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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場轄內中彰投地區主要的雜糧作物
種類，包括玉米、小麥、大豆、甘藷、落
花生、蕎麥、薏苡及高粱等。依據 108 年
農情報告資源網統計數據顯示，該 8 種常
見雜糧作物於臺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種
植總面積約 7,400 公頃，其中蕎麥與薏苡
占總栽培面積分別達 36.1% 及 55.0%，為

全臺之冠。雜糧作物栽培管理上，常會遇
到多種病蟲害侵擾，若加上氣候條件適合
病蟲族群之擴展，常造成採收期控制不
易，產量與品質並受損。病蟲害防治首重
預防，加上栽培管理確實，前期施用化學
藥劑，採收期配合非農藥防治資材及微生
物製劑保護，可兼顧產量與品質，確保農
友收益。本文就雜糧作物常見病蟲害種類

 小麥白粉病發生嚴重情形

雜糧作物常見病蟲害與防治方法
文圖 /郭建志、廖君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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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理方式進行介紹。

二、雜糧作物常見病蟲害種類

( 一 ) 白粉病 Powdery Mildew
此病害由子囊菌綱之病原真菌引起，

由分生孢子感染及入侵葉片組織，亦會危

害葉柄與花器。初期病斑為白色小斑點，

後期葉表上覆蓋一層分生孢子，形成白色

粉狀物，故稱白粉病，主要出現於秋冬至

隔年春季冷涼少雨的季節。分生孢子藉風

力傳播，嚴重時會阻礙葉片光合作用，最

終造成葉片褐化死亡。白粉病亦會感染葉

柄與嫩蔓等部位，最終作物全株表面皆覆

滿白色粉狀物，進而影響產量與品質。雜

糧作物中的小麥、蕎麥、大豆及落花生均

會受到白粉病的危害。

管理策略：

1. 栽培時避免濕度高、光照不足及通

風不良之環境，以降低白粉病發

生。

2. 即時清除罹病殘株，減少病菌殘存

與擴散。

3. 初期發生可施用藥劑防治，開花結

果期可施用礦物油、窄域油或是可

濕性硫磺產品可降低白粉病之罹病

度。

( 二 ) 白絹病 Sclerotinia blight
為土壤傳播性病害，由 Sclerotinia 屬

之病原真菌引起，可危害多種作物，此病

原藉由菌絲感染，無寄主作物時，以菌

核構造於土壤中殘存。植株受白絹病感染

時，初期地際部之莖部組織會呈現水浸狀

軟化現象，根部呈現腐敗與組織崩解情

形，地上部葉片會乾枯、萎凋，最終植株

死亡。環境濕度適宜時，受害植株地際組

織與根部會產生白色菌絲，以及褐色近圓

形之菌核，為本病害之主要感染源。以小

麥、大豆、落花生及甘藷較會受到白絹病

的危害。

管理策略：

1. 選擇排水良好之土壤種植，避免密

植，保持通風。

2. 甘藷與大豆於發生初期施用植物保

護資訊系統推薦之化學藥劑防治，

並注意安全採收期，可降低病害之

發生。

3. 田間衛生，若發現受害植株，應及

時拔除，勿留棄田間，以降低田間

病原族群數量；而避免過度施肥與

過度噴灌，利用深耕曝曬田區，降

低白絹病殘存病原。

( 三 ) 黑穗病 Smut disease
真 菌 病 原 之 Ustilago maydis 及 U. 

coicis 分別造成玉米黑穗病與薏苡黑穗病。

U. maydis 病原真菌可感染食用玉米與硬質

玉米，此病原可殘存於田間植株殘體與土

壤中多年。感染方式為病原菌之冬孢子藉

由雨水飛濺或空氣傳播至玉米植株上，玉

米全期皆會受到感染，常見於玉米穗部造

成腫瘤，且有機會汙染種子成為下一次種

植之田間初始感染源。U. coicis 則會造成

薏苡黑穗病之發生，感染方式與玉米黑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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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相似，同樣藉由種子傳播，造成薏苡種

