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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為地區農業試驗改良與技術推廣單位，肩負著農業新技

術研發與推廣、農民及產銷班輔導與一般民眾服務等多重任務。

有鑒於農業技術的提昇及產銷更多元化，為因應環境的變化，每

位同仁應秉持對於工作的熱誠，努力提升個人專業研發技能與推

廣服務熱誠。本場定期辦理研究人員的專題討論，即提供一個增

進專業與知識交流共享的園地，冀望同仁能夠好好把握每一次學

習成長的機會。

本(100)年專題討論內容，除同仁專業領域的研討報告外，還

涵括出國研習及參加場外重要會議等心得報告。特將這些研究心

得報告彙編成冊，共計56個主題，皆為本場研究同仁努力不懈所

累積的重要資料，可供日後試驗研究及農民應用之參考。感謝所

有參與專題報告同仁、主辦單位及彙編人員的辛勤付出，更盼望

藉由此激發各位同仁研發潛能，讓本場優良農業技術研發與推廣

服務成果更加豐碩。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

場長  謹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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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本面對全球暖化之水稻創新育種與栽培研究

日本面對全球暖化之水稻創新育種與栽培研究日本面對全球暖化之水稻創新育種與栽培研究
許志聖、楊嘉凌

摘要摘要

日本稻作產業面臨稻農老化、生產成本過高與消費量降低等問題，因此在面

對全球氣候變遷的稻作研究，積極措施以模擬未來氣候環境下的育種與栽培研究

為主，消極方式則以增加日本糧食自給率的能力，減少對進口糧食的依賴為輔，

民間與政府齊力，雙管齊下，可作為我國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參考。

前言前言

為執行99年「面對全球暖化水稻育種新技術與栽培之研究」計畫，本場楊嘉

凌與許志聖兩員於9月27日起赴日本獨立行政法人農業食品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機構

(NARO)、福岡縣立農業綜合試驗場與廣島佐竹公司(SATAKA)等研究單位參訪、

研習，並赴熊本縣及香川縣了解本場台稉9號試作情形，收穫豐盛。

內容內容

一、日本近年來水稻育種發展趨勢

日本農業食品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機構(NARO)下之作物研究所針對日本面臨的

生產過量、稻米消費量減少(由1962年每人每年118.3公斤降到2005年每人每年61.4
公斤)、高溫對作物生產的危機、農村人力老化(平均年齡超過62歲)、水稻栽培品

種遺傳變異性窄小等問題，尋求(1)以提高水田利用率及擴大稻米消費量，來減少

生產過量的問題；(2)以育成直播稻與抗病蟲害品種，以減少生產成本與提高年輕

者參與農業生產意願；(3)以耐熱育種水稻選拔改善高溫對作物生產傷害，總體目

標則以提高日本食物自給率為主。

日本土地總面積37,794,000公頃，耕地面積4,628,000公頃，而水、陸稻種植總

面積為1,627,000公頃(約臺灣8倍)，其中水稻1,624,000公頃，陸稻面積僅有3,200公
頃，水、陸稻每公頃平均糙米產量為5.43公噸及2.67公噸(平成20年資料)。陸稻品

種約有4~5個，水稻品種在各地區育種單位的選育下，育成品種繁多，但仍以越光

的栽種面積最廣，佔有率達35.1%，次為Hitomeware，佔有率約10.6%，而在日本

水稻栽培面積前10名之品種中，有9個品種均與越光有親緣關係，因此日本水稻遺

傳變異的窄小是一個潛在的危機。

日本各水稻育種單位近年來育成新品種Akidawara，其特性除食味優良外，

糙米產量更比日本晴及越光高出 15~30%。而為了提高日本食物自給率，減少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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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進口飼料，也研發飼料米，育成目標為具耐倒伏及適合直播品種，如適合青飼

料用品種Tachisugata，較日本晴產量高出15~30%。其他的高產水稻品種可分為

穗重型及大粒種，依其屬性可以在其內分秈稉雜交型及秈型品種，Akenohoshi、
Bekogonomi、Fukuhibiki、Kitaaoba、Kusahonami、Mizuhochikara等為秈稉雜交型

品種之重穗型，Kusanohoshi、Momiroman、Yumeaoba等為秈稉雜交型品種之重穗

又大粒型，Oochikara、Hoshioaba、Kusayitaka、Bekoaoba等為秈稉雜交型品種之

大粒型，Takanari、Hokuriku193、Mochidawara等為秈稻雜交品種之重穗型。

二、日本飼料用水稻選育與稻稈酒精研究

日本自2000年開始投入飼料用水稻品種選育及栽培管理等相關研究，2010年
開始實施「水田利用活用自給率提升計畫」，對於種植飼料米的農家給與每0.1公
頃8萬日元的補貼。飼料用水稻一般而言可分為稻穀利用型與全株利用型(Whole 
Crop Silage, WCS)兩種，稻穀利用型為糙米高產的品種，可作為乳牛、肉牛全株

青貯飼料，糙米也可提供家禽與猪隻等動物澱粉來源或提供工業發酵原料、米製

粉及糙米用生質酒精；而全株利用型可調製成青貯料，供應牛、羊、馬反芻類家

畜纖維素來源，亦將稻稈作為生產生質酒精之用。日本民眾對於餵食WCS水稻之

牛肉、牛乳分別願意多付出19圓/100克、9圓/1公升的價格購買，且餵食WCS飼料

的牛隻排泄物的氮元素較慣行飼養法低6.2%，環境污染負擔較低。

目前作物研究所水稻育種研究室選育高乾物產量品種或適合青飼料但不易

倒伏品種，品種選育過程的倒伏性檢定均以倒伏測定儀測定。新品種如Takanari
與Tachisugata的總生物產量高達20公噸且不易倒伏，收穫指數為30%左右。

另一飼料用新品種Hoshiaoba的總消化營養成分比率為60.9%，而其較高產品

種(Kusahonami、Kusanohoshi)或Nipponbare每公頃增產約1.05公噸。日本飼料

用稻在不同地域所推薦栽種品種亦不同，日本由西南到東北分為ルリアオバ 
(Ruriaoba)、西海飼253號(Tachiaoba)、西海飼262號(Mogumoguaoba)、中國147
號(Kusanohoshi)、關東飼226號(Momiroman)、關東飼225號(Tachisugata)、關東

飼215號(Leaf Star)、關東146號(Takanari)、中國146號(Hoshiaoba)、北陸187號
(Yumeaoba)、奥羽飼395號(Bekogonomi)、奥羽飼387號(Bekoaoba)及Kitaaoba。

作物研究所生質能源研究在比較高粱、甘蔗、水稻、大麥及小麥等禾本科糧

食作物的酒精轉換率，發現莖稈非結構性碳含量高達70%以上可適於酵素分解轉

換酒精之原料，而在上述作物中以水稻莖桿內的木質素含量較低，有利於酒精的

轉換。在稻稈酒精製造的原料準備過程，也發現若以日本傳統的自然乾燥過程，

因稻稈內的生化反應尚在運作，部分碳水化合物會消耗，影響酒精製造成分量；

但若以70℃的機械烘乾方法可迅速抑制稻稈酵素活性，保存較多碳水化合物，有

利於酒精製造。

三、「開放性高二氧化碳(Free-Air CO2 Enrichment, FACE)」設施

大氣中二氧化碳濃度的增加是氣候變遷的首要原因，而各種預測模式均顯示

未來二氧化碳濃度將提升至540~970 ppm，對此，美國、歐洲、澳洲等諸多地區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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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設置「開放性高二氧化碳(Free-Air CO2 Enrichment, FACE)」設施，以了解大氣

中高二氧化碳濃度對於作物生長與生產之影響，也藉由調控高二氧化碳濃度與高

溫、高肥等控制因子，篩選適應未來氣候變遷之基因型與栽培技術。

目前以水稻為研究主題之「開放性高二氧化碳」設施，全球僅在中國江蘇省

與日本筑波研究園區兩處設置，日本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則詳細規劃一系列二氧

化碳濃度增加對水稻生產影響進行試驗。第一時期(1998~ 2000)目標著重於二氧化

濃度變化對於產量之影響，結果顯示產量表現約提升14%，其增產的途徑主要是

藉由促進植株初期生長勢，使其具有更多的分蘗數，進而提高產量，但若由於植

株的氮素利用效率無法提升時，反將抑制產量增加，因此水稻對於二氧化碳濃度

的調控反應及其氮素利用效率將是增產的關鍵因子。第二時期(2003~2004)則探討

高濃度二氧化碳濃度下年度間的產量變化，結果顯示高二氧化碳濃度的增產幅度

每年不一，某年涼夏更僅增產6%；而在排除早熟或晚熟品種的數據結果後，亦發

現品種間對於高二氧化濃度之產量反應不一。第三時期(2007~2008)則是探討二氧

化碳濃度與土壤/水等溫度變化之交感效應。

高二氧化碳田間開放式試驗在筑波試驗田為一小窪地的地形，距離該研究所

約25分鐘車程，為避免試驗誤差，整體窪地面積約10公頃，均向農民租用，租金

需約125萬円日幣，合約期為5年，合約期間農民均依往常習性種植水稻。在10公
頃田區共設置四重複，每重複均有處理組與一般大氣狀況之對照組，處理組與對

照組田區均設計成八角型，以利二氧化碳的均勻釋放。八角型處理區外圍上方約

2公尺圍繞二氧化碳施放管與噴嘴，依據周圍氣象感測器所測定的風向與風量，

決定二氧化碳的施放方向與施放量，在此開放空間下的二氧化碳濃度係依據預

估2060年地球二氧化碳濃度(750~800ppm)，為了在開放空間維持此高濃度的二氧

化碳，八角型的試驗區內裝設了偵測器追蹤二氧化碳的濃度，每30秒監控一次水

分、二氧化碳濃度、甲烷等氣象因子與空氣變化，經電腦計算操控二氧化碳釋放

方向與釋放量。由於開放空間的高濃度二氧化碳環境不易營造，因此日本試驗單

位在此八角型的小空間規劃了不同時期育成的品種以瞭解各品種對高濃度二氧化

碳生長反應、也規劃了高二氧化碳濃度下不同氮肥施用量與不同水溫等栽培方法

的水稻生長反應，初步發現高二氧化碳下的水稻生育較慢，成熟期約晚2天，產量

提高約14%。

四、日本適於米麵包水稻品種之評估經驗

為了解決純米粉糰不具黏彈性，體積無法發泡成澎鬆狀，製成的米麵包口

感柔軟度不足的問題，在米粉糰中加入不同添加物而區分為三種類型：(1)混合

麥粉：將米粉與小麥粉相互混合製成麵糰，米粉混合比例可超過20%以上，此

類最適於麵包工廠的製作；(2)混合麵筋粉：米粉糰中混合小麥麵筋蛋白，可加

入15 ~ 20%的麵筋蛋白作為黏彈性來源，此類可以製作蛋糕、麵包，在日本是

最受歡迎的類型；(3)混入增稠劑：在90~99%米粉糰中混入1~10%的增稠劑，諸

如瓜取膠(Guar gum)、三仙膠(xanthan gum)或羥丙基甲基纖維素(Hydroxypropyl 

日本面對全球暖化之水稻創新育種與栽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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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ylcellulose)等，若對小麥過敏的消費者可食用該類型麵包。米麵包水分含量

(42~45%)較小麥麵包(35~38%)高許多，但烤製後的米麵包更具有鬆軟、濕潤等質

地特性，惟在擺放些時日後質地容易轉硬；而米麵包發酵時間較小麥麵包短，可

於3小時內發酵完全，進行烘培。

具有低受傷澱粉率(starch damage)的米粉是製作米麵包較好的材料，受傷澱粉

的產生是來自米粉研磨時的熱及壓力，由於受傷澱粉比未受傷澱粉的吸水量高，

因而影響米麵包的製作。磨粉機械是影響受傷澱粉率高低的重要因素，米粒經

Jet mill研磨比Pin mill所產生受傷澱粉較少。受傷澱粉含量的檢測可以用直鏈澱粉

酵素測定，目前日本有相關分析測定試劑(starch damage assay kit, 25 yen/sample)
販售。而適合米麵包製作的品種以具低受傷澱粉率及直鏈澱粉含量約20%者較適

宜。

五、水稻耐熱性篩選評估系統

福岡縣農業總合試驗場(Fukuoka Agricultural Research Center)設立於1879年，

是日本最古老的試驗農場，該試驗場積極投入作物育種，成效良好，水稻早期品

種Yumetsukushi及近年育成耐熱品種Tukusiroman等均曾是該縣主要栽培品種；園

藝作物的育種也不遑多讓，近年來尚有大麥(啤酒用及燒酎用)及小麥(拉麵用)品種

的選育。

過去25年來福岡縣水稻栽培品種由低食味的Nishihomare、Koganegbare、
Nipponbare、Aokaze、及Reihou漸轉為食味較佳的Hinohikari(熱耐性不好)、
Yumetsukushi、Tsukushiroman、Koshihikari及Akisayaka等，栽培面積分別為

18447、15565、594、568及315公頃。2006年由Tsukushiroman/Chikushiwase選育

成的Genkitsukushi品種，較15年前育成的極早熟、高產且食味與越光相當「夢之

光」(Yumetsukuohi)表現更亮麗，是該場引以為傲的品種，目前栽培面積雖僅為

385公頃，但預期在未來將會超越「夢之光」的成果。除在優質稻米品種的研發

外，也育成適合清酒釀製的品種Yume Ikkon。
福岡縣由於高溫、日照不佳或颱風來襲等氣象因素導致心、腹白與死米的

比率較多，一等米生產的比率較全國的平均值低，而該縣栽培面積達55%的主要

栽培品種－「日之光」的耐熱性不佳。福岡縣農業總合試驗場採用的耐熱性檢定

方式有人工氣候室、田間簡易塑膠設施與田間高溫控制設備試驗田，其中以田間

高溫控制設備試驗田進行篩選效率最佳。高溫控制設備田間試驗田包括熱水加

熱室、儲水槽、灌水與排水設施，設施費用約台幣400萬，一次可以篩選數百個

品系。由於研究指出平均氣溫達27度以上，穀粒心、腹白等比例將大幅升高，

因此耐熱檢定方法是在抽穗至抽穗後20天以35~40℃熱水灌溉試驗田，水深維持

10~15cm，水溫需維持35℃，以使穗部附近空間的平均氣溫維持在27℃以上，並

以糙米品質好壞作為耐熱檢定指標。該耐熱試驗圃面積達250 m2，每年約測定300
個品系，該場新育成大穗、高產且品質佳的元氣之光(Genkitsukushi)即是利用耐熱

系統篩選出的優良品種。福岡縣試驗場也研究利用不同播種期與移植期來調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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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收穫時期，以避開高溫時段。若利用育種與栽種相互配合的對策，發現生產優

質稻米最適品種與栽培期，將有利於稻米產業面對全球暖化衝擊的應對能力。

該場對新育成品系均進行大規模稻米品質評鑑篩選，評鑑方式有米飯官能品

評與儀器分析。由於日本優良米飯的食味以飯粒表面具有光澤(外觀性狀)、咀嚼

時可感到微甜味(口感)、且具有黏性(質地)與軟度、並帶有飯香而非特殊香味者為

佳，所以在米質評估上仍以食味品評為主要篩選依據。米飯食味官能品評以越光

為對照品種，由13~16位品評員同時對9個待測米飯樣品進行色澤、口味、黏度、

硬度、及總評等性狀評估。該場近年來利用低食味品質的Moritawase與高食味品

質Koshihikari的雜交組合選出92個重組自交系，在1,800個SSR標誌中篩選出120個
多型性標誌，分別就13~16位品評員官能品評的硬度、黏性、總評等食味品評項目

進行分析，得到數個以越光品種為主體的優質食味品質QTL。未來的育種目標以

具耐熱性的優質中熟品種為主要目標，次為抗多種病蟲害的水稻品種。

六、日本農糧機械製造業者食味品質研發近況

佐竹公司(SATAKA)係研發碾米設備、農業精選機械與品質檢驗儀器聞名於

世。該公司於1995年發展米飯食味分析儀、2003年研發新鮮度計、2005年硬度黏

度計問世，2008年再將三者測定值經軟體程式合併，稱之為「食味鑑定團」(Taste 
Appraiser)，其測定結果可瞭解品種食味特性、米飯外觀表現、軟硬度。測定流

程以新鮮度計為首、米飯食味分析儀次之、再以硬度黏度計最後測定米飯物性，

最後以分析程式將三個儀器所測定值進行綜合分析，得到食味鑑定圖以決定該樣

品的食味特性。分析所得的食味鑑定圖大致可分三類：(1)米飯食味分析儀值在

60~70，硬度黏度計值為4.0~5.0，新鮮度值70~90範圍的米飯可為壽司用；(2)適於

午餐盒用之米飯則分別為70~80、4.0~5.0、80~100者：(3)適於一般食用及米麵包

則分別為80~100、3.5~4.5、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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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28屆國際園藝學會年會參加第28屆國際園藝學會年會
陳彥睿、陳葦玲

摘要摘要

每4年舉辦1次的園藝界盛事就是召開「國際園藝學會年會」，本(第28屆)國
際園藝學會年會於2010年8月22日-27日在葡萄牙里斯本舉行，派員參加並就本場

近來園藝治療、果樹育種及栽培技術成果前往發表論文及張貼海報，進行學術交

流，本場共計有5篇報告(如下表)，並觀摩相關領域其他國家研發成果，作為日

後研發參考。派員出席及發表論文有助於維護並提升我國之學術地位與能見度。

大會會議主題為「Science and Horticulture for People」，會議內容除園藝作物最

先進研究成果與技術外，也包括氣候變遷對園藝產業影響、園產品與人類健康等

項目，值得國內參考與借鏡。近年來國際果樹育種及採收後處理技術進步極為迅

速，前往與會學習並引進安全農業、園藝治療等新觀念利用，對國內產業發展具

有相當大的助益。

前言前言

每一次的年會均有其特殊性，有它的主題，且極具多樣化，本次有9個專題會

議(colloquia)、18個座談會(symposia)、14個專題討論會(seminar)、18個主題式研究

會議(thematic sessions)、30個工作討論會(workshops)，還有眾多的參與者彼此間交

流討論、切磋出許多智慧的火花。

本次出國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搜集園藝學會之資料以供國內產業學界參

考，由於資料甚多含大會節目冊(347頁)、摘要第1冊(318頁)、摘要第2冊(747頁)，
所以資料內容可以說相當豐富，非常值得產官學界參考，將以上書籍存放在台中

區農業改良場圖書館中供有興趣人士參閱。

內容內容

一、行程

日期 地點 會議主題

1.99/08/21

(星期六)
台中→桃園機場→
曼谷→阿姆斯特丹

去程。出發至桃園機場於晚上19:30搭乘荷航
878班機抵達曼谷，轉由曼谷再飛往阿姆斯特
丹。

2.99/08/22

(星期日)
阿姆斯特丹→里斯
本(Lisbon)

去程。早上5:45抵達阿姆斯特丹機場，再於上
午9:20轉機搭乘荷航KL1695班機於11:15飛抵里
斯本。至大會處報到領取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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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08/23

(星期一)
里斯本

參加各類研討會，內容包括花卉、造園、果
樹、蔬菜、人與植物關係、都市園藝等項目，
並收集相關資訊和與會人員討論相關議題。

4.99/08/24

(星期二)
里斯本

參加各類研討會，內容包括花卉、造園、人與
植物關係、都市園藝等項目，並收集相關資訊
和與會人員討論相關議題。收集果樹專輯1冊。
參觀當地市場集散地，產銷資料收集。

5.99/08/25

(星期三)
里斯本

參加各類研討會，於上午8:00張貼海報「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Vocational Training on 
Horticultural Work for the Mentally Disabled and 
Patients with Chronic Psychiatric Disorder」，下
午參與海報討論。另於下午14:30-45進行口頭報
告12分鐘，問答3分鐘，題目為「The Research 
on the Benefits of Strawflower Arrangement 
Activity by Female Worker」進行順利完成口頭
報告。

6.99/08/26

(星期四)
里斯本

參加各類研討會，內容包括花卉、造園、人與
植物關係、都市園藝等項目，並收集相關資訊
和與會人員討論相關議題。收集果樹專輯2冊。
參觀當地市場與集散地，產銷資料收集。

7.99/08/27

(星期五)
里斯本→阿姆斯特
丹

返程。15:55搭乘荷航1694由里斯本飛往阿姆斯
特丹，於19:50抵達。

8.99/08/28

(星期六)
阿姆斯特丹→曼谷

於0:30出發飛往曼谷，下午抵達，因飛機延
誤，夜宿曼谷。

9.99/08/29

(星期日)
曼谷→台北

返程。凌晨4點出發往曼谷機場，早上7:10搭乘
泰航TG634飛往台北，於中午12:00抵達台北。

二、會議內容

(一) 專題會議

C01：園藝在這個變動的地球上的挑戰及機會

C02：奈米微技術：與園藝有關的可能性應用

C03：植物、人類與地區的關係

C04：園藝研究新世代的主題

C05：教育下一世代專業的園藝學家

C06：園藝技術革新

C07：伊伯利亞遇見美國及亞洲：園藝作物的交流

C08：降低殺蟲劑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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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座談會

S01：漿果：從染色體到永續的生產、品質及健康

S02：在全球市場的採收後技術

S03：為了人類建設美好的環境如同在溫室中的生產

S04：園藝作物染色體

S05：園藝基因學：基因改造的園藝作物，從實驗室到田間

S06：地中海地區果實及堅果：地中海地區果實、堅果的植物材料、栽培問題

及生產

S07：花、果實和蔬菜中新興的健康題材

S08：從橄欖樹到橄欖油，新的趨勢及未來的挑戰

S09：觀賞植物：觀賞園藝植物的多樣性及機會

S10：園藝發展

S11：ISA fruit：透過消費者需求，以科學方法克服瓶頸以增加水果的消費

S12：遺傳的資源：為了保護及管理園藝遺傳資源的新技術

S13：新鮮蔬菜的品質鏈管理：從餐叉到田間

S14：有機園藝：生產力和持續力

S15：Climwater 2010：變化中的氣候裡的園藝用水   
S16：葡萄與氣候：氣候變化在葡萄樹及其產物的生產與品質上的影響

S17：第10屆國際山龍眼(Protea)研究專題研討會

S18：在亞熱帶情況下的香蕉與其他熱帶水果：挑戰與創新的解決

(三) 專題討論

Sm01：多年生植物的即時監測及生產模型。多領域的研究融合了尖端技術和

系統整合為精緻農業。

Sm02：於地中海自由貿易地區內，新興果樹害蟲的挑戰

Sm03：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庭園文化和開放空間發展的影響

Sm04：無土栽培上新奇和革新的技術

Sm05：在這個資訊、生物、微技術的時代裡的園藝教育和訓練

Sm06：建構發展中國家的植物育種產能

Sm07：對於未充分利用的梨果實的新評價

Sm08：對於藥用及香草植物的新看法

Sm09：水果品種的再生生物學

Sm10：在園藝價值鏈中的製造者與消費者

Sm11：觀賞性的園藝及侵入性問題

Sm12：與種子相關的微生物族群的分子特徵

Sm13：梨果和核果果實發育的生理學、生物化學和遺傳學

Sm14：草皮管理在環境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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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題式討論會

