遍分佈於土壤中，一
般都是好氣性

• 放線菌可分泌幾丁分解酵素分解蟲體體壁或病原
菌細胞壁之幾丁質，達到殺蟲抑菌之效果。

• 另外，放線菌亦能分泌iturin抑制病原菌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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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線菌發酵物－其殺蟲範圍最廣，諸如同翅目之
粉蝨、葉蟬，雙翅目葉潛蠅類，鞘翅目之黃條
葉蚤及蜘蛛綱之葉螨類都有顯著之效果

• 放線菌多為腐生性，可產生多種細胞壁分解酵素
與抗生物質，在土壤中添加含有幾丁質的物質，
如蝦、蟹殼粉等，可促進土壤中放線菌的繁殖，
藉由放線菌所釋放的分解酵素與抗生物質，殺死
土壤中的病原菌或抑制病原菌的活性，而達到保
護植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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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線蟲病害-土壤傳播性

根瘤線蟲：連作障礙－葉
菜類、豆類、甘藷、瓜類
、茄科、十字花科

以河川地、處女地、水田
輪作地栽植較易成功















表、LT有機添加物配方 

TABLE. Components of the LT organic amendments used in this study. 
 

Component  Percentage (w/w) 
Shrimp / crab shell powder 蝦蟹殼粉 40 
Castor pomace 篦麻粕 40 
Marine algae powder 海草粉 10 
Soybean meal 黃豆粉  5 
Molasses 糖蜜  5 

 







木黴菌

• 木黴菌為絲狀真菌，主要防病機制如下：
1. 產生抗生素 2. 營養競爭
3. 細胞壁分解酵素 4. 超寄生
5. 誘導植物產生抗性

• 一株木黴菌可能具上述單一或多項之抑菌機制
，且不同菌種(株)具不同生物、生化特性與環境
適應力，施用後之病害防治效果因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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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黴菌在作物病害防治的應用範圍:

1. 適用於葉表的生物防治菌株，例如以哈氏木黴菌
防治葡萄灰黴菌

2. 應用於防治土壤傳播的病害-苗立枯病、菌核病
、萎凋病

3. 應用於作物收穫後病害的生物防治菌株，例如防
治胡蘿蔔根腐病及蘋果果腐病方面已相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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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使用說明實施葉部噴灑或根部灌注
• 對於防治苗期病害，如十字花科苗立枯病
，則可利用與栽培土混合再播種子之方式
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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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黴菌





土壤稀釋點漬平板法分離木黴菌 立枯絲核菌被抑制(左)培養基不變色，
對照之立枯絲核菌使培養基變黃褐色



立枯絲核菌被木黴菌寄生，菌絲崩解而
失去致病力

育苗介質添加木黴菌，立枯絲核菌被
寄生而失去致病力



甘藍苗育苗因立枯絲核菌感染而缺株，需耗費人力補植(左)，提高育苗成本。
病株莖地際部縊縮，褐化(右)



十字花科菌核病一低溫潮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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萵苣菌核病-低溫高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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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力菌

• 蘇力菌殺蟲活性主要來自於芽胞形成期所產生的
伴孢晶體毒蛋白

• 蘇力菌經害蟲食入後，在腸內合適的鹼性環境下
，晶體毒蛋白經蛋白酶水解活化，形成毒素，作
用於蟲體的中腸上皮細胞，引起腸道穿孔、蟲體
麻痺癱瘓、停止取食，至終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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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力菌多用於防治鱗翅目類幼蟲、少數雙翅目及
鞘翅目幼蟲體。

• 目前主要製成加水稀釋噴灑葉面之劑型，防治小
菜蛾、紋白蛾、螟蛾、毒蛾、松毛蟲、茶蠶及夜
蛾類等害蟲；亦可製成粒劑直接施放在植株上防
治玉米螟蟲

• 防治鱗翅目幼蟲，每5-7天噴施全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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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白蝶(青蟲)

冬春季為發生盛期

危害狀：幼蟲啃食葉片成大
缺刻，排泄黑綠色糞便於葉
面，3齡後幼蟲食量甚大，
嚴重時僅留葉肋。



玉米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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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生病原真菌