子腫大。

管理策略：

1. 田間若發現病株，建議在黑穗病腫

瘤尚未破裂前即時移除田間，降低

感染源。

2. 玉米播種前以 40% 滅普寧水懸劑

或 75% 滅普寧可濕性粉劑，進行

種子滅菌消毒，降低此病原之發生

與傳播。

3. 合理化施肥，避免偏施氮肥，以降

低黑穗病之發生。

( 四 ) 銹病 Rust disease
小麥、玉米、高粱及落花生於栽培

期間，會受到銹病菌 Puccinia 屬之病原真

菌感染，感染源為夏孢子，其利用空氣與

雨水傳播，藉由葉表上之游離水，夏孢子

才會發芽與入侵葉片，從幼苗到成株均會

受到銹病菌危害。發生初期呈現細小的紅

色斑點，病斑逐漸擴大並隆起，呈現紅色

或磚紅色；後期隆起之表皮破裂，釋出橘

色的銹病菌夏孢子堆，嚴重時葉片呈鐵鏽

狀，並造成落葉。

管理策略：

1. 田間栽種避免密植，保持通風，勿

偏施氮肥，合理化施肥。

2. 發病初期可施用化學藥劑進行防治

( 推薦用藥請參照植物保護資訊系

統 )。

3. 採收期間發病可使用油劑防治，如

礦物油、窄域油及葵無露等。

( 五 ) 鱗翅目害蟲

以下介紹中彰投地區雜糧作物常見之

鱗翅目害蟲及其管理策略，包括：斜紋夜

蛾 (Tobacco cutworm)、玉米螟 (Asian corn 

borer)、秋行軍蟲 (Fall army worm) 及臺灣

黃毒蛾 (Taiwan yellow tussock moth) 等。

斜紋夜蛾之幼蟲屬於雜食性，可危害

蔬菜、雜糧、花卉、果樹及特用作物等，

幼蟲食量大，族群量多時常將植株葉片啃

食殆盡。成蟲具有趨光性，於燈光下或誘

蟲燈中可誘集到。

玉米螟為玉米重要蟲害之一，隨著近

年玉米 ( 硬質與食用 ) 種植面積日益增多，

玉米螟危害情形也持續發生。玉米螟初齡

幼蟲會啃食玉米心葉，產生許多針刺狀之

小孔與長條型食痕。孕穗期幼蟲會取食花

粉，雄花抽出後則蛀入花梗內，由節間或

葉鞘蛀入莖部危害，果穗形成後則蛀入果

穗內危害。

秋行軍蟲為近年來新入侵害蟲，主要

發生於美洲與非洲，108 年開始擴散至亞

洲地區與臺灣。該害蟲寄主範圍達353種， 小麥白絹病菌於地際部產生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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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科作物，主要為害科別為禾本科 (水稻、