T01：生物化學

T02：柑橘

T03：作物生理

T04：經濟學及管理

T06：知識與革新

T07：工程學與自動化

T08：水果生產系統

T09：遺傳與育種 
T10：綜合害蟲管理

T11：造園

T12：微體繁殖

T13：礦物營養

T14：模型之研究

T15：植物病害

T16：植物土壤及環境科學

T17：繁殖與育苗管理

T18：都市園藝學

(五) 工作討論會

Ws01：與產品採後處理有關的遺傳學及生物技術

Ws02：促進ISHA間的合作，全球作物多樣性信託及生物國際化

Ws03：Odemira – 歐洲最佳的園藝景觀地點

Ws04：景觀植物和室內及室外空氣汙染

Ws05：葡萄牙的Rocha梨：個案研究

Ws06：依消費者面向的採前及採收後研究 — ISA水果的挑戰及創新 — 經驗

談 
Ws07：橄欖的基因學及育種學

Ws08：太平洋島國的園藝前景

Ws10：亞洲-太平洋造園及都市園藝的前景

Ws11：大會資料未登錄

Ws12：我們所謂的品質？園藝研究中的蔬菜品質觀點

Ws13：基於園藝貿易及交流分類名改變的衝擊

Ws14：橄欖遺傳的資源：生物多樣性的回饋

Ws15：果樹與蔬菜：被開發中國家忽視的財富

Ws16：基因改造園藝作物的公眾認知及接受度

Ws17：離層的調節及其在園藝上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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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18：提倡園藝科學

Ws19：園藝上可生物分解的塑製品

Ws20：蔬菜在受保護耕地上的優良農業實務

Ws21：安全的堅果Aflotoxin全球策略

Ws22：果樹與蔬菜的研究上優先產業及前景

Ws23：連線FAV及健全的網絡

Ws24： 21世紀次要的與未充分利用的熱帶及亞熱帶果樹作物作為營養上的保

障

Ws25：分子標誌在園藝及園藝科學上的利用

Ws26：山龍眼科植物在全球經濟上：角色扮演與挑戰

Ws27：功能與結構上的植物模型：什麼是園藝應用？

Ws28：葡萄及氣候的改變：國際性的關連性

(六) 商業會議

BM01：委託：保護性耕作及園藝工程

BM02：計畫：新WG“堆肥在園藝的應用＂

BM03：計畫：新WG“有機溫室園藝＂

BM04：剖開堅果及地中海氣水果

BM05：梨果和核果的剖面

BM06：灌溉與植物水分的關連

BM07：葡萄牙的園藝協會

BM08：透過統一及有機園藝的持續性委員會

BM09：植物基質及無土栽培委員會

BM10：教育及訓練委員會

BM11：園藝聚會的伊伯利亞-美國國家性的社群

BM12：造園及都市園藝委員會

BM13：EUREKA/IBEROEKA Project Support. ADI – Agncia de Inovao, Portugal

結語結語

大會中討論的議題內容相當廣泛，將之概分為十大區塊：

一、傳統果樹、蔬菜、花卉之改進(革新、挑戰)
二、園藝與先進科技結合(奈米、基因轉殖改造、染色體生物技術、遺傳資源之利

用、分子標誌) 
三、園藝與人類的關係(包括在落後地區的營養、都市園藝、污染之吸收、造園技

術之革新)
四、園藝的教育(在資訊、多樣化、技術創新的世代、園藝科學的提倡、社會教

育、國際園藝學會的平台功能)



 11參加第28屆國際園藝學會年會

五、園藝的多樣化與各國之交流(生物多樣性的利用、遺傳資源的分享)
六、園藝產品生產的環境友善性(用水、侵入植物問題、可分解塑膠品、降低殺蟲

劑的使用)
七、園產品的健康性管控(從田間到餐桌、有機栽培、針對消費者之需求、熱帶與

亞熱帶地區之園產品需求)
八、生產環境的監控及生產模型(結合資訊學、機械)
九、園藝與生物化學、知識、遺傳、環境科學、土壤科學、永續綜合管理、工程

學與自動化、繁殖與育種等之關連性與互動

十、園藝在動盪的全球經濟下的挑戰與機會

正如同以上所述的，這樣的內容不僅是園藝工作者可以去吸收新知與討論之

處，應該可連結到各領域間，包括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

正如同年會節目手冊中所說的，每一個會議都是獨立的。每個之間都有差異

性。9個專題會議、18個座談會、14個專題討論會、18個主題式議會、30個工作討

論會及許多技術上的參訪、會期後的旅程提供給任何與會者一個獨特的機會去設

計屬於他們自己的事件的聯結，及彼此之間的交流。

為了服務人類的園藝科學是我們的責任。在各項結果間，在差異性極大的領

域裡的參與者將提供他們的知識及技術性經驗最好的一面。從昆蟲到製作模型過

程及園藝系統，從溫度到熱帶園藝貫穿地中海，從農村到都市的園藝及造景，從

農田到實驗桌到提供給人類隨著充足的、多樣的及健康的水果、蔬菜及加工過的

食品，從全球暖化到氣候改變、水源缺乏及避免污染，從貧困到發展透過生產性

建築…等。總結而言，方案是在處理解決園藝上最近的需求及未來的挑戰，為了

透過園藝科學處理逐漸增加的世界人口的糧食需求。

與會者有著重大的關心於設計及發展這些方案計畫。給許多積極的參與者的

一個機會，是藉由簡短的口頭報告及電子海報提供，為越來越多參與者更深層和

強烈的參與開啟一種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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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研習-「環境保全型農業」心得報告赴日研習-「環境保全型農業」心得報告
戴振洋

摘要摘要

在台灣蔬菜生產模式，以全年連續性栽培為主，容易因施肥及噴灑農藥等農

事操作不慎，致使栽培環境惡化，面臨生產困難之瓶頸及蔬菜硝酸鹽含量過高等

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而言，我國蔬菜的生產，是靠犠牲資源和環境利益所換取。

最後已面臨一邊獲得高產，一邊毀壞生態的窘境，使農業生態環境惡化日趨嚴

重。面對農業生態環境日益惡化的現實，值得我們反思和重新審視農業的發展模

式，以尋求新的農業發展途徑。

本研習為依本會99年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良場科技技畫（99
農科-4.1.1-中-D3） - 「環境保全型農業-蔬菜生產對環境友善之研究」，為借鑒

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發展經驗，學習先進農業環境保全技術，於2010年11月16
日-27日進行為期12天的赴日研習「環境保全型農業」。主要前往日本參訪福岡縣

農業總合試驗場（Fukuoka Agricultural Research Center）、佐賀縣農業研究中心

（Agri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of Saga Prefecture）及OISCA西日本研習中心等試

驗場所，了解各場所對農業環境保全研究重點及成果，研習內容包括環境保全型-
蔬菜綜合栽培管理技術（微小密合防蟲網應用、害蟲捕集防除機、養液土耕施肥

減量、畦內施肥器、病蟲害綜合防治（IMP））、降低硝酸鹽累積之蔬菜施肥技

術、日本福岡縣及佐賀縣蔬菜環境保全認證體制，以及日本蔬菜農民參與農業環

境保全認證體制情況。

近年來臺灣地區有關安全用藥及合理化肥料施肥之宣導，推廣吉園圃及CAS
有機標誌等亦積極進行，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日本臨近台灣而且其農耕制度與

我國相近，且日本為首倡「環境保全型農業」國家，從整體環境保護及生態平衡

為出點，發展「環境保全型農業」。藉由與日本相關研究人員、農業環境保全推

廣及實施農民進行了深入的交流和探討。就其觀念、理論之建立，政策之形成及

執行，技術之開發與應用，加以探討、研究、學習，以供臺灣發展永續農業之參

考。

本次研習得以順利完成，特別感謝本場洪梅珠秘書全力協助安排，加上

OISCA（國際產業精神文化促進會）臺灣分會吳建和理事和本場前輩們諸多幫忙

與協助聯繫，才能使行程安排順利且豐碩，特此表示謝忱。

前言前言

農業是國民生活的基礎，農業發達與否是國家現代化指標之一。早期自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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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起，依靠機械、農藥，化肥和工業技術精進，創造了農業增產的奇蹟，但時

間越久，同時也帶來了土壤退化、地下水污染、農藥污染、氣候異常、病蟲害嚴

重和資源破壞等一系列環境資源等方面的負面效應越顯著。農業生產環境的問題

主要是農業為高投入，高產出及高耗能的生產方式。而在台灣蔬菜生產模式，即

以全年連續性栽培為主，所以容易因施肥及噴灑農藥等農事操作不慎，致使栽培

環境惡化，面臨生產困難之瓶頸及蔬菜硝酸鹽含量過高等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而

言，我國蔬菜的生產，是靠犠牲資源和環境利益所換取。最後已面臨一邊獲得高

產，一邊毀壞生態的窘境，使農業生態環境惡化日趨嚴重。面對農業生態環境日

益惡化的現實，值得我們反思和重新審視農業的發展模式，以尋求新的農業發展

途徑，以積極開展環境保全型農業新技術的研究開發與普及推廣。

近年來臺灣地區有關安全用藥及合理化肥料施肥之宣導，推廣吉園圃及CAS
有機標誌等亦積極進行，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日本臨近台灣而且其農耕制度與

我國相近，且日本為首倡「環境保全型農業」國家，從整體環境保護及生態平衡

為出點，發展「環境保全型農業」。希藉由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先進農業概

念，就其觀念、理論之建立，政策之形成及執行，技術之開發與應用加以學習，

供台灣發展有機農業、永續農業、植物健康管理、合理化施肥、吉園圃、產銷履

歷及優良品牌等等之農業政策訂定參考之應用。

內容內容

「環境保全型農業-蔬菜生產對環境友善之研究」為依本會99年度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良場科技計畫（99農科-4.1.1-中-D3）， 將赴日研習「環境保

全型農業」執行本項計畫，在本場洪梅珠秘書全力協助安排，加上OISCA（國際

產業精神文化促進會）臺灣分會吳建和理事和本場前輩們諸多幫忙與協助聯繫，

行程安排順利且豐碩。有關研習行程，經安排訪察日本相關農業單位研究機構及

研究專家、農協、農民朋友等數個機關與人士，參與會談的日方人員多達30餘
位。本次研習得以順利完成，特別感謝上揭所有機關與人士的熱心協助並提供許

多寶貴政策、研究等資料供參考。

所參訪各試驗場所包括福岡縣農業總合試驗場、佐賀縣農業研究中心及

OISCA西日本研習中心等試驗場所，各場所投入許多相關環境保全型農業-蔬菜綜

合栽培管理技術之研究綜合敘述如下：

一、環境保全型-蔬菜綜合栽培管理技術

本次參訪試驗場所包括福岡縣農業總合試驗場（Fukuoka Agricultural Research 
Center）、佐賀縣農業研究中心（Agri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of Saga Prefecture）
及OISCA西日本研習中心等試驗場所，首先針對各場所簡介、研究重要及成果，

分別敘述如下：

福岡縣農業總合試驗場是由舊有農業試驗場（成立於1879 年，明治1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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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試驗場、種畜場及種雞場（成立於於昭和56年6月）合併而成。之後又陸續新

設豐前、筑後、八女及果樹苗木等4個分場，並於平成15年（2003年）新設置農產

物知的財產權中心，計有13個部及4個分場。試驗場之預算經費，全由福岡縣政府

編列支應，為公立機構，員工為公務人員，類似目前我國地區性試驗改良場所。

由於縣農業試驗經費主要是福岡縣民的稅金，故主要研究目標以解決縣內的

農業問題，故其研究方針依據「縣農業•農村振興基本計畫」（平成19年8月）製

定，其次是未來前瞻性、有競爭性之基礎研究。對於解決縣內的農業問題經由縣

農業試驗所及農業普及所（相當於推廣部門）兩單位共同合作。

佐賀縣農業研究中心成立於1900年4月1日，於1992年該中心才正式更名為佐

賀縣農業研究中心，該中心計有4個部，中心面積為2887.02m2。本次在福岡農業

總合試驗場堺田輝貴研究員引導介紹之下，佐賀縣農業研究中心福島末行所長親

自接待，並請有機環境農業部緒方和裕部長安排三原實進行佐賀縣農業研究中心

有關減肥減農藥及有機方面研究成果報告，稻田稔實進行佐賀縣農業研究中心有

關病蟲害綜合防治（IMP）方面研究成果報告。

福岡市早良區的OISCA西日本研習中心，OISCA名稱的意涵：Organization 機
構、Industrial 產業、Spiritual 精神、Cultural 文化及Advancement 促進。意即人類

生存不可或缺的三要素：產業、精神、文化，要同等重視，也要世界各國共同來

促進。目前OISCA西日本研習中心所長為友池恒生、副所長藤津靖夫，該中心目

前來自菲律賓、印度、蒙古國等學員14位，正在學習有關有機栽培技術；來自海

外研習生已累計1296位。除了研習有機栽培技術外，OISCA也是一個非常重視人

格養成，即所謂全人教育的組織，因此在研修中心及學校中之生活作息都相當嚴

謹。該中心用餐必須等到全員到齊後一起開動，類似軍事化的管理，並參觀該中

心在環境保全型農業之研究及教學。

所參訪各試驗場所包括福岡縣農業總合試驗場、佐賀縣農業研究中心及

OISCA西日本研習中心等試驗場所，各場所投入許多相關環境保全型農業-蔬菜綜

合栽培管理技術之研究綜合敘述如下：

1. 微小密合防蟲網應用

目前世界各國在溫室或設施應用各類型防蟲網已極為普遍，其最主要目的

為防止昆蟲進入設施內部為害所栽培的作物。因此，防蟲網基本需具備的條件：

（1）能有效防止害蟲的進入；（2）設施內通風效果阻礙性較低。許多研究顯

示，利用防蟲網確實可減少50-90﹪的農藥使用量。例如設施內部為害嚴重的病毒-
番茄黃化卷葉病毒，可利用極細的防蟲網，使得傳播此病毒的銀葉粉蝨，無法進

入或減少族群進入設施內。因此，設施內所生產之作物，受到病毒之感染問題得

以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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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防止不同昆蟲進入設施所需防蟲網之網目大小

昆蟲種類　　　　    　　             所需網目之大小

　　microns(μm)              英吋(in)
非洲斑潛蠅                                640                           0.025
煙草粉蝨                                    462                           0.018
棉蚜                                            340                           0.013
溫室粉蝨                                    288                           0.0113
銀葉粉蝨                                    239                           0.0094
西方花薊馬                                192                         <0.0075
μm與英吋之單位換算法：1μm(micro)等於0.001英吋，1英吋等於25,400um。 防蟲網的網目與昆蟲大
小，並非有絕對性相關。

日本夏季炎熱高溫環境下，設施內必須要有通風才能疏解設施內部熱累積，

但為了配合隔絕害蟲進入，通風扇與相對空氣入口都需要加裝防蟲網。所以設施

基部、牆壁接合點等部位必須緊密，以阻止蟲類進入。在此衍生了另一項問題，

為防蟲網增加風的阻力，減少了通風量。因此原來設施或溫室的各處開口處只要

加裝防蟲網，致使設施內部的溫度都會相對的熱累積增高。防蟲網網目的大小與

通風的關係為防蟲網的網目愈小，能夠限制進入的害蟲類愈多，而網目愈小，相

對地防蟲網上所剩下的開口面積愈小，空氣要通過愈小的網目，空氣的速度愈

快，因此防蟲網往往增大風扇的淨壓力，減少了空氣的通氣量，引起了溫室內溫

度增加。

日本研發新型防蟲網空隙率可達60.9％，透風率可達76.1％，設施內外溫差

0.9-1.6℃（室外溫度33.6-36.8℃），對於實施環境保全型蔬菜栽培者可降低害蟲為

害，又可避免設施內溫度過高，減少啟動降溫設備，節省能源。一般使用網目較

小的防蟲網，主要必須考量的是網室內高溫蓄積或高濕度所造成的不良影響。日

本藉由研發新型網目0.4mm的防蟲網，其試驗結果顯示在夏季6月至9月之間，網

左：日本研發新型防蟲網空隙率可達60.9％，透風率可達76.1％。

右：傳統防蟲透風率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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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平均氣溫、濕度，與露地栽種無太大差異。而台灣位於熱帶及亞熱帶之間，

夏季高溫致使設施內溫度往往高達40℃以上，因此日本所研發之設施資材-新型防

蟲網，值得我國參考引進或進一步研發改良。

2. 害蟲捕集防除機

害蟲捕集防除機的結構設計為鼓風機、出風口連接多個排氣管口所組成並裝

上兩輪及集蟲網，排氣管將風往後面集蟲網吹出和另設有短繩接觸葉片，使害蟲

飛起再經排氣管將風往後面吹出，由集蟲網將害蟲一網打盡。該作用機制害蟲捕

集防除機設置之短繩接觸蔬菜葉片時，害蟲因葉片震動而飛起，此時排氣管將強

風往後面集蟲網吹出，昆蟲飛行後受到強風吹出而困在推行之集蟲網中。

害蟲捕集防除機在茼蒿栽培試驗中有70％以上的害蟲可以被收集防除。這栽

培期間斑潛蠅為害增加，連續使用害蟲捕集防除機七天，相較於沒有使用者害蟲

密度約三分之一可以被抑制。實際應用蔬菜害蟲防治，必需結合其他物理性防治

方法，如減少設施內入侵害蟲數量為前題，才能發揮害蟲捕集防除機之功效。 
 

3. 養液土耕施肥減量

近幾年來，隨著日本設施蔬菜生產技術的發展，養液土耕施肥滴灌技術得到

廣泛應用。利用滴灌自動化管理方法為在

水源進入滴灌主管路的部位安裝施肥器，

在施肥器中將化肥溶解，將養液管路插入

施肥器的吸入管過濾嘴，肥料即可隨澆水

自動進入作物根系周圍的土壤中。由於畦

面覆蓋塑膠布，肥料幾乎不揮發、無損

失，肥料雖集中，但濃度小，因而既安全

又省工省力，效果很好。這是目前日本在

環境保全農業所推廣且具有極大發展前景

的追肥方法。

4. 畦內施肥器

畦內施肥器不同於傳統施肥的方法，傳統施肥基肥所有的肥料撒播整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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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畦內施肥為將肥料僅施於種植的畦面中，限制施肥集中的作物根區，可以減

少化肥的數量。避免施用過多基肥肥料的流失，污染地下水或環境，又更符合作

物的養分吸收特性，有效地提高化肥利用率，達成環境保全栽培之目的。

5.  病蟲害綜合防治（IMP）
透過各縣市地區的病蟲害防治所網路中心，提供迅速、準確的病蟲害發生情

況預報。針對各縣內主要病蟲害發生情況，利用電腦建立切合實際的預報系統，

並根據消費者需求的多樣化，依病蟲害發生的程度，設定適宜的防治水準，以達

到高效、合理的防治效果。此外，為確保農藥施用者的安全，防止農藥對農產品

安全的影響，要嚴格遵守農藥安全使用規則，並對廢瓶、殘液加強回收處理，以

保護周邊環境的安全。基於此，要嚴格按照"各縣訂定之主要農作物病蟲害及雜

草防治指導方針"進行指導防治工作。如為實施環境保全型（特別）栽培農產物

認證者，其化學肥料及農藥施用次數更需減半，以佐賀縣為例在草莓化學肥料及

農藥施用次數按照"各縣訂定之主要農作物病蟲害及雜草防治指導方針"容許農藥

施用47次，實施環境保全型（特別）栽培農產物認證者容許農藥施用23次以下。

因此，防治病蟲草害的手段，除了藥劑防治以外，還有如耕種防治(輪作、間作、

水旱輪換、降低傳染源、高畦、排

水、深耕、灌水、種植綠肥、冬耕

等)、物理防治(防蟲網、誘蛾燈、

利用太陽熱土壤消毒、紫外線去除

塑膜等)及生物防治(抗病品種、抗

病砧木、拮抗微生物、性引誘劑、

天敵、低毒病毒、昆蟲成長抑制劑

等)等多種技術。實施環境保全型

（特別）栽培農產物認證者需要建

立基於農藥防治與這些多樣化防治

手段，以及合理的栽培管理技術相

結合的綜合防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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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降低硝酸鹽累積之蔬菜施肥技術

1.  降低蔬菜硝酸鹽之累積

在日本，許多高緯度的地區在冬季光照強度較低，必需要控制化學肥料（主

要以氮肥）對環境或作物產生不良影響。因此，嚴格執行肥料使用規範，以控制

其施用量。目前已實施一系列法定預防性措施和農業技術措施：一般預防性措施

包括對肥料的正確運送、保存和施用等經由立法方式加以規範；其目的是減少不

合理地使用化肥，以控制其在農田環境中的累積。農業技術措施如研究有機肥在

最佳時期，按規定用量、用適合當地的方法施肥，在輪作中栽培過渡性作物，施

用長效肥料等。氮肥是最容易表現肥效的種類，能迅速明顯的增加產量，所以不

論是有機肥或是化肥，農友喜好大量使用含氮量高的肥料，此更造成農用資材業

者大力推廣之，因此氮肥仍是目前農民使用最普遍的肥料之一。蔬菜的根部吸收

氮肥後，會轉化成自由形態的硝酸離子，並經過同化及光合作用而形成胺基酸，

蔬菜吸收硝酸鹽等氮素之後在尚未經過光合作用轉化前，都是以硝酸鹽的穩定狀

態存在植物體內，而蔬菜硝酸鹽含量也會隨著生長階段而改變；種植初期生長較

緩慢，其硝酸鹽含量亦較低，隨著蔬菜植株的生長及養份的需求增加，根系快速

生長以增加吸收能力，開始伸展枝葉以增加光合作用能力，到了生長中期硝酸鹽

含量仍維持在高曲線上，直到生長減緩開始準備開花，吸收減緩而硝酸鹽含量開

始下降，但如果氮肥施用過量，此時若土壤中的氮肥含量仍高時，或蔬菜過早採

收，蔬菜的根、莖、葉都將充滿硝酸離子，會造成葉片硝酸鹽殘留過高。

由於國際上對於訂定蔬菜硝酸鹽的限量看法並不一致，仍存在許多爭議，美

國、加拿大及澳洲等國尚無制定蔬菜硝酸鹽的限量標準規範。僅有歐盟對菠菜及

萵苣2種蔬菜，於2001年公告依不同栽培季節及種植方式分別訂定限量範圍2,000-
4,500 ppm。對葉菜類蔬菜生產而言，硝酸鹽在生產過程中扮演重要之地位，而對

果菜或花菜之生產而言，因為作物之收穫物並非葉部，因此硝酸鹽之濃度對生產

之影響並不大。日本方面重視如何正確合

理的使用氮素肥料，對蔬菜硝酸鹽之濃度

並無法立法層次的規定限制範圍內，認定

未有立即食用安全上的問題。台灣到目前

為止，亦持保留態度，但仍持續投入相關

研究調查，以建立基本背景資料，以供日

後訂定相關法規之參考。

2. 土壤永續管理技術

蔬菜播種前或定植前施入土壤中的肥料稱為基肥；在蔬菜播種或定植以後

所施用的肥料稱為追肥。日本方面實施環境保全農業之農民為例，基肥以有機肥

為主，化肥為輔。基肥將有機肥的施用撒施於地表，在以耕耘機將有機肥混合翻

入土壤中。追肥施用前，先進行土壤分析，而且著重於追肥的施用，追肥以速效

性化肥為主，需根據蔬菜不同的生長發育階段，分多次施用。故追肥以少施、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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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為原則。追肥的次數可根據土壤分析硝酸態氮含量來決定，如硝酸態氮含量