• 蟲生病原真菌，即可使昆蟲致病的真菌，較為常
見的為一些不完全菌，如黑殭菌、綠殭菌、白殭
菌及蠟蚧輪枝菌等能寄生在昆蟲體內，並在其體
內增殖引起早期死亡現象之真菌

• 蟲生真菌其殺蟲原理，不外機械破壞、營養競爭
、血球及組織破壞、毒素之毒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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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感染昆蟲途徑主要由昆蟲體壁直接侵染，當分
生孢子接觸到昆蟲後，會沾附在體表上，在適當
環境下便會發芽形成發芽管，發芽管前端或形成
吸附器，利用機械力及酵素分解作用穿入昆蟲表
皮。

• 侵入的菌絲能利用寄主昆蟲體內的營養進行生長
，有些菌絲更鑽入組織細胞內，消耗細胞之原生
質和核(特別是脂肪細胞)，造成細胞萎縮；菌絲
體不斷的繁殖增長，蟲體各組織終會受到破壞，
最後蟲體死亡體內並充滿菌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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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同時感染不同種類之昆蟲，並可同時感染不同
齡期之不同寄主

• 白殭菌對小菜蛾、猿葉蟲、甘藷蟻象、象鼻蟲、
蚜蟲、螟蛾類及薊馬等害蟲具防治效果。

• 黑殭菌對小菜蛾、甜菜夜蛾、紅胸葉蟲、飛蝨也
有一定程度之防治作用

• 綠殭菌則可用來防治夜蛾科害蟲（甜菜夜蛾、斜
紋夜蛾、玉米穗蟲）

• 蠟蚧輪枝菌則可用於防治粉蝨、蚜蟲及薊馬等小
型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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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生真菌一般配製成孢子懸浮液後採葉面噴灑之
方式，並建議於傍晚紫外線較弱之時期施用

• 針對一些地下部之蟲害則會利用澆灌之方法達到
防治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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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製劑

• 利用昆蟲病毒製成可達成植物保護功能的資材商
品。桿狀病毒科中的核多角體病毒以及顆粒體病
毒是目前生產上應用最多的兩類病毒

• 桿狀病毒是通過皮膚或食道感染，致病因子是病
毒粒子。桿狀病毒被昆蟲食入後，經胃液消化，
釋出病毒粒子，進入體腔最終注入神經細胞，使
昆蟲死亡，被病毒感染之昆蟲體節膨大終至破裂

• 昆蟲死後，釋出之病毒可在自然界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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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蟲病毒寄主範圍狹窄，專一性高，只會在少數
的昆蟲(主要是鱗翅目)體內生長繁殖。

• 以模式核多角體病毒為例子，其可感染 33 種鱗
翅目昆蟲；但多數桿狀病毒之寄主域均相當的狹
隘，即甜菜夜蛾核多角體病毒僅可感染甜菜夜蛾
，斜紋夜蛾核多角體病毒僅可感染斜紋夜蛾。

• 建議於傍晚紫外線較弱之時期施用，將昆蟲病毒
製劑噴灑於葉面，昆蟲食入噴灑於葉面上之昆蟲
病毒後，即會造成感染，造成蟲體死亡，達到防
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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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夜蛾-核多角體病毒-防治甜菜夜蛾稀釋3000倍

245



蔥薊馬危害 甜菜夜蛾(蔥管仔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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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多角體病毒來防治青蔥甜菜夜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HFX5qv0o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HFX5qv0ok


番茄斑潛蠅

•年發生21-22世代，3-6月
及10-12月為發生盛期，11
月與4月無雨之乾旱季節為
高峰期。
•成蟲以產卵管刺破組織，
在葉肉中產卵，幼蟲孵化後
潛入葉肉組織中危害，嚴重
時葉片乾枯，生長受阻，老
葉發生較嚴重。
•幼蟲在葉片上鑽食，潛食
葉肉，僅剩上、下表皮，外
觀成灰白色彎曲隧道食痕。

錢景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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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斑潛蠅防治方法

設置黃色黏板

栽植較具抗性品種

蔬菜採收後或種植前淹水等均可
減低田間害蟲密度。

以苦茶籽浸出液防治。

黃色黏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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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