小麥、高粱、玉米、甘蔗及盤固拉草等 )。

菊科及豆科 ( 花生、大豆及豇豆等 )。秋

行軍蟲 4-6 齡幼蟲體呈褐色並具有白色側

線，背部出現黑色斑點，其上著生刺毛，

成熟幼蟲之頭殼可見一黃色倒 Y 狀紋路，

可利用上述特徵與斜紋夜蛾進行區分。目

前國內針對該害蟲於 110 年 7 月 1 日後進

入第三階段 ( 農友自主管理階段 )，而農

政單位仍會持續監測該害蟲族群數量並適

時預警，提醒農友注意防治。

臺灣黃毒蛾屬鱗翅目毒蛾科之害蟲，

1-2 齡幼蟲常群聚於葉表啃食葉肉，3 齡後

幼蟲分散，由葉緣咬食成切口狀，嚴重時

只剩下葉脈，亦會危害花蕾與花器造成落

花，使農產品價值降低。臺灣黃毒蛾 1 年

可發生 8-9 個世代，常於夏季 6-7 月間危

害最嚴重。

蟲管理策略：

1. 種植前全園浸水 24 小時，使土壤

中棲息之蛹窒息而死。

2. 栽培期間可懸掛斜紋夜蛾性費洛蒙

誘蟲器，大量誘殺成蛾，降低族群

密度。

3. 玉米螟可應用天敵防治，於發芽後

20-25 天開始釋放赤眼卵寄生蜂蜂

片。以後每隔 7 天釋放 1 次，連續

4 次，至雌花抽出時為止，每次每

分地釋放 15片，全期計釋放 60片。

4. 發現鱗翅目幼蟲危害時，可施用化

學藥劑防治，甘藷及大豆可選用

40% 納乃得水溶性粒劑；玉米、甘

藷及小麥可選用 100 公克 / 公升諾

伐隆水分散性乳劑，採收期間可選

用生物農藥 - 蘇力菌進行防治 ( 推

薦用藥請參照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

5. 耕作防治，透過調整種植時間、與

非寄主作物輪作、田間衛生管理及

清園作業，可降低害蟲之田間族群

 玉米黑穗病菌感染玉米穗部病徵  玉米銹病菌於葉表產生紅色孢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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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 六 ) 蚜蟲類

蚜蟲類害蟲成蟲與若蟲喜好群集在

新梢與嫩葉，主要以直接吸食寄主作物汁

液，抑制其生長發育，數量多時會分泌蜜

露易誘發煤煙病，影響葉片光合作用。高

溫乾旱時期，蚜蟲危害情形較嚴重。此外，

多數蚜蟲以非持續性方式傳播植物病毒，

影響作物產量與品質。雜糧作物如甘藷、

小麥、玉米、高粱及大豆等作物皆會受到

蚜蟲危害。

管理策略：

1. 初期發現少量蚜蟲危害，可摘除受

害葉片，並立即施用化學藥劑降低

其族群量，減少蚜蟲於田間建立族

群機會。

2. 小麥蚜蟲發生時，可於田間淹水 24

小時後排水，降低蚜蟲於根部危害

機會。

3. 採收期間蟲害發生可使用油劑防

治，如柑橘精油、苦楝油及無患子

油等。

4. 栽培期間勿過度施肥，造成葉片生

長旺盛，容易誘發蚜蟲危害。

三、結語

雜糧作物病蟲害防治除了化學藥劑防

 斜紋夜蛾幼蟲危害作物葉片情形

 秋行軍蟲幼蟲型態特徵 ( 圖 / 林大淵 )
 玉米螟幼蟲蛀入莖內危害，造成蟲孔，蟲孔以上部

　位乾枯而折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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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資材，約略分為：生物性、礦物性、

化學性、植物性及物理性等資材。生物性

資材主要以微生物製劑蘇力菌為主，可防

治夜蛾類及螟蛾類害蟲。礦物性資材，如

礦物油、石灰硫磺合劑及矽藻土等，分別

可防治白粉病與小型害蟲；唯施用石灰硫

磺合劑須注意氣候，氣溫高時避免施用。

化學性資材，包括：亞磷酸、皂素及碳酸

氫鈉等。亞磷酸施用需提早使用，刺激作

物產生抗病性，抵抗病原菌入侵。植物性

資材則大多以苦楝油、柑橘精油及多種植

物油劑為主，可防治白粉病與小型害蟲，

如蚜蟲與潛蠅。除了施用植物保護資材

外，同時配合良好田間衛生管理、適量施

肥及耕作防治，對於病蟲害族群控制才能

得到最大效益。

 臺灣黃毒蛾危害薏苡葉片

 玉米蚜蟲聚集在莖部危害情形  小麥蚜蟲危害小麥根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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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說明

為推廣並促進國內雜糧產業永續發展，本專

輯介紹雜糧栽培技術、產業現況及本場研發

之雜糧作物新品種，希冀提升國產雜糧競爭

力並增進民眾對國產雜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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