過高，不僅蔬菜吸收不了過量的硝酸態氮，還會產生浪費，造成土壤鹽分濃度過

高，妨礙蔬菜根系生長。

3. 保護地下水之水質

如農田施肥過量，其中以氮肥利用率較低約在30％左右，其餘大部分的氮肥

都流失，尤以硝酸態氮肥更明顯，而氮肥的流失常容易導致地下水或河川水中硝

酸鹽含量過高。有資料表明，世界各國近20年來，地下水中硝酸鹽濃度增高的速

度約為1～3毫克/升（年），而日本規定飲用水其標準為硝酸鹽10毫克/升 以下，

主要日本農村仍以飲用地下水居多。所以日本國內嚴格規定進行水耕栽培養液更

換時，即為將舊養液排放，以避免更換新的養液之交替導致地下水或河川水中硝

酸鹽含量過高的問題。理論上，植物利用養液提供生長，養液因植物吸收而需進

行不定期更換，否則植物易因該養液發生部分離子之堆積或偏酸及偏鹼而導致植

株發生營養缺失，或呈枯萎狀，再者老舊之養液易因植物根部之呼吸代謝作用而

發生溶氧量不足，如此又會造成植物生長緩慢之弊端。理想的水耕系統應更換養

液或不定時調整養液，一般而言如為非循環式水耕，其養液流經到栽培床後，除

了植物吸收部分外，大部分之養液均棄置於土壤或河川中。此種方式植物未吸收

之多餘養液直接排入對土壤、水體（灌溉水或飲用水）、或食物（主指蔬菜）容

易大幅度遭受硝酸鹽污染，並也已經逐漸危害人體健康與威脅整體環境。日本方

面極為注重並加強宣導農業排水的水質標準，在「環境保全型農業認證制度」 已
有明定農業排水之標準，過去要達成此標準其成本太高，且需引進廢水處理設

備。目前已研發利用植物淨化的方法，去除養液中的氮及磷肥，並配合微生物應

用，開發新技術使水耕養液廢水淨化成本降低。 
三、日本福岡縣及佐賀縣蔬菜環境保全認證體制

日本的縣、市町村、生活協同組合、經濟聯合會及大型超市等幾乎都有自

己的蔬菜環境保全認證體制標準，大部分蔬菜產品都被定位為特別栽培農產（環

境保全型農產品）。所以，與立法通過的有機標準和認證方法不儘相同。以福岡

縣及佐賀縣蔬菜環境保全認證體制為例，福岡縣環境保全認證為該縣政府授權由

福岡縣農業振興推進機構依據該縣制定之「福岡縣環境保全型農業推進計畫」內

相關準則，對農家進行驗證工作；佐賀縣蔬菜環境保全認證則為縣政府本身進行

驗證工作。根據福岡縣農業振興推進機構井上逸夫局長表示該機構成立之目的，

即為積極推廣福岡地區環境保全型農業、建立環境保全型農業認證流程、福岡縣

認證農產物查詢體系及販售現況等介紹及輔導。該機構過去輔導的成果如後表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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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近年農產品認證審查情形                                                                        單位：件

回數 日期 審查數 認證數

水稻 小麥 大豆 蔬菜 果樹 茶 合計

1 2002年3月10日 9 1 4 3 1 9
2 2002年4月24日 24 16 1 1 2 4 24
3 2003年6月4日 2 2 2
4 2003年8月21日 14 10 4 14
5 2004年2月24日 88 27 51 8 2 88
6 2004年4月6日 31 22 6 3 31
7 2004年8月24日 34 28 6 34
8 2005年8月19日 58 36 17 3 1 57
9 2005年8月19日 42 35 7 42

10 2006年2月28日 205 106 2 75 18 4 205
11 2006年8月31日 92 2 1 76 13 92
12 2007年3月23日 240 117 104 10 7 240
13 2007年8月27日 73 44 29 73
14 2008年3月4日 116 62 47 4 1 114
15 2008年9月1日 62 43 19 62
16 2009年3月12日 202 124 3 46 25 4 202
17 2009年9月11日 64 1 42 20 11 64
18 2010年3月2日 230 138 1 72 14 5 230
19 2010年9月14日 50 0 1 0 28 21 0 50

合計 1,636 653 3 9 702 190 26 1,633
有效認證數 318 2 4 272 100 11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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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蔬菜農民參與農業環境保全認證體制情況

在福岡農業總合試驗場等單位安排下，本次參訪有JA粕屋軟化蔬菜部會（有

限會社オープンドア）、JA嘉穗番茄共販部會（JAふくおか嘉穗）、JAみい小松

菜部會、種植百合農民坂本正滿、種植蜜橙的新宮正明及山口秀行、BONREPAS
超市及當地直販所等地區農民及販售業者。

JA粕屋軟化蔬菜部會（有限會社オープンドア），井上正治會長介紹該會自

昭和58年（1983年）成立，目前有13位農民，面積為29公頃，結合整體力量主要

針對計畫生產、減肥減藥認證栽培、降低土壤鹽基問題討論解決。同時參觀井上

正治會長所栽培之設施蔬菜包括京水菜及小松菜等蔬菜。

在飯塚普及指導中心輔導下成立JA嘉穗番茄共販部會（JAふくおか嘉穗），

井口良孝會長介紹該會概況，自平成18年取得減肥料量及減農藥之認證，目前有

6位農民，面積為1.8公頃，年產量達230噸（平成21年統計）結合整體力量主要針

對計畫生產、減肥減藥認證栽培、降低土壤鹽基問題討論解決。同時參觀該會川

上正俊所栽培之設施番茄。

在久留米普及指導中心請野菜花卉課野菜第一組岩屋廣子帶領前往當地產地

直銷站與該站宮原諒點站長會談以了解該站迎運情況，主要以當地農民採收後當

天上架方式，價格亦由農民自己定價方式，一般農民會參考拍賣市場價格及臨近

零售價格訂定，減少中間剝削及提供新鮮安全蔬菜。之後在普及指導中心輔導下

成立JAみい小松菜部會，並由初田秀幸會長介紹該會自2006年成立，目前有15位
農民，面積為17.8公頃，2009年產量達1,800噸，販賣金額600百萬日元。同時參觀

初田秀幸會長所栽培之設施蔬菜包括菠菜及小松菜等蔬菜。在飯塚普及指導前往

當地BONREPAS超市了解環境保全認證蔬菜銷售情形。

日本當地農民對環境保全認證制度，認同感極高，農民不論是否有加入環境

保全認證體制，基本上農民在農業操作都具有農業生態永續經營理念，所以各地

區超市或直販所都有標示特殊栽培（環境保全認證）之農產品，認證費用如以福

岡縣為例，農民只需負擔3000日元的登錄費，實際該地區實行環境保全農民所遭

遇的問題相較於有機栽培者，在農業操作更符合農民栽培習慣，所以農民樂於施

行環境保全制度，又能維護農業生態永續經營。

表三、不同認證作物栽培現況                                                    單位：件、％、a、戶

項目 米 小麥 大豆
蔬    菜

果樹 茶 合計
果菜類 葉菜類 根菜類 小計

認證件數 318 2 4 116 109 47 272 100 11 707
佔有率 45.0 0.3 0.6 16.4 15.4 6.6 38 14.1 1.6 100
面積 211,032 345 843 1,894 8,358 2,600 12,851 5,578 848 231,495
生產者數 2,344 2 4 135 169 68 372 155 11 2,888
平均面積 90.0 172.3 210.7 14.0 49.5 38.2 34.5 36.0 77.1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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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認證農產品銷售方式                                                                    單位：件、％

項目 JA共販 果菜市場 流動業者 直賣所 直接販賣

回答數 137 118 251 367 261
佔有率 19.4 16.7 35.5 51.9 36.9

※調查件數707件（複數回答）

結語結語

近年來臺灣地區有關安全用藥及合理化肥料施肥之宣導，推廣吉園圃及CAS
有機標誌等亦積極進行，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日本臨近台灣而且其農耕制度與

我國相近，且日本為首倡「環境保全型農業」國家，從整體環境保護及生態平衡

為出點，發展「環境保全型農業」。藉由與日本相關研究人員、農業環境保全推

廣及實施農民進行了深入的交流和探討。就其觀念、理論之建立，政策之形成及

執行，技術之開發與應用，加以探討、研究、學習，以供臺灣發展永續農業之參

考。

致謝致謝

本次研習得以順利完成，特別感謝本場洪梅珠秘書全力協助安排，加上

OISCA（國際產業精神文化促進會）臺灣分會吳建和理事和本場前輩們諸多幫忙

與協助聯繫，才能使行程安排順利且豐碩，特此表示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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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肥料檢驗法之介紹微生物肥料檢驗法之介紹
郭雅紋

摘要摘要

為解決微生物肥料成為「合法」之商業產品，農委會積極修訂肥料管理法，

於「肥料種類品目及規格」定義微生物肥料並納入6個微生物肥料品目，以利肥料

公司生產合法之商品。修訂之「肥料種類品目及規格」針對微生物肥料之有效菌

數或孢子數、功能性、有害成分(重金屬含量)、固態產品之水分含量和雜菌率設有

限制。

微生物肥料檢驗法之訂定立基於肥料管理法對微生物肥料之定義。檢驗法於

99年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審訂公告，針對微生物肥料之菌數(孢子數)、功能和安

全性進行確認，包含CNS15301-1豆科根瘤菌之測定、CNS15301-2游離固氮菌之測

定、CNS15301-3溶磷菌之測定、CNS15301-4溶鉀菌之測定、CNS15301-5叢枝菌

根菌之測定、CNS15301-6複合微生物肥料之測定、CNS15301-7雜菌率之測定和

CNS15301-8微生物菌種鑑定：核醣體DNA序列分析。

肥料管理法之修訂和微生物肥料檢驗法之公告實施將有利控管微生物肥料品

質，更可協助微生物肥料產業發展，為發展微生物肥料之重要方向。

內容內容

過去，微生物肥料只是地下商品，非屬國家肥料種類。國內微生物肥料產品

多元，據網站上調查約有四十家公司進行微生物肥料產品研發，宥無「法規」可

登記微生物肥料商品，不利控管肥料品質。目前市售產品品質良莠不齊、價格懸

殊，甚至有非微生物肥料冒名的偽品，加上過分誇大功效之行銷手段，造成市場

混亂。

鑑於市場紊亂，中央主管機關積極修訂肥料管理法，於99年公告新版「肥料

種類品目及規格」定義微生物肥料，並將微生物肥料納入肥料種類。目前國內肥

料種類分為氮肥類、磷肥類、鉀肥類、次微量要素肥料類、有機質肥料類、複合

肥料類、植物生長輔助劑類、微生物肥料類及其他肥料類，共九類。申請微生物

肥料登記證應檢具「生物毒性及環境生態試驗報告」，惟微生物經鑑定對環境生

態安全無虞之微生物肥料菌種，並經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為已被鑑定為安全之

微生物肥料菌種者，免附。

微生物肥料係指其成分含具有活性微生物或休眠孢子，如細菌(含放線菌

類)、真菌、藻類及其代謝產物之特定製劑，應用於作物生產具有提供植物養分

或促進養分利用等功效之微生物物品。常見之微生物肥料菌種如固定氮素的微生

微生物肥料檢驗法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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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溶磷菌、溶鉀菌、菌根真菌……等。植物無法直接利用大氣中的氮氣，惟透

過閃電雷雨或固氮菌將氮氣轉化成植物可吸收之型態。迄今已確認有固氮作用的

微生物，包括細菌、放線菌和藍綠藻類，都屬原核生物。按固氮微生物與其他生

物之間的關係，可分3種類型：共生、非共生或協同作用。共生固氮可與植物形成

瘤狀物，如根瘤菌。非共生固氮之固氮微生物不與其他生物發生特異關係，而能

獨立地生長繁殖，並將大氣中的氮分子還原為氨分子。溶磷菌泛指能溶解土壤中

不溶性磷的微生物總稱，目前只針對無機磷之溶解進行規範，常見之溶磷菌包括

細菌及真菌，不同溶磷菌之溶磷能力和溶磷標的差異甚大。一般，溶磷作用為利

用微生物代謝生成之有機酸或無機酸，以溶解環境中不溶性磷酸鈣、磷酸鐵或磷

酸鋁，或分泌酵素加速有機磷之礦質化，提高環境有效性磷含量。溶鉀菌係指可

分解含鉀礦物作為生長所需之微生物，其菌落外觀隆起、呈現光澤感，利用微生

物代謝生成之有機酸和其莢膜多醣體(包含多醣及多胜肽之非離子性構造)為溶鉀機

制。菌根菌是一種與植物共生的真菌，培養不易，依型態和構造可分為外生性、

內生性和內外生性菌根菌。這類真菌和植物共生後，可增加植物根部吸收面積，

促進作物生長，增加對水分、礦物營養之吸收能力。

微生物肥料應用於農作生產未具增產或效果不明顯的情況經常可以遇到。

微生物肥料之作用主要仰賴有益微生物處於旺盛繁殖和新陳代謝下，產生物質轉

化而展現其效益。微生物肥料不僅在產製階段受到多種因素影響，而且受田間施

用條件左右，施用的對象、土壤及氣候環境更影響其展現效果。其肥效不佳的原

因有二，一是買到品質不良的產品，如雜菌數太多、有效菌數不夠等。其次，為

施用環境之不適當。新版「肥料種類品目及規格」之公告可協助微生物肥料產業

正規合法化。而標準檢驗方法之建立可直接對微生物肥料菌數(孢子數)、功能和

安全性進行確認，提供農民使用微生物肥料之保障。繼修訂肥料管理法後，成立

微生物肥料檢驗技術平台及建立檢測單位，才能有效管理微生物肥料之申請及市

場產品查驗工作。目前，國立中興大學土壤調查試驗中心成立「微生物肥料檢測

室」，以便協助微生物肥料之檢驗及抽驗測定工作。

微生物肥料檢驗法於 9 9年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審訂公告實施，包含

CNS15301-1豆科根瘤菌之測定、CNS15301-2游離固氮菌之測定、CNS15301-3
溶磷菌之測定、CNS15301-4溶鉀菌之測定、CNS15301-5叢枝菌根菌之測定、

CNS15301-6複合微生物肥料之測定、CNS15301-7雜菌率之測定和CNS15301-8微
生物菌種鑑定：核醣體DNA序列分析。茲將檢驗法依菌數(孢子數)、功能和安全

性項目簡述如下：

一、有效菌數(孢子數)測定：

豆科根瘤菌、游離固氮菌、溶磷菌、溶鉀菌和複合微生物肥料之菌數確認

方式，視菌種生長速度，採平板測數法(plate counting technique)或最確數法(Most 
probable number method, MPN)。最確數法乃觀測三連續稀釋度，將試驗結果記

錄，再按稀釋倍率為2倍、5倍或10倍之五重複最確數表求得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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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枝菌根菌孢子數測定採鏡檢計數經濕篩傾注法與糖液梯度離心法分離之孢

子。藉物質密度不一特性，40%蔗糖液可將孢子和雜質分層，離心後達純化分離

目的。

二、功能性測定：

微生物肥料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土壤地力及作物生長，除固氮菌可直接提供植

物養分外，其餘之微生物肥料品目皆以促進養分利用能力被納入，故功能確認方

法以培養基中存在有效養分含量為微生物肥料具功效之指標。

固氮活性以乙炔還原法測定，由於固氮酵素可將乙炔還原成乙烯，故乙烯生

成量即代表固氮酵素之活性。先行培養游離固氮菌或將植物根部置入三角錐瓶，

封瓶後注入1/3體積乙炔，反應後，抽取頂空氣體注入氣相層析儀進行分析乙烯

量，即可得固氮酵素活性。

溶磷菌活性以鉬黃法測定單位時間內將難溶性磷分解成水溶性磷之量。酸性

溶液中，磷酸離子與釩鉬酸離子鍵結成黃色複合物，此黃色複合物呈色深淺和溶

液中磷濃度高低成正比，可用分光光度計比色測定(波長400、420或470nm)。
利用火焰光度計、原子吸收光譜儀或感應偶合電漿光譜儀測得水溶性鉀含量

代表溶鉀活性。惟溶鉀微生物若疑似膠凍樣芽孢桿菌(Bacillus mucilaginosus)或環

狀芽孢桿菌(Bacillus cirulans)之菌落，需進行格蘭氏染色、莢膜染色、內生孢子染

色及一般染色。內生孢子含有堅固的角蛋白外鞘，可抵抗一般的染劑，利用熱處

理強迫使孔雀綠染劑進入內生孢子後染色，但由於孔雀綠不易附著於已被熱破壞

的細胞而被脫色，續利用複染劑可染色一般細胞，故呈現綠色者可判定為內生孢

子。莢膜染色法之原理為莢膜不易被酸性或鹼性染劑染色，可利用酸性染劑染色

樣品背景，再以鹼性染劑染色細胞本身，即可觀察出未被染色的莢膜區域。

叢枝菌根菌無法在實驗室中被培養，需先與玉米共生栽培，以染色法觀測其

根系是否形成菌根，再依最確數法計算叢枝菌根菌繁殖體數(包括菌絲、菌根的根

段、土生囊泡及孢子)確認其功能。

三、安全性測定：

微生物肥料品目及規格限制該品不得含動、植物致病性病原菌和大腸桿菌

群，雜菌率之測定和微生物菌種鑑定是為人、動植物及環境生態安全把關，避免

施用後造成衝擊。

雜菌係指不屬於微生物肥料菌種之其他微生物，測定方法按微生物肥料種類

擇培養基培養，依菌落特徵判定雜菌數。微生物菌種鑑定工作更為確認市售產品

是否符合肥料登記證登載，以序列相似度作為鑑定之判讀依據。

結語結語

肥料管理法之修訂和微生物肥料檢驗法之公告實施重新定位微生物肥料，有

利控管微生物肥料品質，確保農民購買之商品有效性，更有助微生物肥料產業正

微生物肥料檢驗法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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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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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營管理顧問課程培訓心得報告農業經營管理顧問課程培訓心得報告
王妃蟬

摘要摘要

台灣農業在許多專業人員的努力研究下，使台灣農業生產技術優良，農產品

生產質與量上均不斷提升。然現今社會經濟結構改變，農業面臨從業人口減少及

老化之情形，又加上國際化之貿易往來，台灣農業面臨更多競爭與挑戰，因此除

了繼續研發農業之核心技術外，還需強化農業發展與國際競爭力，因此農業之企

業化管理與經營便更顯重要。而農業之產業型態特殊，其生產管理及行銷與工商

業相較下仍有極大差異，因此，農委會在陳主委長年推動下，持續培育農業領域

之經營管理顧問專家，將企業化經營管理之理念導入農業經營，並以農業企業化

經營管理之理念，進行專案診斷輔導工作，帶動農業經營效率，並加強行銷、研

發等能力，期使台灣農業或農產品價值提升，更具競爭力。

前言前言

農委會在「健康、效率、永續經營」的全民農業施政方針下，其中對農民

之涵蓋面為期許能追求利潤、有效率的現代化經營，並保障其福利。然在傳統的

農業經營下，農友本著優良的種植技術及認真辛勤的耕耘下，使台灣農產品種類

繁多，產量也常相當高，唯卻非能真正以有效率之經營方式，甚至帶來利潤。故

「農業經營管理顧問專家」培訓目的，便是在培育兼備農業專業與工商經營管理

知能之顧問專家，讓經營管理理念與改善手法實際落實於農業應用上。透過農業

經營管理顧問專家之輔導，強化產銷班或農民團體之組織運作，進而提升農業經

營效益，促進農業永續發展。

內容內容

一、農業經營管理顧問課程培訓過程

農業經營管理顧問課程培訓過程及內容如圖一，學員由農委會各機關推薦，

經徵選後參加培訓，經過310小時訓練課程，並分組進行實習責任點之產銷班診

斷與實地輔導工作，最後，輔導之報告內容及成果經審核通過後授予顧問專家結

業證書。於此培訓之訓練課程中，包含基礎管理及進階管理能力課程，如產業分

析、生產管理、行銷企劃、組織管理、團隊運作、策略規劃等內容，課程內容如

表一。此外，於本次訓練課程中亦安排參訪行程，如第二果菜市場，瞭解農產品

實際拍賣作業流程，另外，參訪永信藥品及捷盟物流等公司，學習企業化之生產

農業經營管理顧問課程培訓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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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理流程，並藉此經驗期能應用於農業生產管理上。

圖一、農業經營管理顧問課程培訓過程及內容

表一、農業經營管理顧問研修課程表

模組 職能 預定課程名稱

基礎職能
模組

基礎管理能力 農業與管理、生產管理、行銷管理、農產品生產成本

產業分析能力 台灣農業趨勢分析、國際農業市場分析

企劃執行能力 工作計畫與時間管理、問題分析與解決

人際溝通能力 EQ管理、人際關係技巧、成功簡報表達與製作培訓、教案製作
培訓

進階職能

進
階
管
理
能
力

生產管理群組
品質管理、現場與環境管理(5S)、精實生產-提高生產良率、現
場降低成本、物料採購管理、改善手法-QC、新QC、IE改善手
法與應用、品質系統模式-ISO系列介紹、食品安全

行銷管理群組
銷售資訊收集分析與應用、農產品行銷通路、消費者行為分析、
物流觀念與佈置規劃、品牌與識別體系、整合行銷總論、媒體應
用、故事行銷、綠色行銷、成功行銷學、行銷計畫書撰寫

組織與人力
資源管理群組

組織文化、組織溝通、有效人力資源管理之應用－訓練與績效

產品與市場發
展群組

創意農產品發想與實作、農產品開發與風險評估、投資決策與效
益評估、新事業發展流程與營運計畫書撰寫

財務管理群組
財務報表掌握會計訣竅、非財會背景主管決策與財務分析、企業
經營戰略模擬(MG)

創意思考能力
心態突破、行為精進、創意啓發、成功的關鍵因素－創新、驅動
創意經濟的商機再造、創意心靈與經濟美學、創意生活產業趨勢

團隊運作能力 團隊建立與領導、團隊運作、組織學習

診斷輔導能力
顧問師倫理、產銷班評鑑、診斷輔導程序、技巧及診斷報告書撰
寫、診斷與輔導實務-農會、產銷班診斷輔導實務

策略規劃能力
農業產業價值鏈定位、策略規劃、目標管理、專案管理、風險管
理與危機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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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業經營實習點診斷輔導

除310小時經營管理相關課程外，培訓過程中學員依工作轄區4至5人一組，分

組進行實習點的農業經營診斷輔導訓練。經各組選定輔導之實習點後，開始進行

產銷班經營之診斷，每組並由一位資深經營管理顧問隨行輔導。產銷班的經營管

理主要可由「生產與品質管理」、「行銷管理」、「組織與人力管理」、「研發

管理」及「財務管理」等管理面來進行診斷與輔導，依據產銷班之生產、管理及

經營現況，診斷問題點，並依可改善的部份提出短程、中程及長程之輔導時程，

提出各項改善策略及實施計劃，並依此目標進行輔導工作。於受訓期末，各組需

提交產銷班輔導成果報告，經審核通過後，授予農業經營管理顧問師證書。

三、農業與工商業組織經營管理差異

經由訓練、參訪與實際產銷班輔導過程之經驗與心得，謹就農業與工商業於

經營管理面之差異進行比較分析（如圖二）。一般於工商業的公司組織架構中，

係為一垂直關係，即由上至下之管理階層，決策者能主導及決定公司的經營管理

改善策略。而農業團體組織中，如產銷班之組織架構，各班員間係屬平行關係，

雖有組織架構之存在，但遴選出之班長等幹部較無充分的決策能力，因此，於輔

導過程中，許多經營管理改善策略之方向及執行面，意見容易產生分歧且難以統

合與全面落實執行。而在投資條件中亦有此差異，一般於工商業組織，其改善策

略計畫所需相關投資係由決策者及公司負擔，而農業中，產銷班內若面臨需經費

投資之改善策略計畫時，各班員則需共同負擔，故此，若於經營管理之改善需大

量投資時，未必能獲得一致共識。另外，工商業之生產環境條件較易控管且穩

定，故容易達成標準化之生產與管理，然農產品之生產過程受各項環境條件及氣

候等因子影響較大，因此難如工商業建立全面標準化之生產及管理流程且一致適

用。因農業與工商業間具有上述差異，故將如何將企業化之經營管理手法導入農

業將是輔導產銷班等農業組織時的一大課題。

圖二、農業與工商業組織經營管理差異分析

農業經營管理顧問課程培訓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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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銷班經營管理輔導架構

就此次產銷班經營管理診斷及輔導過程之經驗，簡述於產銷班經營管理輔導

時之執行步驟與架構如下：

◎ 先瞭解農民的需求→產銷班自己想要改變的問題。

◎ 實際診斷分析產銷班於生產、行銷、組織管理、研發、及財務等方面之問題→

提出產銷班尚未發現卻需要改變的問題。

◎ 進一步瞭解產品特性、組織特色、市場區別等差異性→整合後提供產銷班客製

化的改善策略。

◎ 對產銷班提出改善的建議→選擇產銷班實際可執行之策略，並分短、中、長程

計畫依序執行。

◎ 最終仍需提高產銷班自我改善之意願→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

結語結語

於此次培訓及產銷班診斷輔導的過程中，學習以不同角度思考農業發展方

向，並透過輔導過程，實際瞭解農業組織運作情形，針對不同農作物與組織特

性，提供輔導策略。而對於農業企業化經營管理之發展，應有賴於農業政策之配

合，並健全及活化農民組織，透過產銷班的經營輔導，提升農業企業經營管理之

理念，在行政單位、輔導單位、農會及產銷班等眾多人力的投入下，方能健全農

業經營管理系統，並期許能將企業化經營管理之手法與理念真正落實於農業經營

發展，提升台灣農業競爭力，帶給農民更大之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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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2010年亞太種子協會年會心得報告參加2010年亞太種子協會年會心得報告
陳葦玲

2010年亞太種子年會於2010年11月9~13日於台灣高雄舉行，本次年會主題為

因應氣候變遷及確保種苗產業之發展，會議內容分為 APSA 決策會議、專業領域

會議、國際種苗展、貿易洽談、品種示範圃展示及會後產業參訪活動等。透過本

次大會的參與，可了解國際蔬菜種苗現況及檢視本身競爭力，此外亦可創造種苗

產業之國際商機並提升台灣農業外交實力。 

前言前言

亞太種子協會(Asia and Pacific Seed Association, APSA)成立於1994年，為聯合

國糧農組織(FAO)之衍生機構，為全球種苗貿易最重要的民間組織之一。其成立

主旨為提升亞太地區優質種子生產與市場行銷能力。目前會員國共48國，共有451
會員，包含國家種子協會，政府機構，公營或私人種子公司及個人會員。台灣在

1994年即加入該組織，目前在該組織之會員包括政府機構~農業試驗所、種苗繁殖

改良場及台南區農業改良場；非政府組織~中華種苗協會、台灣種苗改進協會及私

人種苗業者~農友種苗、生生種子、慶農種苗、欣樺種苗等19個種苗業者。

台灣種苗改進協會於2007年會中成功取得2010年APSA年會舉辦權，並由農友

種苗陳文郁先生擔任籌備委員會之執行長，經過2年的規劃籌備，2010 APSA年會

於2010年11月9~13日於高雄金典酒店舉行， 計有42 個國家，超過 1,000 人與會，

透過年會之技術與商業交流機會，共同因應全球糧食危機，並開創國際種苗產業

發展。

內容內容

一、APSA 決策會議

其包括理事會議、諮詢委員會議以及會員大會。本年度會員大會又逢3年一度

的理事改選活動，農業試驗所陳駿季所長成功獲選連任，未來將可繼續代表我國

參與協會之重要決策，為我國種苗產業爭取最佳利益。

二、專業領域會議

為因應氣候變遷所造成之糧食安全危機，並確保種苗產業之發展，本次年

會特別舉辦「高品質種子的生產與管理」研討會，包括氣候變遷對種苗產業的衝

擊、公私部門如何合作推動產業發展、生物多樣的取得與分享、優良種苗規範、

分子標誌在番茄抗病育種上之利用及台灣種苗產業現況等議題。此外，年會另舉

辦特殊領域小組會議，針對蔬菜、雜交稻米、熱帶牧草與觀賞植物種子、雜糧作

參加2010年亞太種子協會年會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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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作物領域之產業發展進行研商。在蔬菜部份計有台灣目前蔬菜育種現況及全

球氣候變遷對台灣種苗產業發展之影響、亞洲蔬菜研究中心研發成果-番椒抗炭疽

病育種、亞洲蔬菜中心核心基金與未來共同合作、Reverse breeding及蔬菜GMO產

品等講題。

三、國際種苗展

年會中國際種苗展可提供全球重要種苗廠商進行商情與商機交流機會，計有

12國53家公司參加展示，參展內容包含蔬菜、花卉種苗及農機具。農委會亦特別

設計台灣舘展示所屬研究單位優質種苗研發成果，吸引國際買家關注。

四、貿易洽談

年會中設置貿易洽談區，提供業者進行商業洽談活動，計有 23國111家廠商

參加，以印度與日本家數最多，其次為中國大陸、我國與澳洲。我國種苗業者占

主辦國之便，邀請買主赴種苗生產地點參觀，使國外買家對我國廠商的優良種苗

有更深入認識，有助提升其購買意願。農委會國際處推估本次年會預期可為國內

種苗業者創造15億新台幣的商機。

五、品種展示及會後參訪

為呈現我優良種苗發展科技以及品種多樣性，本次大會於高雄國際花卉公司

與座落在台中縣新社鄉之本會種苗改良繁殖場建置示範園，整合國內13家種苗業

者，展示葫蘆科、茄科、十字花科等408個蔬菜品種以及日日春等21個花卉品種。

另安排會後參訪亞洲蔬菜研究中心以及本會農業試驗所，讓與會友人實際瞭解國

際組織之運作情形及我國農業研究機構在種苗技術、新品種研發以及田間試種與

推廣情形。

結語結語

國內植物種苗之需求量不斷成長，推估目前年產值已達150億元(園藝種苗產

值約佔68%，農藝及其他特用作物佔32%)。其中，台灣種苗外銷以蔬菜種子為主

要強項，2009約有37億元之出口值，花卉類種苗外銷主要以蝴蝶蘭等蘭花組培苗

及溫室種苗為大宗，每年出口值高達20億元以上，而特用作物種苗現階段以供應

國內茶園所需的茶苗為主，每年健康茶種苗需求量高達 2千萬株，製茶成品每年

外銷出口量高達8000公噸。由此可見種苗的培育不僅供應國內所需，外銷國際的

商機更是龐大，因此，種苗生產不論在量的增加或質的提升，都是保有台灣農業

競爭力的關鍵。

農委會於2008年已將植物種苗列為10大研究團隊，加強我國植物種苗品種

育成，優質種苗量產技術研發，健全植物品種保護、品質驗證制度與外銷出口機

制。並以建構「亞太種苗中心」為目標，提升我國植物種苗產業之亞太競爭力為

基礎，並聯合亞太地區種子種苗公司或供應商之網路連結，進而建構亞太植物種

苗網路資訊交易服務中心。透過本次大會的舉辦與參與，可了解國際蔬菜種苗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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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及檢視本身競爭力。此外亦可創造種苗產業國際商機 、提振農業外交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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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F水稻F2族群米粒礦物元素含量的遺傳變異族群米粒礦物元素含量的遺傳變異
楊嘉凌

摘要摘要

本試驗以雜交F2族群材料，探討米粒鐵（Fe）、鋅（Zn）、銅（Cu）、錳

（Mn）、鈣（Ca）、磷（P）、鎂（Mg）及鉀（K）等元素含量的遺傳變異，以

及元素含量與米粒特性之間的關係，作為育種選拔目標礦物元素含量的參考。米

粒礦物元素含量於F2族群分布呈連續分布，亦具有超親分離的個體，顯示雜交後

代之元素含量遺傳變異，應可提供選拔具有豐富礦物元素含量後代的潛能。雜交

F2族群以Fe元素含量的外表型變異最大，表示Fe含量具有較廣的變異潛能。估算

親本、F1及F2礦物元素含量的廣義遺傳率，顯示Fe、Zn、Mn、Ca及P等5個元素含

量性狀的遺傳率較高。除Cu含量外，其它7個元素含量性狀多有相互增量的趨勢。

礦物元素含量與穀粒性狀之間的關係，8個元素含量與相當米粒長、寬及厚度等性

狀之間少有顯著的相關性，暗示元素含量對米粒型態之增減並無一定趨勢。至於

一些元素（Cu、Mn、Mg、K、P）含量與百粒重之間呈現負相關，顯示較高的元

素含量大致上有減輕粒重的影響。

前言前言

稻米是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主要糧食，然而大多數僅以稻米為主食的開發中

國家，常常發生礦物元素缺乏的營養失調（Welch and Graham, 2004）或是隱藏性

飢餓（Fitzgerald et al., 2009）等問題。某些礦物質譬如Fe、Zn、Ca、Mg、Mn、
P、K及Cu等元素，對人體的生理生化反應具有重要功能，甚至影響嬰幼兒及孩童

的存活能力。例如：Fe是血紅蛋白及肌紅蛋白的重要成分，Zn強化人體中許多酵

素的活性且密切與兒童智力發育及成人生殖功能有關，Mn與Mg是人體許多酵素

的活性基質及輔助因子，P與Ca則與骨骼及腦部發育有關（Hallberg, 1981；Prasad, 
1996）。因此礦物元素缺乏極易造成非常大的社會成本，包括增加罹病及死亡

率、降低勞動生產力等等，甚至降低人類幸福以及國家經濟發展。礦物元素之中

以Fe、Zn、Ca、Mg及Mn等元素較普遍缺乏並影響多達40-50億的人口，其中又以

缺乏Fe及Zn的影響層面最廣（Zeng et al., 2005）。

米粒礦物元素多分布於糙米，以P含量最多。國際稻米研究所（IRRI）調

查水稻種原之間礦物元素含量的遺傳變異，發現Fe及Zn含量在基因型間具顯著

差異，暗示增加稻米微量元素含量具有遺傳潛力（Gregorio, 2002）。Zhang et 
al.（2004）分析水稻種原糙米中的P、K、Mg、Ca、Fe、Zn、Cu及Mn等元素含

量，指出高產抗病品種具有較高的K、Mg、Ca及Mn含量，而P、Fe、Zn及Cu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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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較低。礦物元素含量的遺傳效果一般符合加性-顯性模式，包括Fe、Zn及Mn等
含量主要由累加效應控制，具較高遺傳率。因此在雜交分離早期世代，可預期選

出具有不同礦物元素含量較高且其它農藝特性良好的單株個體。

米粒礦物元素含量之間一般存在複雜關係，Jiang et al.（2007）分析發現

Fe、Mn及Mg含量與其他元素之間有關，Ca與K及Mg含量之間呈負相關。Zeng et 
al.（2005）調查指出P、Mg與K含量相互之間有顯著相關，P含量與粒寬之間呈負

相關，Ca及Mg含量與粒長之間有正相關。Zhang et al.（2005）發現秈稻黑米雜交

族群之Fe及Mn含量與粒長間呈正相關，P含量與粒重間有正相關。因此，為明瞭

有關臺灣稻米礦物元素含量之遺傳特性，本試驗以Aromatic Lemont/TCS10之雜交

F2族群為材料，探討米粒Fe、Zn、Cu、Mn、Ca、P、Mg及K等元素含量性狀的遺

傳變異，以及這些礦物元素含量與米粒特性之間的關係，作為育種選拔目標礦物

元素含量的參考。

內容內容
一、F2族群各元素含量性狀之頻度分布

本試驗之雜交F2族群各元素含量性狀的頻度分布均呈連續分布，一般具有超

越兩親的分離個體，元素含量性狀分布的型態不盡一致。Fe含量分布於呈現負歪

態的左偏斜且常態峰偏右，族群平均值皆偏近於高親值；Zn含量分布於8個性狀中

皆呈現常態分布，其族群平均值皆大於高親值；Cu含量的頻度分布為常態峰偏右

與負歪態的左偏斜，族群平均值超越高親值；Mn含量分布為常態峰偏右及負歪態

的左偏斜，族群平均值介於兩親之間，偏近平均值較小的親本；Ca含量分布呈現

負歪態的左偏斜，族群平均值偏近高親值；P與Mg含量分布皆呈常態分布，族群

平均值均偏近高親；K含量分布呈現常態分布，族群平均值介於兩親之間。

二、親本、F1及F2世代平均值

親本、F1及F2族群各世代元素含量性狀之平均值及各該平均值之標準機差的

結果（表一），可知以Zn含量於F1與F2世代平均值的表現皆高於兩親，Fe、Mn、
Ca、P、Mg及K含量的平均值表現皆介於兩親之間，Cu含量表現無一定趨勢。由

F1與F2世代平均值結果，顯示控制Zn含量性狀的遺傳成分可能存在超顯性。

各性狀的雜種優勢、純雜種優勢、自交衰退量及F1顯性程度等4種遺傳介量估

算結果（表二），Fe、Zn及Cu含量的雜種優勢率均表現顯著正值，表示此3個性

狀的F1世代平均值高於中親值。純雜種優勢率僅Zn含量皆表現顯著正值，表示Zn
含量的F1世代平均值大於高親值，而Cu、Mn及Ca含量的平均值皆顯著小於高親

值。F1自交衰退率以Zn、Cu及Ca含量均表現顯著負值，表示Zn、Cu及Ca含量皆呈

現F2族群平均值高於F1世代平均值。此外，P、Mg及K含量等3個性狀皆無顯著的

雜種優勢或自交衰退情形。估算8個元素含量性狀之F1顯性程度結果，發現Zn、Cu
及Mn含量有顯著的表現，Zn含量在2.36，表示具有超顯性作用；Cu含量有0.38的
部份顯性作用；至於Mn含量表現為0.70，表示有部分顯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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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遺傳率的表現

本試驗分別計算F 2族群8個元素含量性狀及Mg/K比的表現型變異係數

（PCV）及廣義遺傳率（H2）之結果（表三），可知，Fe、Zn、Cu、Mn、Ca、
P、Mg、K及Mg/K等9個性狀之表現型變異係數，分別為26.41、13.26、18.54、
21.29、16.07、10.79、10.60、10.08及9.12％，其中以Fe含量的變異最大。調查8個
元素含量的廣義遺傳率，Fe、Zn、Mn、Ca及Mg/K等5個性狀之遺傳率介於0.74-
0.83，其餘包括Cu、P、Mg及K等4個含量的遺傳率較低，分別為0.42、0.61、0.48
及0.37。
四、性狀間的相關

計算F2族群8個礦物元素含量及5個穀粒性狀之間表現型與遺傳型相關係數的

結果（表四）。顯示礦物元素含量間的遺傳型相關值一般較表現型相關值大，除

Fe與Cu、Mg及K含量之間，Cu與Ca含量間以及Ca與K含量之間相關性未達顯著

外，其它元素含量相互間均有呈顯著的正相關關係；至於穀粒特性與元素含量間

的關係顯示，粒厚與Zn含量之間以及粒寬與K含量之間呈顯著正相關，而百粒重

則與Cu、Mn、P、Mg及K含量之間呈顯著負相關關係。

Aromatic Lemont×TCS10

Table 1. Generation means and the standard error of the means of eight mineral 
element contents in Aromatic Lemont P1 × TCS10 P2  cross combination 

Element 
P1 P2 F1 F2

-------------------------------- mg kg-1 ----------------------------------------

Fe 20.0± 0.7 9.6± 0.5 19.4± 0.7 19.6± 0.3 

Zn 27.5± 0.7 24.4± 0.4 29.5± 0.5 30.1± 0.3 

Cu 3.9± 0.2 2.6± 0.1 3.5± 0.1 4.0± 0.1 

Mn 24.0± 0.7 18.5± 0.6 23.2± 0.3 20.0± 0.3 

Ca 129.0± 5 110.0± 3 114.0± 2 132.0± 1 

Mg 982.0±20 1,111.0±30 1,146.0±22 1,074.0± 7 

K 2,461.0±61 2,976.0±112 2,620.0±53 2,608.0±17 

P 2,972.0±66 3,317.0±136 3,362.0±56 3,216.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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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o. Lemont×TCS10

Table 2. The value of heterosis, heterobeltiosis, inbreeding depression and degree of 
dominance of mineral element contents in Aro. Lemont× TCS10 

Element Heterosis1 Heterobeltiosis2 Inbreeding
depression3

Degree of 
dominance4

Fe 31.1** -2.9** -0.7* 0.89 

Zn 13.7** 7.4** -2.0** 2.36** 

Cu 7.4** -10.0** -15.6** 0.38** 

Mn 9.2** -3.4** 13.5** 0.70* 

Ca -4.4* -11.4** -15.5** -0.57 

Mg 9.5 3.2 6.2 1.55 

K -3.6 -12.0 0.5 -0.38 

P 6.9 1.4 4.3 1.26 

*,** Significantly from zero at 5% and 1% levels, respectively. 

.4VVVV,PPMPF2

.VVV,100FFF

.VVV,valuehigherwithparent:HP,100HPHPF

.4VVVV,2PPMP,100MPMPF

211

21

1

211

PPFE211
4

FFE121
3

HPFE1
2

PPFE211
1

Aro. Lemont×TCS10

Table 3. Phenotypic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PCV and heritability H2 estimates for 
mineral element contents in the F2 population of Aro. Lemont× TCS10 

Element 
Aro. Lemont × TCS10 

PCV H2

Fe 26.41 0.82 

Zn 13.26 0.83 

Cu 18.54 0.42 

Mn 21.29 0.81 

Ca 16.07 0.80 

Mg 10.60 0.48 

K 10.08 0.37 

P 10.79 0.61 

Mg / K 9.12 0.74 

212122 FFPPEFEF
2 V,3VVVV,VVVH phenotypic variance in the F2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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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結語

稻米是全球重要的主要糧食之一，然而大多數僅靠稻米為主食的國家，一

般飲食較缺乏有效的礦物質元素。解決米食礦物營養缺乏危機的最有效方法，

就是育成具有豐富礦物元素含量的品種（Gregorio and Htut, 2003；Lucca et al., 
2001）。

本試驗為探討稻米粒礦物元素含量的遺傳變異，以米粒礦物元素含量互有明

顯差異品種雜交的Aromatic Lemont × TCS10（AT組合）後代為材料。本F2族群的

礦物元素含量分布均呈連續分布，亦皆具有超越兩親的分離，顯示這雜交後代之

元素含量遺傳變異，應可提供選拔具有豐富礦物元素含量後代的潛能。有關米粒

礦物元素含量於F1世代與親本的遺傳作用，Gregorio and Htut（2003）指出Fe含量

存在累加及顯性作用。Zhang et al.,（2004）認為Fe、Zn及Mn含量主要受到累加性

遺傳的效果，而P含量則受到累加及顯性作用。根據本試驗之雜交F2族群結果，顯

示F1世代Fe、Zn、Cu、Mn及Ca等5個含量表現有顯著的雜種優勢及自交衰退量，

Zn、Cu及Ca等含量在F2族群的表現仍較F1世代各該性狀優異。由F1顯性程度得知

Zn含量具超顯性作用，Cu及Mn含量則表現部分顯性，暗示Zn、Cu及Mn等含量的

選拔，可在較晚世代（F5代）當顯性效應不存在時進行。

作物育種選拔，一般參考各性狀遺傳率的大小。遺傳率較高的性狀，自然淘

汰明顯，選拔所需時間也較短。遺傳率可提供育種者估計族群中對某性狀選拔之

難易程度，以及選拔個體可遺傳於後代的情形。本試驗以Fe含量的外表型變異最

大，Mn含量次之，顯示Fe含量具較廣的變異潛能，因此對F2族群米粒Fe含量的

選拔應具有效果。另估算親本、F1及F2之元素含量的廣義遺傳率，顯示Fe、Zn、
Mn、Ca及P等含量的遺傳率較高，因此在雜種分離早期世代，選拔具各元素含量

較高的單株，並結合農藝性狀的效果可能較好。

作物育種過程通常利用性狀間的相關，以瞭解性狀間的強弱關係。本試驗發

現，元素含量間的遺傳相關一般大於表現型相關，顯示遺傳相關較表現型相關密

切，對目標性狀的選拔應有較佳效果。本試驗除Fe與Cu、Mg及K含量間，Cu與Ca
含量間以及Ca與K含量間的相關未顯著外，其他元素含量相互間均呈正相關，與

Jiang et al.（2007）及Zeng et al.（2005）的結果類似。顯示除Cu含量外，其他7個
元素含量性狀多有相互增量的趨勢。此外，8個元素含量與米粒的長、寬及厚度等

性狀間少有顯著的相關，暗示元素含量對米粒外型之增減並無一定趨勢。至於某

些元素（Cu、Mn、Mg、K、P）含量與百粒重間呈現負相關，顯示較高的元素含

量大致有減輕粒重的影響，在育種過程中則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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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管理對土壤碳匯能力之影響土壤管理對土壤碳匯能力之影響
郭雅紋

摘要摘要

在人類歷史中，由於作物生產導致大量的碳由土壤釋出。自然土壤被轉為

農田利用，無可避免的造成土壤有機質下降，特別是開墾後的最初幾年，變化甚

大，且土壤碳損失持續進行。土壤有機質含量變化乃是受氣候、土壤、耕作制

度、地形、肥培管理等因素影響，開墾損失的土壤有機碳可透過合理之土壤管理

而維持比較高的土壤碳匯量。

以土壤管理維持或增加土壤碳密度主要以土壤碳吸存(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和碳保存著手。土壤碳吸存為以作物殘體或土壤有機物質形態將大氣中二氧化碳

固定保存於土壤的過程，其中利用肥培管理(施肥、灌溉…)增加單位面積的作物生

產量和作物殘體回田措施皆可增加土壤碳匯量。另降低已固定的碳分解速率，維

持土壤存在的碳庫，以保育耕犁制度(conservation tillage)為一典型例子。保育耕犁

降低土壤擾動，可增加團粒穩定度，提高形成耐分解之有機礦物複合物比例，以

達維持較高的土壤碳匯量。

透過土壤管理增加土壤碳匯為緩和氣候變遷的手段，惟須注意土壤碳匯無法

無止盡增加，且合理之土壤管理方式若無法持續，固定保存之土壤碳仍會釋放回

大氣，增加大氣中二氧化碳濃度。

內容內容

近年最受關切的環境議題之ㄧ為地球暖化現象，19至20世紀全球平均溫度上

升了0.6℃，氣候變暖造成世界上許多的冰川消融，衛星觀測表明相較1987年，北

半球春夏季雪覆面積減少了10%，且近百年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15公分。氣候變

暖現象主要由溫室效應主宰，在大氣層中二氧化碳是溫室氣體之一，其會吸收熱

並輻射回地球因而改變氣候。

碳循環攸關溫室效應，地球上五個主要碳匯點為海洋、岩石圈、土壤、大氣

和生物體。碳在岩石圈以碳酸鹽型態存在，以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存於大氣，另

森林是生物匯主要的碳吸存者。碳可在生命體和無生命的沉積物之間移動，在地

球上各個碳匯中所含的碳並不會永遠停留在原處，二氧化碳是主要含碳的氣體，

也是參與物質循環的主要形式，意謂各個碳匯以二氧化碳參與動態平衡。降低大

氣中二氧化碳濃度之手段有二，一降低釋放(排放量)，另增加生態系碳匯量。多

數人以為只要二氧化碳排放速度不增加就能終止大氣中二氧化碳濃度的上升，故

過去大都致力於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研究。近年將研究焦點轉移至增加農業部門土

土壤管理對土壤碳匯能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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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碳匯之方法與技術，如何將耕地土壤由碳源轉變成碳匯是減緩溫室氣體增加之

關鍵。透過適當之土壤管理可維持較高的土壤碳匯量，用以增加土壤二氧化碳貯

量，緩和氣候變遷。

土壤在全球氣候變遷過程扮演重要角色，其具有吸收或排放二氧化碳的功

能，意即具有碳匯(carbon sink)與碳源(carbon source)的雙重角色。土壤具有碳匯與

碳源雙重角色受土壤管理左右。土壤碳匯指藉由植物移除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後

以土壤有機碳之方式固定、貯存。由於生產作物，大量碳由土壤釋出，1990年代

土地利用變遷平均釋出1.6 Pg C yr-1，占石化燃料釋出之25%(IPCC 2000)。另研究

顯示，耕地土壤碳損失持續進行，自1989年至2008年全球土壤釋放二氧化碳量增

加了0.1%，全球土壤釋放二氧化碳量的增長速度不快，但由於基數龐大，僅增長

很小的比例就有大量的二氧化碳被釋放到空氣中。

土壤中的碳可分成土壤有機碳和土壤無機碳，二者間含量深受土壤發育環境

影響，土壤無機碳在乾燥地區特別重要。土壤有機碳量決定於有機殘體之輸入和

由分解、淋洗與沖蝕造成之損失，母質、氣候及微生物相外，更受植生種類及經

營模式(如施肥、耕犁)所影響，另土壤有機碳之礦化速率受有機質本身之物化性質

(微生物分解之耐受度)和微生物、胞外酵素對有機質之可親性左右。藉任何可增加

碳輸入量或(和)降低土壤呼吸作用和淋洗損失之農業活動都可用以匯集大氣碳量，

提升土壤碳匯。作物殘體、植物根系和有機改良資材皆為碳輸入源，例如利用肥

培管理(施肥、灌溉…)增加單位面積的作物生產量(單位碳密度)或面積將有利生質

累積與貯存，增加碳吸存量，另增加長年植生和殘體回田亦可用以增加土壤碳輸

入。適當的養分管理對土壤碳匯是很重要的，肥料對土壤有機碳庫之效應與生質

碳量之產生、回田和腐植化作用相關。

保育耕犁(無耕犁)可降低土壤擾動造成之碳損失，耕犁之物理性擾動提高土

壤團粒構造更新(turnover)速率，使其暴露面積增加，提高植株殘體與微生物接觸

機會，在適當環境將增加有機碳礦化和加速團粒結合性有機質之分解。另耕犁深

度愈深，二氧化碳釋出愈多。零耕犁制度可增加團粒之穩定性、降低裸露面積和

提高形成抗分解之有機物質。惟相對於殘體回田和氮肥施用，不耕犁制度左右土

壤碳匯潛能是較小的。

結語結語

運用土壤管理技術增加土壤碳匯量需考量土壤本身之碳貯量存在限度，且若

合理管理方式無法持續，固定保存之碳量將逆轉，釋出至大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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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蟲抗Bt轉殖作物之現況害蟲抗Bt轉殖作物之現況
林大淵

摘要摘要

自1901年日本人Ishiwata Shigetane在發病家蠶體內分離，於1911年由 E. 
Berliner 命名後的一百年來，蘇力菌的發展已由單純的菌種到能產生不同殺蟲蛋白

的轉殖作物。其中T. Angus等人在1958年發現蘇力菌體內所產生的晶體蛋白可導致

昆蟲死亡的研究，啟蒙了近五十年來以蘇力菌為主的防治新紀元。蘇力菌主要的

殺蟲物質是晶體蛋白(crystal protein) ，目前已發現118種以上的晶體蛋白，每一種

晶體蛋白都有獨特的殺蟲頻譜，因此可選擇性的對付特定害蟲。由於晶體蛋白的

殺蟲機制與非專一性的化學農藥不同，無接觸毒害及殘留之疑慮，因此諸多研究

認為此類生物性殺蟲劑應有相當的安全性。且晶體蛋白在環境中可自然降解，蘇

力菌製劑也因而廣為安全農業及有機栽培者應用。

研究人員在1987年將殺蟲晶體蛋白基因轉殖入菸草後，便開啟了Bt轉殖作物

防治害蟲的議題。1980年的研究已發現小菜蛾對蘇力菌製劑產生抗性，隨後不

斷有害蟲抗蘇力菌的研究發表。2009年Monsanto公司證實自家生產的Bt轉殖棉花

已有相對應的抗性害蟲產生，因為該品系只產生單一種殺蟲蛋白，含量不足以殺

死大部分的目標害蟲。目標害蟲在此選汰壓力下產生抗性。另一個議題是少數Bt
轉殖作物品系被大面積栽種，次要害蟲的猖獗更形嚴重，目前在印度與中國的Bt
轉殖棉花反而受椿象及粉介殼蟲所苦。由於上述問題的嚴重程度不亞於農藥使用

失當所造成的作物損失，目前應對的策略是在Bt轉殖作物區周圍種植非Bt轉殖作

物，藉以維持主要害蟲對Bt轉殖作物的感性品系族群，以減緩主要害蟲的抗性產

生。改良現有轉殖品種，使作物生產晶體蛋白的種類更多、含量更高，可確保大

部分的害蟲都會被毒殺。配合其他的蟲害管理策略，彌補單一殺蟲機制的不足，

並預防次要害蟲的大發生。

內容內容

蘇力菌為現今生物性農藥最主要的成熟商品，其應用的起源大多已不可考，

現有文獻指出1901年由日本學者Ishiwata Shigetane發現並初步利用為最早記錄。

德國學者E. Berliner 於1911年分離出細菌並命名為Thuringia，4年後發現細菌體內

的結晶體，但無法證實其作用為何。1920年後有文獻正式提及使用蘇力菌防治害

蟲，但直至1938年才有商業化品系正式上市。1958年Hannay, Fitz-James and Angus
共同發現結晶蛋白的殺蟲機制，正式開啟蘇力菌殺蟲蛋白的研究，此後蘇力菌不

但登記成為殺蟲劑，針對各類害蟲的專一品系也不斷推出。1987年蘇力菌殺蟲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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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首度成功轉殖到菸草上，開始Bt轉殖作物之先河，同類商業作物也在1995年後

大量出現並登記。

蘇力菌的殺蟲蛋白會破壞昆蟲腸道，但蛋白晶體需先經昆蟲的消化酶水解

並與中腸細胞的受器結合後才開始作用，一般動物沒有相對應的受器，因此對大

多數動物無害。蘇力菌具有專一的殺蟲特性，且需經過昆蟲攝食才能活化殺蟲蛋

白，而蘇力菌的內孢子可進入昆蟲的血體腔內進一步感染。經基因轉殖的作物僅

提供特定的殺蟲蛋白，因此不會持續感染及傳播，通常都是因腸道受破壞而無法

消化或脫水死亡。

Bt轉殖作物在發展一段時間後，即有許多疑慮提出，較重要的問題包括對非

標的生物的毒性、害蟲能否產生抗性及是否引發次要害蟲的猖獗。首先是1999年
由John E. Losey等人試驗發現Bt基轉玉米的花粉會降低大樺斑蝶的存活率及壽命，

此試驗敲響基轉作物安全性的警鐘。大量的文獻研究投入相關的領域，但最終仍

無法對Bt轉殖作物的安全性有強力的定見。主要的討論觀點在於轉殖後的殺蟲蛋

白對非標的昆蟲可能有直接、間接、時間、累積等效應，想要正確評估是相當複

雜且困難的。不論這些試驗的解釋如何，都至少喚起研究者及一般大眾對基因轉

殖作物安全性的重視。

而害蟲對蘇力菌的抗性則是非預期中的發現，因就學理上而言，昆蟲幾乎

不可能對殺蟲蛋白產生抗性，但在1980年已有發現小菜蛾對蘇力菌有抗性，直至

2001年由Tabashnik等人歸結出夜蛾類發生的抗性為偶發的現象。這段期間內卻有

不少文獻指出少數害蟲開始對蘇力菌產生強度不等的抗性，顯示害蟲對蘇力菌的

抗性並非偶發或不可能。由於昆蟲對殺蟲蛋白的抗性應不會透過其他管道產生，

因此推測抗性發生的原因在於害蟲可能對特定菌株或殺蟲蛋白的受器闕如，而

抗性提高的原因可能是殺蟲蛋白易在田間分解，且地區性使用的菌株大多相同造

成。

雖然世界主要的基轉作物公司Monsanto一開始也是極力否認基轉作物會產

生類似情況，但2009年後的文獻指出在Bt轉殖作物出現後，產生抗性的害蟲種類

不斷增加，且其抗性亦逐漸提高。中國大陸的文獻更直接指出，使用Bt轉殖作物

後，次要害蟲的發生更加猖獗，單位面積投入的防治成本反較一般品種高，而且

面積及作物種類有不斷增加的趨勢，相關情況值得思考與重視。

後續相關的文獻針對上述三個主要問題做出建議。種植Bt轉殖作物應再設置

非Bt作物區，以減緩抗性產生的速度。提高Bt作物表現殺蟲蛋白的量，避免抗性

害蟲有機會逃離。以輪作或其他防治策略解決抗性及次要害蟲猖獗的問題。但Bt
轉殖作物潛在的問題相當複雜，害蟲的抗性基因被認為是顯性，因此抗性一旦產

生，勢必更容易在大面積的作物中選汰出現。且發生抗性的害蟲大多為多食性，

即使有其他防治策略配合，也恐怕難以在田間根除。除此之外，過多的防治投

入，對於環境及栽培成本未必有利，這些情況恐怕是當初發展Bt轉殖作物始料未

及的。

害蟲抗Bt轉殖作物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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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衛星序列在作物改良育種之應用微衛星序列在作物改良育種之應用
張瑞炘

摘要摘要

微衛星序列(microsatellite)又稱為簡單重複序列(simple sequence repeat, SSR)，
是植物基因組中以數個核苷酸為單位重複出現的序列，同一基因座上重複單位的

次數在不同品種間具有差異，可透過聚合酵素連鎖反應及膠體電泳顯現其長度多

型性，因此可應用於品種鑑定及輔助育種之研究，本文說明之主題為微衛星序列

如何輔助育種。首先，依照育種目標選定親本後，應篩選在親本間具有多型性之

分子標誌，接著利用多型性標誌確認篩選F1雜交後代，建立F2族群後以外表型性

狀之統計資料，搭配分子標誌檢測結果，完成目標性狀基因座之定位。接著應用

分子標誌在各世代進行輔助選種，加速優良品系之選育，這些品系可利用雜交堆

疊目標基因，進而育成優良品種。應用微衛星序列可縮短育種年限，增進育種效

率，是非常值得開發及利用的技術。

前言前言

作物的育種試驗除了調查性狀之外，為了選種的便利性，需要一些可供辨別

的標誌，大致可分為型態標誌與分子標誌，型態標誌是指植物外表可觀察得到的

目標，例如株高、葉形、早熟性等等。然而外表型態容易受到環境影響，有些難

以判別其是否為遺傳的效應。另一方面，某些性狀必須在特定生育時期才能觀察

測量，例如花色、果皮顏色以及香味等等，因此這些型態標誌的調查評估會受到

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分子標誌則有許多優點，例如：一、不受生長時期的影響，

在植物的幼苗時期、成熟期或是休眠時期的種子皆可調查；二、不受栽培環境之

影響，不會因為人為的栽培模式、土壤或氣候之差異而改變DNA序列；三、僅需

少量樣品，不會因為收集樣品而中斷或影響作物之發育。分子標誌的種類包括蛋

白質標誌與DNA標誌，蛋白質標誌如同功異構酶(isozymes)，然而這方面的研究近

年來已被DNA標誌取代。1990年代之後大部份的分子標誌皆為DNA標誌，其中包

括限制片段長度多型性(RFLP)、逢機增幅多型性DNA(RAPD)、增幅片段長度多

型性(AFLP)、簡單重複序列(SSR)、簡單重複序列區間(ISSR)、單一核苷酸多型性

(SNP)等等，目前國內應用最廣泛者為簡單重複序列(SSR)，本文介紹如何將微衛

星序列應用在作物育種之試驗研究上。

微衛星序列在作物改良育種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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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

一、分析微衛星序列之方法

微衛星序列(microsatellite)又稱為簡單重複序列(simple sequence repeat)，簡

稱SSR，是植物基因組中以1到6個核苷酸為單位重複出現的序列，同一基因座每

個重複單位的重複次數在不同個體間具有差異，可透過聚合酵素連鎖反應(PCR)
及膠體電泳顯現其長度多型性，因此可應用於品種鑑定及輔助育種之研究。SSR
相較於其他分子標誌有許多的優點，主要優點為具有共顯性、專一性高、再現性

高、網路引子資料庫豐富，以水稻的部分而言，可參考Gramene網站(http://www.
gramene.org/)所提供的引子資訊，及McCouch等學者(2002)文獻中的附錄，而其他

作物的SSR序列也都已經有相關文獻可供參考。SSR的PCR產物通常只有120至300
鹼基對，核酸片段很小，且不同對偶基因座的差異最小只有2bp，為了分析如此細

微的差異，必須要使用高解析度的方法進行分析。除了研究人員需要具備分子生

物學技術外，試驗中所使用的瓊脂膠必須選用高解析度的種類，例如SFR agarose 
(Amresco)或是 Metaphor agarose (LONZA)，此外也可以使用poly-acrylamide取代瓊

脂膠。近年來毛細管電泳技術已經成熟，分析代工服務的價格逐漸可被一般實驗

室接受，因此也可以選擇由生技公司代為進行電泳分析，此方法的解析度最高，

將會成為未來的趨勢。

二、微衛星序列如何應用在育種試驗

(一)選定親本及篩選多型性分子標誌

親本的選定有許多需要考量的因素，包括傳統育種學所闡述的原則，例如

母本為性狀普遍優良的主要栽培品種，而父本則是具有母本缺少的特定性狀之品

種，例如具有抗病性的野生種或地方品種。另一方面要考慮的是以分子標誌輔助

育種(MAS)的角度而言，親本間的歧異度越大則越容易進行MAS的試驗，因此國

內水稻界經常採用的方法為秈、稉雜交，藉此導入主要稉稻品種缺少的性狀，如

香味或是抗病性。選定親本後須進行分子標誌的篩選，從文獻中蒐集的引子序列

在親本之間進行測試，找到具有多型性且平均分布於基因組的SSR，而SSR的需求

數量視作物的基因組大小而定，親本的染色體如下圖所示。

                            母本染色體                                父本染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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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利用分子標誌確認F1雜交成功個體

    利用共顯性引子，可以找出雜交成功的F1，也就是在各個基因座皆為異質

結合的染色體，如下圖所示，F1的種子數量只要足夠繁殖F2族群即可。

 F1染色體示意圖

(三)在F2進行性狀基因座之定位

F2世代經由染色體重組(recombination)以及交叉互換(cross-over)的作用，使得

染色體的組成有各種的排列組合，在外表型也會產生各種性狀的分離，透過田間

性狀調查可獲得產量、米質、抗病性等各種性狀的統計數據，配合SSR的PCR檢

測，若某些特定SSR標誌的出現機率與目標性狀有統計上的相關性，則可找到與

目標性狀基因座緊密連結的SSR，完成目標性狀基因座的定位(positioning)。F2若
族群數量太大則難以完成分子標誌的PCR檢測，數量太少則容易造成誤差，所以

F2族群大約為200至300株，下圖所示僅舉例其中4株。

F2-Plant 1                 F2-Plant 2                F2-Plant 3                F2-Plant 4

(四)在F2世代以後以分子標誌輔助選種

透過F2族群所找到的基因座，可以進行背景選拔，選種時不僅選拔具有目標

基因座的個體，同時選拔具有理想背景的個體，或者同時針對兩個性狀以上進行

選種，下圖是以回交育種法為例，回交第3代再自交即可育成優良品系。

F1                              BC1                              BC2                              B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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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目標基因座之堆疊(pyramiding)
針對不同基因座各自育成優良品系之後，利用雜交法與SSR追蹤基因座，可

進行各目標基因座之堆疊，以育成兼具所有目標基因座的優良品種。

結語結語

目前世界先進國家已將分子生物學技術應用在作物育種試驗中，其中微衛星

序列(SSR)是目前最普遍應用的分子標誌，為因應全球糧食危機以及氣候變遷，作

物育種試驗的技術必須持續精進，發展SSR技術是輔助作物品種選育是最佳的途

徑。另一方面，全基因組定序的技術已經逐漸普及，因此單一核苷酸多型性(SNP)
將會是下一波的主流分子標誌，但目前SNP試驗的成本仍然偏高，因此目前最適

合應用於輔助育種的工具為S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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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二氧化氯防治作物病害應用二氧化氯防治作物病害
劉興隆

摘要摘要

二氧化氯（chlorine dioxide，ClO2）為強氧化劑，能有效地殺死微生物和病

毒，可作為消毒劑和漂白劑；二氧化氯的殺菌機制為奪取病菌代謝系統中的電

子，使得細胞酵素系統失去活性，病菌自然死亡，達到滅菌效果。影響二氧化氯

的殺菌效果有二氧化氯含量、病原菌種類、作用時間、放置時間、溫度、酸鹼值

等。二氧化氯配製完成後，其有效期限約為三日，二氧化氯溶液濃度平均每日衰

減11.6%，配製完成後最好馬上使用。二氧化氯為廣效性殺菌劑，在植物病害之應

用主要作為：(1) 種植環境或包裝場所殺菌消毒：二氧化氯能有效控制密閉式空間

中的懸浮菌落數，達到防治病害效果。(2)種子消毒處理去除病原。(3)貯藏性蔬果

病害預防消毒：二氧化氯處理採收後之蔬果，可將蔬果表面污染之病菌殺死，減

少貯藏期間蔬果病害發生。(4)切花浸漬於二氧化氯溶液防治病害，以增加瓶插壽

命。

前言前言

二氧化氯（chlorine dioxide，ClO2）為強氧化劑，能有效地殺死微生物和病

毒，可作為消毒劑和漂白劑；二氧化氯在常溫常壓下為黃綠色的氣體，分子量為

67.45，沸點11℃，熔點-59℃，水中溶解度為2.9g/L；國內外研究顯示，二氧化氯

消毒過程不與有機物結合生成有機氯化物等致癌物質，因此也被稱為不致癌的消

毒劑，無三致效應（致癌、致畸、致突變），而且二氧化氯濃度在低於500ppm
時，對人體健康不會有不良影響，對皮膚也無致敏作用，事實上，二氧化氯的使

用濃度遠低於500ppm，因此，二氧化氯目前被認為是最安全無毒的消毒劑之一。

在台灣衛生署公告二氧化氯為第二類食品殺菌劑，可使用於飲用水及食品用水；

另外公告百分之六以下之「二氧化氯」環境衛生用殺菌劑為不列管環境用藥。二

氧化氯應用範圍廣泛，包括水的消毒(如飲用水、游泳池、冷卻水塔之水等)、環境

消毒(如公共場所、居家環境、醫療場所、工作場所、動物居住場所等)、物品消毒

(如儀器設備、餐飲工具、食品加工設備等)以及紡織品、紙漿、纖維之漂白處理等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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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

一、二氧化氯的殺菌機制

二氧化氯的殺菌機制為奪取病菌代謝系統中的電子，使得細胞酵素系統失去

活性，病菌自然死亡，達到滅菌效果；而強氧化奪電子反應，最終形成Cl－等無

害物質，其殺菌能力是氯氣的2.5倍。二氧化氯可透過特殊氧化作用，對病毒、細

菌、真菌（黴菌）直接產生作用，改變其構造，進而發揮除菌（病毒）效果。

二、影響二氧化氯的殺菌效果因子

影響二氧化氯的殺菌效果有二氧化氯含量、病原菌種類、作用時間、放置時

間、溫度、酸鹼值等。二氧化氯濃度愈高及處理時間愈久效果愈佳，不過會造成

浪費；而二氧化氯施用後達到殺菌效果因病原菌種類而異，此乃不同病原菌細胞

結構有所不同，二氧化氯溶液10 ppm處理十字花科黑腐病菌及5 ppm處理茄科斑

點病菌20分鐘、50 ppm處理西瓜果斑病菌30分鐘、5 ppm處理軟腐病菌5分鐘或10 
ppm 處理柑桔潰瘍病菌10分鐘，皆可完全抑制所有供試病原菌菌株之生長。二氧

化氯配製完成後，其有效期限約為三日，二氧化氯溶液濃度平均每日衰減11.6%，

配製完成後最好馬上使用。

三、二氧化氯在植物病害防治之應用

(一) 種植環境或包裝場所殺菌消毒：二氧化氯能有效控制密閉式空間中的懸浮菌

落數，達到防治病害效果，如菇類種植常以100 ppm二氧化氯做為栽培過程

之環境消毒劑，另外二氧化氯能有效降低包裝場所物體表面之微生物附著密

度。

(二) 種子處理去除病原：以10 ppm二氧化氯溶液浸漬處理人工污染黑腐病菌之花

椰菜種子30分鐘，5 ppm浸漬處理人工污染細菌性斑點病菌之甜椒種子10分鐘

及50 ppm浸漬處理人工污染或自然帶有果斑病菌之西瓜種子30分鐘，均可有

效去除各病菌，獲致無病菌污染之種子，且此處理不會影響或可提高種子之

發芽率。

(三) 貯藏性蔬果病害預防消毒：二氧化氯處理採收後之蔬果，可將蔬果表面污染

之病菌殺死，減少貯藏期間蔬果病害發生；番茄以5 ppm二氧化氯溶液浸漬處

理，可有效避免健康番茄受病菌污染。

(四) 切花作物瓶插病害防治：文心蘭切花浸漬10 ppm二氧化氯溶液，能完全防止

軟腐病之發生，且不會影響切花之壽命。

四、台灣二氧化氯產品

二氧化氯很少以氣體方式儲存，因為它在大氣壓力下具爆炸性。台灣廠商販

售之二氧化氯主要為液體產品，液體產品分為已活化產品(單劑)及未活化產品(雙
劑，AB劑)，Ａ劑為未活化二氧化氯，Ｂ劑為活化劑，使用前將AB劑依說明比率

混合即可使用；另外亦有販售固體二氧化氯(粉劑或錠劑)，固體也有單劑型及雙劑

型(AB劑)，固體二氧化氯具有易於攜帶的特點。而經過活化之二氧化氯，溶液呈

淡黃色，在常溫下，其濃度會隨時間而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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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結語

在「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理辦法」中，二氧化氯為病蟲害防

治資材；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核准二氧化氯使用在蔬果沖洗消毒，殘留容許量為

5ppm。二氧化氯可做為植物病害防治之(1) 種植環境或包裝場所殺菌消毒。(2)種
子消毒處理去除病原。(3)貯藏性蔬果病害預防消毒。(4) 切花作物瓶插病害防治。

不過直接使用二氧化氯在植物體上，應注意有無藥害發生，文心蘭花梗浸漬50 
ppm二氧化氯溶液，會造成花梗基部產生褐化之藥害現象，另外胡瓜噴施20 ppm
二氧化氯溶液，會引起葉片產生壞疽斑點。二氧化氯對於已發病或接種病菌之馬

鈴薯薯塊，無法達到防治效果。二氧化氯殺菌效果迅速，無殘留問題，在種子消

毒及貯藏期病害預防特別具有應用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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蕎麥種原遺傳歧異度之評估蕎麥種原遺傳歧異度之評估
廖宜倫

摘要摘要

蕎麥屬於小雜糧作物，其栽培種可分為普通蕎麥及韃靼蕎麥，Ohnishi在
中國雲南發現蕎麥的種原非常豐富，並找到普通蕎麥野生種(F. esculentum ssp. 
Ancestrale Ohnishi)，其形態與普通蕎麥相似，經利用擴增片段長度多型性進行分

析，並計算遺傳距離構成系統樹，發現雲南地區的蕎麥野生種與普通蕎麥遺傳距

離相近，因此判斷該野生種蕎麥為普通蕎麥的祖先種，且普通蕎麥的起源為位於

中國雲南地區。而利用隨機擴增多態DNA進行各地區所蒐集的韃靼蕎麥品種系分

析，試驗發現在雲南西北部及四川地區的韃靼蕎麥的種原歧異度較高，較有可能

為韃靼蕎麥的起源地。

前言前言

蕎麥被認為是利用價值較低的作物，只在部分的國家才具有經濟價值，主要

是因為相對於其他榖類作物，普通蕎麥種子的產量低且不穩定(Campbell, 2003)。
但因其能生長於不良的環境底下，可快速收穫，且病蟲害少的特性，因此蕎麥在

世界各大洲上都有進行栽培 (Yasuo et al., 2004)。蕎麥為蓼科(Polygonaceae)蕎麥

屬(Fagopyrum)，其栽培種主要有2個，分別為普通蕎麥(F. esculentum Moench)及
韃靼蕎麥(F. tataricum Gaert.)(Kishima et al., 1995)。除了兩個栽培種外，另外有

野生種(F. homotropicum Ohnishi及F. cymosum Meisn)等，蕎麥野生種被視為蕎麥

改良的重要遺傳資源。普通蕎麥為異交作物，雌雄同花，其花器包含雌蕊較長型

態(Pin)及雄蕊較長型態(thrum)，屬於花器異型態自交不親和，其遺傳質為異質性

(Yasui et al., 2004)，韃靼蕎麥則為自交作物。野生常年種蕎麥(F. cymosum)亦為自

交不親和，屬異質性，其繁殖方法除種子繁殖外，亦可利用植體繁殖(Kishima et 
al, 1995)，野生常年種蕎麥與普通蕎麥及韃靼蕎麥在型態上不同處為其莖部、分枝

及為總狀花序，主要利用為當作畜禽類的飼料(Campbell, 2003)，其他用途為當作

藥用作物。另一個野生種蕎麥F. homotopicum，被發現為具有自交能力，可與普通

蕎麥進行雜交，具有改良普通蕎麥自交不親和的特性(Yasui et al., 2004；Yamane et 
al., 2003)。

作物由於遺傳歧異度的降低因而喪失優良基因，進而危及作物改良的延續

力，而作物馴化以及現代育種方法為降低遺傳歧異度的主要原因。窄化的遺傳基

礎必須承擔因環境改變所帶來栽培種無法處理的壓力及風險，最嚴重可能會導致

整個作物消失(Reif et al., 2005)。因此，了解蕎麥的起源並擴大遺傳歧異度，可藉

此達到蕎麥遺傳育種增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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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

一、普通蕎麥的起源

普通蕎麥現在廣泛的於世界各地栽培，早先認為起源於西伯利亞(Siberia)
的阿默爾河(Amur River)，然而此說無法完全確定普通蕎麥祖先種的正確起源位

置。早期報告顯示，一般認為普通蕎麥及韃靼蕎麥的祖先種為野生常年種蕎麥F. 
cymosum(Ohnishi, 1988)。然而，Kishima等(1995)則利用SmaI、PstI、KpnI、SalI、
PvuII及XhoI等六種限制酵素針對普通蕎麥、韃靼蕎麥及野生常年種蕎麥進行粒線

體DNA(ctDNA)進行偵測分析。其發現普通蕎麥在六個酵素所偵測的ctDNA與另

外兩種蕎麥的ctDNA大部分都不相同，而韃靼蕎麥及野生常年種蕎麥只有在SalI及
XhoI兩者酵素間有明顯不同(Table 1)，在針對三個蕎麥種所建立系統關係中(Fig. 
1)，發現普通蕎麥與另外兩者的親遠關係較遠，所以排除野生常年種為普通蕎麥

的起源之假設(Kishima et al., 1995)。

Fig.1 The phylogenetic tree for three Fagopyrum species inferred from restriction site 

changes based on Wagner parsimony method.            (Kishima et al., 1995) 

普通蕎麥的起源地點一直無法確定，直到Ohnishi(1990)於中國雲南省發現普

通蕎麥野生種，因為其形態與普通蕎麥栽培種非常相似，且可與普通蕎麥栽培種

可相互雜交，所以將其命名為F.esculentum ssp. Ancestrale Ohnishi。祖先種與栽培

種不同的地方為其種子與花比栽培種小，且種子具有易落粒性及休眠性強等野生

種特性，除此之外，其生長期亦比栽培種長，於是Ohnishi推論其為普通蕎麥祖先

種。另外，Ohnishi(1998)針對其在中國及喜馬拉雅山域等地區所發現並收集的普

通蕎麥種原進行分布地區整理(table 2)，其發現除了F. tataricum ssp. potanini、F. 
gracilipes及F. cymosum(4X)外，其餘野生種分布的區域都集中於中國南部的雲南及

四川等地區，顯示該區域蕎麥的種原非常豐富，因此Ohnishi(1998a)假設普通蕎麥

的起源為中國雲南省西北地區。



台中區農業改良場一○○年專題討論專集56

Ta
bl

e 
1.

 S
um

m
ar

y 
fo

r 
ct

D
N

A
 f

ra
gm

en
ts

 g
en

er
at

ed
 b

y 
si

x 
re

st
ri

ct
io

n 
en

zy
m

es
 in

 th
e 

th
re

e 
F

ag
op

yr
um

 s
pe

ci
es

(k
b)

 

(K
is

hi
m

a 
et

 a
l.,

 1
99

5)
 



 57蕎麥種原遺傳歧異度之評估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wild Fagopyrum species in China and the Himalayan regions. 

(Ohnishi, 1998) 

為探討普通蕎麥栽培種與祖先種之間的關係，Konishi等(2005)利用擴增片段

長度多型性(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AFLP)分析從中國西藏、雲

南及四川等不同地區所收集的普通蕎麥(F. esculentum spp. esculentum)及祖先種(F. 
esculentum spp. accestrale)族群(Table 3、Fig. 2)，藉著偵測所有的基因座探討兩者

之間的遺傳關係並了解普通蕎麥的起源地。在全部族群中以AFLP分析方法利用16
個引子連接，可偵測到396的基因座上共有371個基因座具有多型性表現(93.7%)，
相同的方法在普通蕎麥栽培種方面偵測到382個基因座，其中有301個基因座為具

有多型性，其比例為78.8%；而在普通蕎麥祖先種方面，同樣利用16個引子共偵測

到394個基因座，其中363個基因座具有多型性，比例為92.1%(Table 4)。在此我們

可判斷無論是栽培種或是祖先種，兩者在其族群內均有高度的歧異度存在，可推

論普通蕎麥無論是栽培種或祖先種均為自交不親和性，屬於為異質族群(Konishi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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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amples of cultivated and wild populations of common baucwheat used in this study. 

(Konishi et al., 2005)

接下來利用neighbor-joining(NJ)法計算396個基因座上的基因頻度來估計每一

對族群間的遺傳距離，並建構其系統樹(Fig. 3)。在系統樹上顯示所有的普通蕎麥

栽培種全部在同一個群集上，而野生種則被分成兩個族群，其中一個來自西藏及

雲南的野生族群，其遺傳距離較靠近栽培種。

Fig. 2 a-c Location of the accessions u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areas in gray color in (a) are yunnan, 
Sichuan and Tibet in (b). The area enclosed in (b) is magnified in (c). ○:F.esculentum ssp. Esculentum, 
●:F.esculentum ssp. Ancestrale. Numbers indicated are code numbers of populations(see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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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ishi et al., 2005) 

Table 4. AFLP’s result for the ssp. Esculentum and ssp. 

Ancestral. 

Fig. 3. A phylogenetic tree constructed by the neighbor-joining method based on the genetic distance 
estimated from gene frequency. ○:F.esculentum ssp. Esculentum, ●:F.esculentum ssp. Ancestrale.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OUT) are represent by the code number (see table 2). The numbers on 
the branches indicate their bootstrap values of >50%(1000 replications).

(Konishi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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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韃靼蕎麥的起源

韃靼蕎麥在中國南部及喜馬拉雅山域等高山地區是很重要的作物，甚至是

該地區人民的主要糧食，主要是因為他的耐冷特性，可在寒冷及貧脊地方進行栽

培，韃靼蕎麥的主要特徵是花器小，雙性花，其花器不吸引昆蟲，且為閉花授

粉，即在開花前就已經完成授粉(Campbell, 2003)。野生韃靼蕎麥F.tataricum ssp. 
potanini Batalin主要分布於中國南部山區、西藏及巴基斯坦等地方。為探討韃靼蕎

麥的起源，Tsuji等(2000)利用於四川、雲南、西藏、及巴基斯坦等地方所收集的栽

培種、野生種及雜草種進行隨機擴增多態DNA(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 
RAPD)分析(Table 5)，這些族群進行電泳所得到的電泳圖，共偵測到42個條帶，可

發現雲南西北部的韃靼蕎麥野生種有特殊的條帶(Fig. 4)，而在其系統圖中韃靼蕎

麥有三個主要的群集，第一群為所有的栽培地方種以及來自西藏中部及巴基斯坦

北部的野生亞種，第二群為雲南西北部的野生亞種，第三群為來自四川及雲南的

野生亞種，其中代號32及33的雜草型種屬於第一群，另外代號為34的雜草型種屬

於第三群(Fig. 5)。在自然的族群中，來自四川及雲南西北部比西藏中部及巴基斯

坦北部的族群有更多的變異，其為利用RAPD標誌來估計多型性條帶，該地區的部

分地方種及野生種有特殊的條帶，但栽培種並沒有，所以在雲南西北部及四川地

區的韃靼蕎麥的種原歧異度較高(Table 5)，較有可能為韃靼蕎麥的起源地。

一般判斷韃靼蕎麥栽培種與野生種的依據是利用判斷是否有落粒性及強烈的

休眠性，根據資料顯示，韃靼蕎麥野生種並沒有休眠性的資料存在，其有可能是

韃靼蕎麥栽培種傳播到西藏等地區後與該地區野生種進行雜交，其後裔產生分離

的現象，所以西藏等地區的野生種有部份的基因是來自於韃靼栽培種，而造成其

野生種與栽培種的親緣關係較為接近。

Fig. 4.A RAPD profile generated by the primer OPD-16. 
 
                                    (Tsuji et al., 2000) 

 



 61蕎麥種原遺傳歧異度之評估

Fig. 5.Neighbor joining tree based on RAPD markers. : Cultivated landraces; : wild 
subspecies from central Tibet and northern Pakistan; :wild subspecies from Sichuan; 

: wild subspecies from northwestern; : weedy type.  
                                                        (Tsuji et al., 2000) 

 

結語結語

中國南部雲南省及四川省等地區發現了豐富的蕎麥種原，而且發現了普通蕎

麥的祖先種，利用分子標誌技術建立各個種原之間的遺傳距離，了解蕎麥種原之

間的歧異度及親緣關係，可確定中國南部地區為普通蕎麥及韃韃蕎麥等蕎麥栽培

種的起源中心，並從此處傳播到鄰近地區、其他亞洲國家甚至於全世界各地。起

源中心富含種原資源，利用蕎麥遺傳歧異度的研究，可了解蕎麥的起源、分佈及

傳播，並可掌握野生種的遺傳特性，這對改良蕎麥品種產量低及不穩定等特性有

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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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Segregation of critical marker bands among the individuals examined. 

(Tsuji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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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量測與植物生長光線量測與植物生長

陳令錫

摘要摘要

光是一種人類眼睛可以見的電磁波（可見光譜），光是由一種稱為光子的

基本粒子組成，具有粒子性與波動性，可見光的頻譜約在380~760nm間。光量

(luminous intensity)I為光源發光之強度，基本單位為燭光(candela; cd)，早期的燭光

描述為每小時燃燒7.776g標準燭所發出的光，1979年定義為：光源在一給定方向

發射5.4 × 1014 Hz單色輻射及在該方向具有1/683 W/sr的輻射強度。光通量(luminous 
fl ux)Φ為光源通過的功率，量度人類眼睛感知光的功率，單位為流明(lumen; lm)，
為從1cd (燭光)之光源散發出來之每單位立體角的光束(1 lm =1 cd.sr)。光通量為光

源用於產生可見光時所消耗能源的功率。照度(Illuminance)E為每單位面積接受之

光束，照度的單位為lm/m2 ，稱之為Lux (勒克司; lx)。用以表示植物光量需求的另

一描述方式為PAR（Photosynthetically Active Radiation，光合作用有效能量），單

位為μmol/m2s。
陽光帶有的光源波段從紫外光到紅外光，並非所有波段皆對植物生長有所幫

助，植物吸收的光譜範圍為400-700nm之間，以紅光最為敏感。農業常用的光量

計有照度計、光量子計、輻射計等3種，照度計用於量測照度，單位為lux，最敏

感波長在可見光頻譜的中央，此處也是人類眼睛最敏感波段；光量子計用於量測

PPFD(photosynthetic photon flux (area) density)，單位為μmol/ m2s，通常在400至
700 nm有均勻一致的響應，此區段光合色素吸收量最大，理想狀況下可見光範圍

外UV及IR區域沒有反應；輻射計理想狀況下反應全波長的輻射能量範圍，單位為

w/ m2 ( J / m2s)。台灣地區園藝界仍習用 lux來表示光強度，1 lux之照度為1 lumen
之光通量均勻分佈在面積為一平方米之區域。照度計、光量子計、輻射計，放置

在相同光源下其量測值可以互相計算。但是在不同光源下方的量測值，其數值不

可以相互換算。作物對光的需求可分三方面來考量：光強度（Intensity），光質

（Quality，係指不同光譜範圍的光)與光周期（Duration，光照時間），作物所接

受到的陽光，此三方面之可用量亦隨季節、緯度、海拔、地形、被覆資材、結

構、氣象條件等之影響而時有不同。台灣夏季之光強度高達12萬至15萬Lux，作物

之最適光強度隨作物種類而不同。在相同陽光條件下試驗照度計、光量子計、輻

射計等3種光量計之量測結果顯示變化趨勢一致，存在比例關係，其中照度計較便

宜，其餘2種價格高，因此在陽光利用型農業，是否需要堅持使用昂貴的光量子計

與輻射計？值得深思。

當前熱門的話題為植物工廠，分成陽光型、人工光源型與綜合型，其中人工

光源型的主力近期以螢光燈具較為可行。LED燈具體積小，可釋出一定光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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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長，電源效率高，當LED燈具之技術、價格、散熱等問題解決後才有機會成

為人工光源的主力。

前言前言

中國在幾千年前就發明了曆法，曆法中把一年分成廿四個節氣，農民們即

將所有的農事活動，按照節氣來安排，所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不失

其時，則五穀不絕，道理就在此。太陽與地球相對運動，影響生物活動。溫度

高低代表能量大小。地球平均溫度約14~15 °C，各種植物有其適合生長的環境條

件，包含光線、溫度、相對濕度、風速、土質、水分含量、營養等。但是植物生

長講求中庸之道，適當的環境植物才能生長，因此，每種作物有其適合的生長環

境，當處在不適合的環境就是逆境。20世紀90年代台灣發展農業自動化，最典型

的例子是蝴蝶蘭溫室環控，蝴蝶蘭溫室自動化需要整合園藝、植保、土肥與農工

技術，當時的專家對蝴蝶蘭適合的生長環境描述為：溫度不能太高、光線不能太

高、濕度不能太低、催花溫度要低。這種描述很Fuzzy(模糊)，不能做為控制依

據，因此，作物生長環境的量化就顯出重要性。當然什麼病/蟲適合發生的溫濕度

條件的掌握也同樣重要。

植物生長主要能量來源為太陽輻射，太陽輻射又分短波輻射與長波輻射。短

波輻射為進入大氣層抵達地面的太陽輻射，等於總輻射減去反射輻射量；長波輻

射為地球表面及大氣層放射紅外光譜的熱輻射，等於地表輻射減去受大氣層捕捉

的溫室效應熱量。

Radiation,the incoming solar radiation is short wave:Qs = Gr – R
Gr = global radiation
R = reflected portion of global radiation
Long wave radiation, the Earth's surface and atmosphere emits heat radiation in the 
infrared spectrum: Ql = AO – AG
AO = radiation of the Earth's surface
AG = trapped radiation (radiation forcing, also known as the so called greenhouse effect)

植物生長之能量守恆：依照熱力學第一定律能量守恆的概念，植物生長之淨

輻射、土壤熱通量、潛熱通量與顯熱通量之總和為零。熱力學第一定律闡述能量

不能建立或消滅但是只會從一種型態轉變成另一種型態。

葉片之能量守恆：進入葉片的能量 - 離開葉片的能量 = 儲存在葉片的能量進

入葉片的能量包括吸收的太陽光、從周遭包括空中吸收的紅外光；離開葉片的能

量包括散發的紅外光、熱傳導、熱對流、蒸發伴隨的熱損失；儲存在葉片的能量

包括光合作用、其他新陳代謝、葉溫的改變。因為儲存在葉片的能量很小，若忽

略此能量，則進入葉片的能量等於離開葉片的能量。熱傳導及從葉片的熱對流可

視為顯熱(sensible heat)，而蒸發伴隨的熱損失或水汽的凝結屬於潛熱(latent 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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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能量傳輸轉換的單位採用單位面積與單位時間的能量變化量如Jm-2s-1，亦即

Wm-2。

葉片上8種輻射能包括6種從太陽入射的短波輻射及2種紅外線輻射入射在葉片

的上下葉面。6種從太陽入射的短波輻射包括陽光直射、雲朵散射、天空散射、穿

透雲朵經地面反射、陽光直射經地面反射、天空散射經地面反射。植物生長之能

量守恆：淨輻射、土壤熱通量、潛熱、顯熱之總和為零。

Rn + G + λET +H = 0, 
Rn : net radiation (MJ/m2)
G : soil heat flux (MJ/m2)
λET : latent heat flux (MJ/kg * mm)
H : sensible heat flux (w/m2)

內容內容

一、光的簡介

光是一種人類眼睛可以看見的電磁波（可見光譜）。光是由一種稱為光子的

基本粒子組成，具有粒子性與波動性。三原色：紅R綠G藍B，光譜靈敏度：人類

眼睛對於可見光譜的感受度並非一致的，而是在波長555 nm 的黃綠色區域感受

最強。在科學上的定義，光有時候是指所有的電磁波譜。陽光中除了我們常見的

“光”還帶有許多波動和射線。可見光的頻譜約在380~760nm間。

二、光的頻譜

光的波長與頻率，能量與頻率成正比。

紫外光：低於400 nm，11.8 × 1014 Hz
紫光：400~425 nm，7.31 × 1014 Hz
藍光：425~490 nm，6.52 × 1014 Hz
綠光：490~650 nm，5,77 × 1014 Hz
黃光：560~585 nm，5,26 × 1014 Hz
橙光：585~640 nm，4.84 × 1014 Hz
紅光：640~740 nm，4.41 × 1014 Hz
紅外光：高於740 nm，2.41 × 1014 Hz

三、光的單位SI base unit
1. 光量(luminous intensity)I為光源發光之強度，基本單位為燭光(candela; cd)，早期

的燭光描述為每小時燃燒7.776g標準燭所發出的光，1979年定義為：光源在一

給定方向發射5.4 × 1014 Hz單色輻射及在該方向具有1/683 W/sr的輻射強度。

2. 光通量(luminous flux)Φ為光源通過的功率，量度人類眼睛感知光的功率，單位

為流明(lumen; lm)，為從1cd (燭光)之光源散發出來之每單位立體角的光束(1 lm 
=1 cd.sr)。光通量為光源用於產生可見光時所消耗能源的功率。



 67光線量測與植物生長

輻射通量(radiation fl ux):光源所消耗能源的總功率，單位為Watts。
3. 照度(Illuminance)E為每單位面積接受之光通量，照度的單位為lm/m2 ，稱之為

Lux (勒克司; lx)。Illuminance照度：Illuminance is a measure of the amount of light 
falling on a surface. One footcandle is the illuminance at a point on a surface which is 
one foot from, and perpendicular to, a uniform point source of one candela. One lux is 
the illuminance at the same point at a distance of 1 meter from the source. FC ~10.76 
lux

4. 明視度(luminance)B：從某方向看光源，該光源之發光強度除以看向光源之視在

面積所得之值即為明視度，亦即，某方向單位面積的發光強度，明視度之單位

為cd/m2。明視度常用於表示平板發射或反射的亮度，在影像產業用於表示顯示

器的亮度。

四、陽光與植物

陽光帶有的光源波段從紫外光到紅外光，並非所有波段皆對植物生長有所幫

助。植物吸收的光譜範圍為400-700nm之間，以紅光最為敏感。用以表示植物光量

需求的單位為PAR（Photosynthetically Active Radiation，光合作用有效能量），單

位為μmol/m2s。
1. 光量子(Quantum)

McCree 在1972 年指出：光子的數量表示方式，比起光度計的測量值Lux 或
Lumen，是更好的光合作用效能測量方式。由於人眼的敏感波長與植物敏感波長

光譜並不相同，以Lux為單位的量測方式對植物並不適用。以PAR為植物生理指標

有以下的優點：不需要換算其他光量單位成為PAR值、量測值（PAR值）為植物

真正需要之光量值、可用以比較不同人工光源的效率。

2. 光合作用有效能量PAR：
光量子數目影響光合作用，光質亦影響作物之生育，如紫外線可抑制徒長，

但其亦為花色果色形成所必需，可見光影響發芽、花芽分化，其中 400-700 nm 範
圍更是光合作用之主要動力，稱之「光合作用有效能量」

3. 光量計

輻射計(280-3800 nm)       : W/ m2s
照度計(380-760 nm)        : Lux
光量子計(400-760 nm)  :μmol/s m2

紫外光計(280-380 nm)  :μW/c m2、W/ m2

照度計、光量子計、輻射計3種光量計之波長敏感度，照度計用於量測照度，

單位為lux，最敏感波長在可見光頻譜的中央，此處也是人類眼睛最敏感波段；光

量子計用於量測PPFD(photosynthetic photon fl ux (area) density)，單位為μmol/ m2s，
通常在400至700 nm有均勻一致的響應，此區段光合色素吸收量最大，理想狀況下

區外UV及IR範圍沒有反應；輻射計理想狀況下反應全波長的輻射能量範圍，單位

為w/ m2 ( J / m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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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光源單位換算

光源單位互換：

1 w = 1 J/s, 1 w/ m2 = 1 J / m2s = 86400 J / m2 d = 0.0864 MJ / m2 d ≒ 2.4 μmol / m2s
FC = lumen / 4π ,  Lux = lumen / m2 ,  1 μmol / m2s ≒ 55 lux

台灣地區園藝界仍習用 lux來表示光強度，1 lux之照度為1 lumen之光通量均

勻分佈在面積為一平方米之區域，惟需知其轉換常數：lux之定義為 lumens/ m2，

屬照度單位。照度計、光量子計、輻射計，放置在相同光源下其量測值可以互相

計算。但是在不同光源下方的量測值，其數值不可以相互換算。

陽光：

1 w/ m2 = 250 lux, 1 μmol/ m2s = 55.6 lux
白色螢光燈：

1 w/ m2 = 370 lux, 1 μmol/ m2s = 83.3 lux
高壓鈉燈：

1 w/ m2 = 357 lux, 1 μmol/ m2s = 71.4 lux
5. 光線與農業

太陽光照長度(時間)隨季節和緯度而異，在進行光量量測之前，必須瞭解使用

的光源；注意光質之外，也應避免光量不足導致無法開花，或是光量太強導致逆

境或葉片燒焦。番茄進行光合作用的能量來源：光是番茄進行光合作用的能量來

源，番茄對光照較為敏感，屬喜光作物，栽培過程中應保持良好的光照條件，其

光飽和點為7萬Lux，一般3萬~3.5萬Lux以上的光照強度就能正常生長發育，番茄

的營養生長最適宜的日照長度為16小時，日照長度4小時以下生長停頓，冬季補光

以1千~3千Lux的光照較好，番茄花粉對光敏感，照度不足時花粉中儲藏的澱粉減

少，花粉管生長不良，受精能力降低。作物對光的需求可分三方面來考量：光強

度（Intensitity），光質（Quality，係指不同光譜範圍的光)與光周期（Duration，
光照時間）。作物所接受到的陽光，此三方面之可用量亦隨季節、緯度、海拔、

地形、被覆資材、結構、氣象條件等之影響而時有不同。

6. 波長與植物生長

波長範圍在 440-500 nm 的藍光可促進葉綠體的活動，有利於光合成，波長範

圍在 500-600 nm 的綠光和黃光則較不利於光合成，生長勢減弱，波長範圍在 600-
700 nm 的橙～紅光，可以激發葉綠素光合作用的能力，利於光合成可促進生長，

波長範圍在 300-440 nm 的紫外線和紫光則是植物色素生成之主要光能，在育苗作

業時，紫外線更可用來防止苗的徒長。

7. 光補償點與光飽和點

植物行光合作用時，光強度若逐漸增加，二氧化碳之消耗量會隨之增加，換

言之，光合速率增加。光補償點（light compensation point）：當光合速率與呼吸

速率相等時之光強度；光飽和點（light saturation point）：當光強度繼續增加至某

一程度，光合速率不再隨之增加時之光強度值，又稱最適光強度（optimum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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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ty）。

台灣夏季之光強度高達12萬至15萬Lux，作物之最適光強度隨作物種類而不

同；十字花科蔬菜則都在4萬 Lux (40kLux)左右，一般蔬菜的光合作用飽和點大都

在5萬至8萬 Lux(50-80 kLux)。黃怡嘉研究溫度、光強度及水楊酸對火鶴花光合作

用與生育品質之影響，獲得‘Montero’與‘Titicaca’火鶴花植株在不同溫度的光飽和

點為：

30 ℃光飽和點分別為300、200 μmol/ m2s
25 ℃光飽和點分別為800、700 μmol/ m2s
20 ℃光飽和點分別為600、500 μmol/ m2s 
8. 夏季的遮陰控制策略

日射過強所帶來升溫之問題有必要透過內、外遮陰的方式予以降溫。若溫室

內溫度已然過高，則應該儘可能的遮陰，降溫應為最優先之訴求。然而，若溫室

內之溫度還不算太高，在不妨礙光合作用進行之前提下，即，在不低過作物栽培

最適光強度之範圍內，可以內、外遮陰方式遮掉若干百分比。

許等在2004年研究菊花電照省電方式不同光質抑制開花作用，採用3種燈泡

(100W鎢絲燈、23W白光省電燈泡、23W黃光省電燈泡)架設於180 cm高，正下方

之照度100W鎢絲燈約60~90 lux，省電燈泡約40 lux；照度隨水平距離之距離增加

而減弱，水平距離150 cm時照度約 20 lux，250 cm時照度約 10 lux。
23W黃光光譜於545 nm及 610 nm有2個高峰，610 nm處之光量為0.62 μmol/ 

m2s，545 nm處之光量為0.51 μmol/ m2s。該研究使用照度lux及光量子通量密度

μmol/ m2s二種單位。

輻射計、照度計與光量子計在相同陽光條件下之量測結果顯示變化趨勢一

致，存在比例關係，其中照度計較便宜，其餘2種價格高。因此在陽光利用型農

業，是否需要堅持使用昂貴的光量子計與輻射計？值得深思。

當前熱門的話題為植物工廠，分成陽光型、人工光源型與綜合型，其中人工

光源型的主力近期以螢光燈具較為可行，遠期可能LED燈具之技術、價格、散熱

等問題解決後才有機會。目前使用的人工光源主要為高壓鈉燈與省電燈具，主要

原因在於此人工燈產生的光譜適合植物光合作用所需要的光譜範圍，但是此種光

源的能源效率並不高，通常只有30％能源轉換成光能，其餘為熱源。

LED燈具體積小，可釋出一定光譜範圍的波長，LED釋出的光譜顏色由其組

成材料以決定，可釋出近紅外光、可見光與近紫外光之光譜，當LED無近紅外線

光譜時沒有熱源問題。

LED的特性如下：

1. 每瓦功率產生更多光源。

2. 產生特定光譜之光源。

3. 可用以對目標物集中光源。

4. 能夠小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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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壽命長（50,000小時）。

6. 對目標物之向光面並不產生熱源。

7. 電源效率增加30％以上。

使用LEDs對於植物的生長反應尚有許多未明瞭的問題。其中最大的疑問是

哪一段波長對於植物的成長與分化最有效果？只使用紅光或藍光對於植物的生長

與開花有哪些影響？未來開發而成的LED燈具可適合所有作物或是只適合特定作

物？在特定波長下，要提供多少光量才適合此作物？使用LED對昆蟲活動的影響

與人員長期工作之眼力影響，都需要進行研究。

LEDs光量只有傳統人工光源的50％以下，每種LED燈具提供的光量仍然不能

實用。因此使用LEDs之成本仍是十分高昂。在熱源消除方面，LEDs光源釋出的方

向是不具熱能，但是在背面則釋出熱量，因此必須進行冷卻降溫。LED燈具體積

小，可釋出一定光譜範圍的波長，電源效率高，未來可能是人工光源的主力。 

結語結語

植物生長主要能量來源為太陽輻射，植物生長依循熱力學第一定律能量守

恆的概念，光是一種人類眼睛可以見的電磁波（可見光譜）。光是由一種稱為光

子的基本粒子組成，具有粒子性與波動性，陽光帶有的光源波段從紫外光到紅

外光，並非所有波段皆對植物生長有所幫助。植物吸收的光譜範圍為400-700nm
之間，用以表示植物光量需求的另一描述方式為PAR（Photosynthetically Active 
Radiation，光合作用有效能量），單位為μmol/m2s。農業常用的光量計有照度

計、光量子計、輻射計等3種，單位分別為lux、μmol/ m2s、w/ m2。台灣地區園藝

界仍習用 Lux來表示光強度，1 lux之照度為1 lumen之光通量均勻分佈在面積為一

平方米之區域。作物之最適光強度隨依種類而不同，台灣夏季之光強度高達12萬
至15萬Lux，日射過強所帶來升溫問題有必要透過內、外遮陰的方式予以降溫。全

輻射計、照度計與光量子計在相同陽光條件下之量測結果顯示變化趨勢一致，存

在比例關係，其中照度計較便宜，其餘2種價格高。LED燈具體積小，可釋出一定

光譜範圍的波長，電源效率高，未來可能是人工光源的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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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回歸「無肉」飲食是今後全球政體的首要政策人類回歸「無肉」飲食是今後全球政體的首要政策
黃穎捷

摘要摘要

地球人類近百年以來，以「大魚大肉」飲食發展模式，做為「脫貧」、「繁

榮富裕」的定義， 脫離宇宙大地所創造人類原本的草食性飲食習性，使今日地球

整體能源循環，收支不平衡，無法負荷。

1961年，人類對自然資源的需求，相當於地球再生能力的70％。1980年，

維持平衡階段。隨著人口增加，工業快速發展，1999年，人類對地球資源的需求

量，已經大於地球再生能力的20％。目前，人類一年當中消耗掉的資源，在地球

生物循環圈，要花15個月才能再生；即每年，需要1.25個地球的生產力，才能滿

足人類對資源的消耗。全球溫室氣體濃度，這100年不斷上升，平均氣溫，也持續

上升，已導致永凍土的甲烷釋放，當甲烷大量釋放時，將啟動全球暖化週期，一

發不可收拾。 
2009年科學研究指出，全球人類的牲畜產業溫室氣體排放比，占全球總溫室

氣體排放比的51%。農牧產業工廠化的運作發展，是最大因素。地球供應人類肉

食所需的土地，是供應人類果蔬飲食土地的10到20倍。全世界50%的穀物和大豆

的產量，用於餵養牲畜，也導致全球農業生產與人類糧食供應系統不穩定的危機

問題。

2010年全球營養不足的人口從9.25億逼向10億，而全球卻約有12億人口超

重，肥胖者有3億人。研究顯示，肥胖的人比正常體重的人更容易患糖尿病，心血

管疾病和癌症疾病，並早死8-10年。每年全球2千萬人口死於肉食相關疾病。 
美國國家科學研究院與德國波茲坦氣候變遷研究所的研究報告指出，文明

毀滅的因素，每項都是人類改變肉食的飲食發展所致。全球畜牧業生產佔用全

球70％的農地，以及全球30%地表的土地。只要讓這些土地，回歸自然的森林草

原，很快就會吸收大量碳排，使地球降溫。

科學研究指出，人類以大豆與其他替代食品，來取代動物性食品，是逆轉氣

候變遷最好的策略，也讓人類更健康與長壽。

今日人類的繁榮發展，要重新定義。地球人類，必須重新法定共同永續的新

生活規律，即適當統一的「減碳」永續新生活方式。

為全球人類永續共存，全球各政治實體、國家政府，必須勇敢的將畜牧業輔

導轉業。教育人民，改變目前的「肉食」飲食模式，回歸原本自然定律的作法，

回歸宇宙原始設計的自然農業生態、生產、生活模式，人類回歸「非肉」飲食習

性，應列為當前全球焦點施政政策。

全球人類蔬食救自己，救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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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科學證據指出，全球溫室氣體，必須於2015年開始下降，以控制氣溫上升不

超過攝氏2度，否則地球將進入不可逆轉的惡性循環，包括戰爭、瘟疫、饑荒、乾

旱、洪水、颶風等各種災難將輪番席捲地球。

內容內容

Mark Lynas於2007年研究推論全球氣候變遷的禍害，地球表面平均溫度上升

1℃，全球三分之一地表缺水，糧食短缺。升2℃，全球百萬生物衰亡，海洋酸化

破壞食物鏈，水源危機嚴重，糧食分配困難。升3℃，土壤植物碳循環顛倒，亞

馬遜雨林成沙漠，生物大滅絕展開。升4℃，臨海城市淹沒，永凍層釋放大量二氧

化碳，糧食供需失衡。海平面上升進攻內陸，水旱災夾擊，人口大幅衰減。升6℃ 
，人類集體滅亡！  

目前全球陸地沙漠化情況，全球40％陸地表面已受荒漠化影響，每年可耕地

荒漠化1,000萬公頃，每年陸地沙漠化6萬公頃 ，受沙漠化影響的國家超過100國，

受沙漠化影響的人口數10億人以上。 
2008年9月英國獨立報The Independent表示，科學家們發現，數百萬噸甲烷正

從北極冰床底部被釋放到大氣中。地球在6億3千5百萬年前，曾經大量甲烷釋放到

大氣中，導致嚴重暖化和物種滅亡，混亂氣候持續10萬年，這種情況未來可能再

度發生。 
聯合國千禧年生態系統評估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報告指出，農

業生產，特別是肉類及乳製品，消耗全世界70％的淡水資源、38％的土地資源、

排放全球19％的溫室氣體。 
一、至2011年全球處理氣候變遷情況

1990年聯合國設立「政府間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談判委員會(INC)」，1992年通

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1994年150個國家簽訂正式生效。

1988年聯合國大會首次討論氣候變化議題。每年公約締約國大會（COP會議）為

談判磋商平臺。

公約規定將大氣溫室氣體濃度，穩定在足以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

候變化，確保糧食生產免受威脅，經濟發展能持續進行。2010年聯合國墨西哥坎

昆氣候會議通過溫和方案 ，確認富國2020年前每年籌款1000億美元，以援助窮國

的目標，成立「綠色氣候基金」（Green Climate Fund），全球保護熱帶森林。分

享潔淨能源科技、幫助開發中國家適應氣候變遷的方法。設定限制全球平均溫度

不得比工業化前時代上升超過攝氏2度的目標。富國2020年前，較1990年水平削減

排放量25%至40%。富國在京都議定書下，協商新合回削減排放，「確保不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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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 2011年底於南非召開下次氣候會議討論各項提案。但這樣的公約並未有

法定執行效力與效益，公約締約國大會開會已達22年，全球二氧化碳濃度仍不斷

上升。 
二、地球近百年，原本草食性的人類，推向所謂「繁榮富裕」的肉食模式發展 

富裕國家以美國為例，61％的土地在美國（不包括阿拉斯加和夏威夷）用於

農業無論是對農作物或放牧。而其中 2 / 3的農地，或40％的土地用於放牧動物

的飼料。玉米是應用最廣泛生產的飼料糧，在美國，佔90％以上的美國飼料穀物

生產。八千一百四十零萬英畝可利用的土地上種植玉米，與多數作物生長在中西

部。據美國農業部指出，在美國，農場和牧場導致69％的物種瀕危。2010年美國

玉米的生產目標，125億蒲式耳玉米，42％將用來餵在美國牲口，40％政府要求將

用於生產燃料乙醇，2％用於食品，16％出口到其他國家。

2009年，25個國家1400萬農民種植134,000,000公頃轉基因作物。2008年聯合

國糧食權利問題特別報告員瑞士齊格勒（Jean Ziegler）表示，美國與歐盟以糧食

作物製造生質燃料，是造成糧價暴漲的罪魁禍首，歐美的燃料政策是目前全球糧

食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全球農業生產與糧食供應系統不穩定的危機問題

人類所謂「繁榮富裕」的肉食模式發展，導致全球食品安全機能系統障礙，

2010全球營養不足人口的9.25億逼向10億， 全球20億人口微量元素缺乏，但全球

人口大約12億超重-肥胖的3億， 25億人在農業，有13億小農人口，在農村地區貧

窮的75%只有小於2 美元/天的收入。

聯合國糧農組織(FAO)預估，餵養不斷增加的世界人口，全球糧食生產必須在

2050年之前提高70％。但是農業生產效率的提升，完全不足以應付預期的人口成

長。

全球逾七成魚類物種已完全滅絕，剩下的恐在幾十年內消失。就算實施最嚴

格的溫排限制，幾十年內地球氣溫仍將再上升攝氏3.5度，導致亞馬遜雨林消失殆

盡、巨大颶風、沿岸城市重創、大量甲烷不斷從永凍層釋出，最終導致大毀滅。

環境科學家魏茨澤克說：越來越富裕的生活，誘使人類吃更多的肉、乳製

品。豢養的家畜消耗了世界大部分的穀物糧食、淡水資源、也用了大量的化學肥

料、以及殺蟲劑。聯合國環境規劃署( UNPE)永續資源管理跨國專家委員會發表

報告：全球人口預估將於2050年達到91億，而西方大量食用肉品與奶製品的飲食

方式，無法讓地球永續生存。報告表示：人口增加帶來越來越多的肉品消費，而

農牧業對環境帶來的衝擊，預料將大幅地增加。不像石化燃料，農牧業不容易有

替代方案，人都得吃東西。如果要減輕農牧業對環境帶來的衝擊，唯一可行的辦

法，只有靠全世界大規模的飲食改變，不吃動物產品。世界自然基金會指出，以

目前消費速度計算，我們需要第二個地球。 
2000年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食品農業組織 (FAO)、美國農業部

(USDA)、中國農藥部(AOC)的調查報告指出，由於世界人口遽增，糧食供應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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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短缺，工業化生產所造成的污染與土地過度開發，使土壤嚴重貧脊且缺乏所需

的26種礦物質與微量元素；全美90%以上的人口缺乏礦物質與微量元素，嚴重影

響身體健康，其他地區也有同樣情況發生。近半世紀以來，人類飲食及生活習慣

的變遷(大量肉食、高熱量食物、脂肪攝取過多、少纖維蔬果、空氣污染、過度緊

繃的社會導致的精神壓力等)，愈是文明的國家其癌症發生率也愈高。

聯合國報告，數千萬噸的海洋生物50%是拿去喂牲畜，繼續捕撈恐造成未來

幾十年內所有海洋生物死亡。每年被殺的魚數千萬噸的海洋生物50%是拿去喂牲

畜，不是給人吃。猪和雞吃的海鮮是全美國人吃的六倍，是全日本人吃的兩倍。

如果摒棄動物性產品就可以拯救海洋，拯救氣候。 
四、2009年研究指出牲畜業溫室氣體排放比占全球51% 

2009年《世界瞭望雜誌》〈畜牧業與氣候變遷〉作者Robert Goodland與Jeff 
Anhang共同指出，我們完全低估為了肉食畜養動物的生命循環與供應鏈對環境

所造成的衝擊，世界農糧組織2006《畜牧業的巨大陰影》報告指出，牛隻、水

牛、綿羊、山羊、駱駝、猪與家禽排放的溫室氣體佔全球排放量的百分之18。但

Goodland與Anhang研究發現：飼養動物一年至少產生326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是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量的百分之51。 
五、大豆與其他替代食品來取代動物性食品，是逆轉氣候變遷最好的策略

羅伯特古德蘭(Robert Goodland)在《牲畜和氣候變化》指出，預計2050年全球

肉類製品產量，將超過1999年/2001年的2億2千9百萬公噸，增加到4億6千5百萬公

噸，而奶類產出預計將從5億8千萬公噸，成長到10億4千3百萬公噸。肉類產業溫

室氣體排放佔全球51%，工廠化農牧場運作是最大因素。供應肉食餐所需土地，

是蔬食餐的10到20倍，全世界一半的穀物和大豆產量，用於餵食牲畜。研究結

論：大豆與其他替代食品來取代動物性食品，是逆轉氣候變遷最好的策略。

六、文明毀滅的因素，肉食所致

1970年至今，地球的肺，亞馬遜雨林91%被清砍，聯合國糧農組織指出，畜

牧業是全球濫伐的主因。美國國家科學研究院與德國波茲坦氣候變遷研究所資料

指出，畜牧業生產佔用七成農地以及地表將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讓這些土地

回歸自然的森林草原，它們很快就會吸收大量碳排。

七、推動自然農業生產與蔬食，輔導全球畜牧轉業，是21世紀地球氣候危機唯一

對策

如果各國政府停止補貼畜牧業和漁業，改成支持有機純素食品的生產，就能

省下4/5抗暖化的費用，省下水污染的成本，省下一兆美元因為肉食相關的疾病如

癌症、心臟病、糖尿病、肥胖症、食物中毒等等的醫療成本。純素食品每年能避

免全球兩千萬人死於肉食相關疾病，能享受更長壽、更健康快樂的生活。

美國羅德島研究所指出，世界可耕地如果都以自然農業有機耕種，土壤可自

動吸40%的二氧化碳；德國一項研究發現自然農業有機蔬食，可以減少高達94%溫

室氣體排放；荷蘭科學家計算健康有機蔬食不但大幅減少暖化，還能省下至2050



台中區農業改良場一○○年專題討論專集76

年為止抗暖化的費用。 
八、人類本是草食性動物

人的身體構造並不適合肉食，人類牙齒結構，屬於草食性動物設計。人類是

從「以草食為主的猿猴類」演化而來，而後來才漸漸改變為肉食。人類進化史，

人類的基本上是草食性動物，這可以從人類與老祖宗猿猴的生理構造同樣還保留

有精囊(seminal vesicle)得到印證。哺乳動物具有精囊則只有以蔬菜及水果為主食

的草食性的動物中才有。精囊在肉食性的動物－如狗、貓是不存在的。人類一萬

五千年前，才開始改變飲食習性，包括學習飼養家畜、貯藏食物、烹調及開始攝

取肉類及脂肪。這種飲食習慣的改變和後來人類發生的許多文明病息息相關，包

括癌症。  
九、新舊時代營養學概念

舊時代營養學：無肉令人瘦

富有價值的營養＝大魚大肉＋加工食品＋水果＋配小菜＋維他命營養劑＝營養不

均衡＝慢性病致短壽

新時代營養學：無肉令人壽

富有價值的營養＝充分綠色蔬菜＋水果＋五穀雜糧＝均衡營養＝無慢性病致長壽

十、人類新營養學發展

1930年科學家發現14種維他命及20種礦物質是人體主要的微量營養素，能幫

助人們，更長壽、更健康、人體缺乏礦物質、維他命，會嚴重影響身體健康，因

此維他命營養品發展，1935年就達上億美元營業額。但1935年至2005年之間，全

球的心臟病發率、中風、癌症比例連續70年每年都在增加。1990年，科學家才發

現原來缺乏第三種微量營養素「植物化學物質」，因為這第三種微量營養素植物

化學物質在加工食品裡沒有，動物性食品也沒有，不過在蔬果裡面有，所以錯以

為吃加工食品之外，補充一些維他命和礦物質就夠了。

醫學研究陸續證實，番茄裡面有上千種營養素，包心菜 、生菜、黃瓜、豆

子、莓果、根芽菜、都有數百種、數千種營養素，對保持健康非常重要，綜合過

去15年營養學的研究結論，發現必須要吃高微量營養素的食物，不只是那些70年
前發現的營養素，還要攝取新的營養素植物化學成分Phytochemicals，這些成份是

在水果、蔬菜、榖類等素食中所含的化合物。

醫學研究陸續證實，植物性食物中的化學成分phytochemicals，有別於維他

命和礦物質，可以保護細胞，避免遭受自由基的傷害，防止慢性退化性病變的發

生，包括動脈硬化、關節炎、中風、心肌梗塞、心絞痛、老年痴呆、巴金森氏症

和癌症等，尤其是其所具有的抗癌、防癌效果。

植物性食物中的化學成分，透過多重的生物效應，對細胞從正常狀態轉變成

癌細胞所具有的明顯抑制能力，也因此被稱為是21世紀的維他命，將在人類預防

癌症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確認，人體主要的微量營養素不是礦物質、維

他命，而是植物營養素phytonutrients。植物化學成分phytonutrients所具有的生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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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下列幾項： 
1. 提升免疫力                  
2. 誘導細胞良性分化 
3. 抑制血管增生               
4. 促進細胞凋亡 
5. 抗氧化之作用                
6. 抗細胞增生 
7. 植物性類激素的拮抗作用       
8. 膳食纖維降低致癌物影響　  

蔬果含豐富植物化學成分phytonutrients，包括：硫化丙烯(Allyl Sulfides) 吲哚

(Indoles) 類黃鹼素（Lsoflavones）異硫氰酸鹽(Isothiocyanates) 酚酸(Phenolic Acids) 
多酚類(Polyphenols) 植物皂素(Saponins) 菇類、松稀油（Terpenes）、、、，所有

新發現的營養素都在天然水果、蔬菜裡、豆子、堅果、種子裡。

美國Dr. Fuhrman表示，世界各國都犯了一個大錯，為了要保護人民的健康，

以為人民什麼都能吃：白麵粉、麵包、白麵、糖、天天喝汽水，不用攝取高微量

營養素的食物，吃維他命就好了，結果發現行不通，必須吃真正的食物。 
健康的食物，農夫種新鮮蔬果，農地裡有青椒、番茄、萵苣、生菜、芝麻超

級食物，能預防慢性退化等、危險疾病、避免不治。

Dr. Fuhrman表示，動物性食品雞、肉、魚、蛋不該是蛋白質的主要來源，

素食才是健康飲食，我們必須從天然的植物攝取植物化學物質。麵、麵包、白米

都沒有植物化學物質、抗氧化素，這些食物沒有多少維他命Ｅ、Ｋ、葉酸、黃酮

素、木質酚素、植物固醇、所有植物化學物質、還有胡蘿蔔素來預防疾病。加

工食品、喝汽水糖、白米飯、白麵、白麵包，都不是高營養的食物，不能維護

健康，它們沒有微量營養素，動物性食品也沒有，雞、肉也都沒有那些微量營養

素，沒有維他命Ｅ、Ｋ、葉酸、黃酮素、木質酚素、植物固醇、胡蘿蔔素，加工

食品裡面也缺乏這些營養素。 
從加工食品獲得卡路里，缺乏蔬菜水果，會缺乏抗氧化素及素食裡面所含的

植物化學物質。Dr. Fuhrman表示，選擇多吃營養素最高的食物綠色蔬菜，每一卡

路里所含的營養素比其他食物要高。動物性食品雞肉、猪肉每一卡路里所含的營

養素不高，卡路里很高，但微量營養素很少。

Dr. Fuhrman指出，綠色蔬菜綠花椰菜、包心菜、甘藍菜富含蛋白質，還有很

多微量營養素、植物化學物質、抗氧化素能減緩身體老化，保持青春活力，健康

強壯，直到晚年，世界各地最健康的人，最長壽的人，吃最多蔬菜的人，活得最

久。 
十一、最佳健康食物--植物性新四類飲食：蔬菜、水果、全穀類、及豆類

第一類是豆類：四季豆、菜豆、扁豆、豌豆等，豆類含有抗性澱粉，抗性澱

粉不會讓葡萄糖上昇，分解大腸裡面的細菌會將抗性澱粉轉化成短鏈脂肪酸，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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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脂肪酸保護預防癌症，豆類有助於減重，給我們能量，蛋白質很高，又能預防

癌症，科學研究證明豆類幫助老人更長壽。

第二類是綠葉蔬菜：健康飲食就是生食一些蔬菜，也要吃煮熟的菜，我們要

吃綠葉蔬菜生菜、黃瓜、萵苣、花耶菜，這些綠葉蔬菜有特別的營養素，確實能

預防乳癌、攝護腺癌、直腸癌、心臟病、中風又有助於長壽。

堅果、種籽、杏仁、腰果、芝麻、葵花子是超級食物，含有保護的營養素，

能預防心律不整，降低膽固醇，讓人們更長壽，避免心臟病而猝死，穩定腦部。

種子及堅果裡健康的脂肪有助於吸收，蔬菜及豆類的營養素讓蛋白質非常完整，

所以不只少吃脂肪，而是吃更完整的食物堅果種子的健康脂肪。堅果及種子含特

殊的營養素植物固醇，能降低膽固醇，預防心臟病發，還能有效抗癌。芝麻跟橘

子混合做成沾醬，配沙拉吃或將堅果、種籽加入番茄醬用來沾或調味，用堅果、

種籽調沾醬，是優良營養的重要方法之一。

第三類是水果：橘子、莓果、奇異果含苯酚、花青素等各種特殊化合元素。

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每日蔬果適當攝取量為400-800公克。第四類全穀類：

包括高梁、野米、糙米、五穀米、燕麥、意仁等，少吃加工白米或白色麵粉，多

吃全穀類。

十二、素食營養不良？

醫學研究指出，只要攝取均衡，素食非但不會造成營養不良，反而對人的健

康是相當有益。美國「責任醫藥內科醫生委員會(PCRM)」1991年論文：「素食對

於人體健康的利益十分顯示」。PCRM︰「素食可以有效的避免癌症、心臟病、

高血壓、糖尿病、膽結石、腎結石、骨質疏鬆症、氣喘。」流行病學調查指出，

多攝取蔬菜、水果及五穀雜糧類，確實可降低罹患各種癌症的機會。1991年起，

美國開始全力推廣"5 a Day"的飲食防癌運動後，癌症罹患率有逐年下降趨勢。 
1. 1991年美國政府「新四類食物」

☉ 全物︰包括麵包、通心粉、米、小麥及其他物，「全物」是指未加精鍊的物，

它們富含纖維、碳水化合物、蛋白質、維生素B 及鋅。

☉ 豆類︰它們是纖維、 蛋白質、鐵、鈣、鋅、維生素 B 等營養成份的良好來源。

☉ 蔬菜︰它們提供維生素 C、β胡蘿蔔素、核黃素和其他維生素、鐵、鈣、纖維

等營養素。

☉ 水果︰它們富含纖維、維生素、β胡蘿蔔素等，最好每天吃水果，果汁與水果

的營養價值不同。

2. 美國1956年「四類基本食物」VS. 美國1991年「新四類食物」

西元1956年美國政府向公民推薦「四類基本食物」(Four Basic Food Groups)：
肉類、乳製品、全物、蔬菜水果，把肉類當是一種必須的飲食。

美國醫學界發現這種以肉食為中心的飲食習慣確會帶給人體包括心臟病、癌

症、中風及其他嚴重的疾病。

西元1991年PCRM提議「新四類食物」為「全物、豆類、蔬菜、水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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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纖維的植物性食物來取代先前富含擔固醇與油脂的食物。 
理論物理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表示，沒有什麼比進化成素食更能改善健

康和增加人類在地球上存活的機會了。

十三、人類回歸草食性的利益的證明

醫學研究報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39年，挪威被德國入侵的挪

威，由於牲畜被奪，挪威人民無肉食可吃，心血管疾病發病明顯下降。至1945年
戰爭結束，恢復肉食，人心血管疾病發病呈現明顯上揚。 

現代營養學食物的選擇：限制（或消除）不健康的食品，包括加工食品和動

物產品。多吃植物為基礎的食物中含有微量營養高的食物─蔬菜、豆類、蘑菇、

洋蔥、種子、堅果、水果，可確保健康和降低衛生保健費用。

十四、人類歷代菁英的選擇─吃素

中國高僧傳記載歷代數百位吃素高僧個個智慧過人，蘇格拉底，數學家畢達

哥拉斯、柏拉圖、西方醫學之父希派克拉提斯、文藝復興巨擘達文西、美國開國

元勳富蘭克林、詩人梭羅、愛默生、牛頓、達爾文、詩人彌爾敦、雪萊、劇作家

蕭伯納、法國哲學家盧梭、伏爾泰，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德國人道主義者史懷

哲、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這些偉大的心靈、一流的頭腦，一致特徵─吃素。

十五、素食者體力試驗超過食肉者

1904年，比利時大學舒特登（H Schouteden ）對人的手臂進行研究，比較素

食者和食肉者的耐力、力量和疲勞消除的速度，結果顯示，素食者在三方面都較

強。

1907年，耶魯大學經濟學家費希爾（Irving Fisher）進行不同飲食習慣者耐力

試驗，比較習於正常高蛋白飲食的運動員、慣於無肉低蛋白飲食的運動員和坐辦

公桌的無肉低蛋白飲食者，實驗做法是盡可能長時間地將手保持水平、臉朝上仰

臥向上伸腿、兩膝以下彎曲，結果證實，素食者的耐力遠超過食肉者。

十六、2010年聯合國促改採純素飲食，遠離動物產品

2010年6月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簡

稱UNEP）和歐盟執行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共同發表《消費和生產

對環境影響的評估：重點產品與材料》（Ass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riority Products and Materials）報告指出，考慮環境

的影響，呼籲徹底改變以經濟看待資源方式。

化石燃料能源和農業是環境壓力兩大主因，尤其是生產肉類和乳製品的動物

養殖。農業和相關的食品消費，對棲地、氣候變遷、用水和有毒物質的排放都造

成巨大影響。

全球人口日益增加和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環境的推波助瀾的效應，除非能改

變生產和消費的模式。

2009年聯合國糧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簡稱

FAO）指出，在2050年之前，全球的糧食生產量必須提高70%，才能餵飽全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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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2010年新報告指出，目前農業無法應付人口成長，富含肉類和乳製品的飲食

是不永續的，人口成長導致動物產品消耗量增加，將大幅提高農業衝擊。

農業不比化石燃料，很難尋找替代方法，唯有全球大規模改變飲食，遠離動

物產品，才能真正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結語結語

人類已面臨在地球生活的生命週期毀滅性危機的階段。全球畜牧業是地球暖

化危機的原兇。全球人類「非肉飲食」，是最快速、最符合經濟效益唯一可行的

氣候抗暖化方案。

全球「工廠式畜產」事業，應勇敢，慈悲的轉業，協助發燒的地球降溫，恢

復地球健康，挽救人類在地球永續性的共存發展。人類回歸原始「非肉飲食」習

性，應即列入當前世界政體焦點政策。

為人類在地球的永續共存，全球政治領導人，應勇敢、嚴肅的發出指令，讓

地球人類在5年內，回歸原本「非肉飲食」的草食習性。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 《消費和生產對環境影響的評估：重點產品與材料》（A s s e s s i n g  t h 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riority Products and 
Materials） 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永續資源管理國際小組（International Panel for Sustainable Resource 
Management） 2010

2. Joel Fuhrman, MD , Eating Ourselves To Death 2010 London
3. Ester van der Voet ,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Food and AgricultureWorld 

Preservation Foundation Event “Leaders Preserving our Future＂ 3 november 2010, 
London

4. Anthony Kleanthous, Eating Earth, Westminster, 3rd November, 2010.
5. MEAT IS THE PROBLEM.
6. Jens Holm, MP, Left Party, Sweden，The way forward Policy change at national and 

EU level and awareness campaigns on reduced meat consumption， www.jensholm.se 
，www.meatclimate.org ， London 3/11-11

7. Health Care Costs，Scholze J, et al. Epidemiological and economic burden of 
metabolic syndrome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in Germany, 
Spain and Italy; a prevalence-based model. BMC Public Health. 2010. Sep 2;10:529.

8. 賴基銘 2000 從人類進化觀點看飲食防癌 台灣癌症基金會。



 81人類回歸「無肉」飲食是今後全球政體的首要政策

9. 林納斯（Mark Lynas），Six Degrees: Our Future on a Hotter Plane，2007 
10.Today is World Overshoot Day by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Published Oct 9 2006
11.Rome , Livestock a major threat to environment , 29 November 2006 
12.Geoff Tansey ,World Preservation Foundation Conference, 3 Nov 2010 
13.www.tansey.org.uk Global food security &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s and choices
14.Hsien Hui Khoo, Structural causes of shorter-lived climate forcers , 2009
15.David G. Vaughan , Sea-level rise: another face of climate change, 2009
16.Susan Subak, The analysis of the U.S. feedlot beef production system , 2009
17.Global Warming Science GHG Emissions - Sources , 2011
18.Nathan Fiala ，The Greenhouse Hamburger，2009
19.Mathis Wackernagel , After Copenhagen: What’s Next? , 12/19/2009
20.Hsien Hui Khoo, co-founder Structural causes of shorter-lived climate forcers. 2010
21.阮忠清 2000 微量元素是人體健康泉源。

22.Al Gore, Davis Guggenheim,  An Inconvenient Truth ,2006.



台中區農業改良場一○○年專題討論專集82

昆蟲取食對葉片光合作用空間差異的影響昆蟲取食對葉片光合作用空間差異的影響
廖君達

前言前言

植物面對昆蟲取食危害，發展出多元的防禦機制，可大類區分為直接防禦、

間接防禦及耐受性等 (Chen, 2008)。植物由環境中取得初級代謝所需的能量及資

源，供作植物生長、生殖及儲存。植物發展防禦機制時，出現了能量與資源的重

新分配，或植物增加同化作用以滿足代謝所需 (Schwachtje and Baldwin, 2008)。當

昆蟲取食植物葉片時，會直接減少葉片面積及破壞葉片組織的正常功能。至於，

未受損的同一葉片剩餘組織或同一植物不同葉片的光合作用的影響存在高度的變

異，並會因危害昆蟲取食行為的不同或植物特性的不同而改變 (Welter, 1989)。
對於葉片光合作用活性的評估，經常是應用攜帶式光合作用測定系統 （portable 
photosynthesis system）來測量較大範圍內葉片的氣體交換。對於葉片小面積受害

或受害孔洞周邊的組織與遠離孔洞組織間光合作用活性的空間差異則無法適用。

然而，葉綠素螢光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影像技術的發展，提供非侵入性的方

法來測定同一葉片不同部位的光合作用效率等參數 (Baker et al., 2001)，有助於瞭

解葉片光合作用活性的空間差異。昆蟲取食植物葉片，對於未受損葉片的平均光

合作用活性影響不大，但透過葉綠素螢光影像技術，發現受損傷口周邊組織與遠

離區域間出現光合作用活性的空間差異。昆蟲取食葉片所造成的傷口會促使水分

由切口邊緣散失，有較高的蒸散作用，使得葉面溫度在短時間內顯著的降低，使

植物可能面臨水分逆境的風險。此外，誘發的防禦性物質對於葉片光合作用的活

性亦可扮演積極的角色。相關的研究對於瞭解植物啟動防禦機制及維持正常的生

理功能有所助益。

內容內容

一、葉脈受損對光合作用空間差異的影響

Peterson et al. (2004) 以不同的豆類包括紫花苜蓿 (Medicago sativa)、蝸牛苜蓿 
(M. scutellata)、蒺藜苜蓿 (M. truncatula)、雜三葉草 (Trifolium hybridum)、紅三葉

草 (T. pratense) 及黃香草木犀 (Melilotus offi cinalis) 等 6 種為供試植物，分別進行

以下處理，包括剪除小葉末段 50% 的葉片組織來模擬昆蟲傷害處理、 3 及 4 齡秋

夜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 幼蟲取食 1~4 小時處理及未傷害為對照。處理後 1 及 
24 小時以攜帶式光合作用測定系統測量。結果顯示，模擬及實際昆蟲損害對於供

試豆類植物光合作用率並無顯著的影響。而且，紅三葉草經剪除小葉末段 50% 的
葉片組織處理後 1 及 7 天的 CO2 交換速率、氣孔導度、蒸散速率及細胞間 CO2 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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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相較於對照間未達到顯著性差異。顯示這些豆類植物葉片遭逢模擬或實際昆蟲

損害，對於光合作用活性沒有顯著的影響 (Peterson et al., 2004)。
Aldea et al .  (2005) 以日本豆金龜  (Popillia japonica) 成蟲及玉米穗蟲 

(Helicoverpa zea) 幼蟲取食大豆 (Glycine max) 三出複葉之一側生小葉，並以同一

複葉之另一側生小葉為對照。日本豆金龜成蟲取食葉片之葉脈間組織，避免危害

主脈及支脈；而玉米穗夜蛾幼蟲嚼食葉片，包括主脈及支脈。此兩種不同取食型

態的昆蟲均會造成大豆受損小葉的蒸散速率相較於對照增加 20~90%，並可持續 4 
天；但不影響到受損小葉的淨光合作用率及被取食部位周邊未受損組織的氣孔導

度。此外，受日本豆金龜取食小葉的空間平均 PSII 實際光能轉換效率（ΦPSII）
為 0.42 ± 0.02 相對單位，對照為 0.42 ± 0.01 相對單位；同樣地，受玉米穗蟲取食

小葉的空間平均 ΦPSII 為 0.38 ± 0.01 相對單位，對照為 0.39 ± 0.02 相對單位；顯

示昆蟲取食對於空間平均 ΦPSII 並無顯著的影響 (Aldea et al., 2005)。
大豆葉片經玉米穗蟲取食後，蟲體移除後 1 小時內以葉綠素螢光影像測定葉

片螢光參數。受損小葉之孔洞邊緣內 100~500 μm 葉片組織的 ΦPSII 值相對於遠

離受損區域或對照小葉降低超過 50%。但移除蟲體後 30~120 分鐘，整個受損小葉

的 ΦPSII 值，相對於對照小葉僅短暫增加 3~4 % (Aldea et al., 2005)。顯示直接與

切口邊緣相鄰的局部葉片區域的 ΦPSII 值有降低的情形 (Aldea et al., 2005)。
日本豆金龜及玉米穗蟲取食大豆葉片會造成蒸散速率的提升外，在大豆側生

小葉的葉脈間組織以直徑 0.55 cm 的打孔器造成12個孔洞，佔小葉面積的18%。受

損葉片的蒸散速率相較於對照顯著的增加，並持續維持 6 天，但受損葉片的光合

作用率相較於對照沒有顯著的影響。顯示無論是昆蟲危害或機械性傷害葉脈間組

織，大豆受損葉片的蒸散速率均顯著地增加 (Aldea et al., 2005)。
由熱影像顯示，葉片相鄰於玉米穗蟲蛾危害孔洞 50~300μm 區域內的葉表

溫度降低 1~2℃，此外，玉米穗蟲在葉片表面造成微小的上顎啃痕部位的葉溫也

有冷卻的情形，較低的溫度顯示較多的能量以潛在熱的形式散失，因此有較高的

蒸散作用，由熱影像推論水分快速地由切口邊緣或其他昆蟲造成傷害的區域蒸發 
(Aldea et al., 2005)。

大豆葉片經昆蟲嚼食或機械性傷害後，將葉片連同葉柄切下置於非滲透性的 
1% sulforhodamine G 螢光染劑水溶液中，觀察水移動的路徑。由受玉米穗蟲危害

後的螢光顯微照片觀察，sulforhodamine G 螢光染劑的運輸區域未受到受損孔洞的

限制，並能夠抵達受損支脈的末端。應用光學顯微鏡觀察發現，螢光染劑經蒸發

後沉澱在距離受損孔洞邊緣約 100~250 μm 的位置，呈連續性的帶狀物，但不會

沉澱於受損的葉脈。顯示水分離開輸導組織後，透過質外體 (apoplast) 路徑移動及

經由葉片受損表面蒸散 (Aldea et al., 2005)。此外，切口邊緣以甘油 (glycerin) 進行

滲透，甘油不能夠通過 4 級 (fourth-order) 或 5 級葉脈，甘油的擴散受到大豆葉片

維管束鞘延伸 (bundle sheath extension) 的限制。推論維管束鞘延伸以及支脈成為

限制水蒸汽在葉肉組織擴散的有效障礙 (Aldea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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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大豆側生小葉接近葉柄 1 cm 處及接近葉尖 1 cm 處的中脈分別以直徑 1 cm 
的打孔器機械性傷害，再分別測定淨光合作用、氣孔導度及 ΦPSII 值等，並以同

一複葉之另一側生小葉為對照。接近葉柄中脈損害處理小葉之光合作用率及氣孔

導度相較於對照顯著的降低，然而，受損小葉空間平均 ΦPSII 值較對照小葉顯著

提升約 8%。至於，接近葉尖中脈損害處理對於小葉之光合作用率、氣孔導度及 
ΦPSII 值並無影響。顯示大豆對於昆蟲危害的耐受性極高，當大的葉脈受損才會

影響到大豆未受損葉片組織的光合作用 (Aldea et al., 2005)。
二、受損傷口周長對葉片光合作用空間差異的影響

Tang et al. (2006) 分別以 1 齡及 4 齡的擬尺蠖 (Trichoplusia ni) 幼蟲取食阿拉

伯芥 (Arabidopsis thaliana) 葉片 24 小時，另以未處理為對照，移除幼蟲後 1、4 天
後以攜帶式光合作用測定。結果顯示，經過 1 及 4 齡幼蟲處理對於葉片光合作用

有不同的影響，1 天後的 1 齡幼蟲危害葉片相較於對照有較低的碳同化作用，而 4 
齡幼蟲危害葉片的碳同化作用相較於對照沒有顯著的變化。至於，1 及 4 齡幼蟲

於危害後 1 天的呼吸作用及蒸散作用均有顯著的增加。 
比較移除幼蟲 4 天後葉綠素螢光影像在空間型態上的不同效果，顯示 1 齡幼

蟲危害葉片沿著孔洞切口邊緣及在一些孔洞間區域的 ΦPSII 值及最大光化學效

率 (Fv/Fm) 值受到抑制。相對地，4 齡幼蟲危害處理葉片的 ΦPSII 值及 Fv/Fm 值
較高且均一，僅有直接與孔洞相鄰葉片組織的一個窄帶受到抑制。顯示 1 齡幼蟲

危害相較於 4 齡幼蟲對阿拉伯芥葉片碳同化速率及 ΦPSII 值有較強的抑制情形 
(Tang et al., 2006)。

比較1 齡及 4 齡的擬尺蠖幼蟲取食阿拉伯芥葉片對葉溫的影響，顯示接近切

口邊緣的葉溫顯著的降低。 1 齡幼蟲取食後 1 天，接近切口邊緣區域的葉溫相較

於遠離切口區域降低 0.60 ± 0.15 ℃，取食後 4 天則降低 0.28 ± 0.10 ℃；至於 4 齡
幼蟲取食後 1 天，接近切口邊緣區域的葉溫相較於遠離切口區域降低 0.35 ± 0.08 
℃，取食後 4 天則持平。顯示，受損切口邊緣葉溫蒸散冷卻的現象會隨著時間而

遞減 (Tang et al., 2006)。
擬尺蠖 1 齡幼蟲取食阿拉伯芥葉片造成孔洞的周長對面積的比值 (perimeter-

to-area ratio) 高於 4 齡幼蟲所造成的孔洞。而且，當相同葉片面積因幼蟲取食移

除，受害葉片光合作用受抑制區域的 ΦPSII  值在 1 齡幼蟲危害處理低於 4 齡幼

蟲危害處理。顯示切口邊緣的多寡是重要的，接近切口邊緣的組織有較低的光合

作用及較高的蒸散作用，水分由該區域的散失可造成局部的水分逆境 (Tang et al., 
2006)。
三、植物防禦性物質對葉片光合作用空間差異的影響

Zangerl et al. (2002) 使用具有多對複葉的歐洲防風草 (Pastinaca sativa) 為供試

植物，將擬尺蠖幼蟲取食 1 片小葉 24 小時，以受害小葉相鄰中脈另一側的小葉為

對照。移除幼蟲後 0 及 72 小時，使用葉綠素螢光影像系統測定光合作用的變化。

顯示擬尺蠖危害區域延伸的大塊區域的光合作用受到抑制，並持續達到 7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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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作用受到抑制區域的平均面積 242 mm2，約 6 倍於擬尺蠖的平均取食面積 (41 
mm2) (Zangerl et al., 2002)。將歐洲防風草小葉表面光合作用受到抑制的區域取

出，測量該區域面積，另使用 HPLC 分析呋喃糖香豆素 (furanocoumarin) 的含量。

呋喃糖香豆素的含量在受損小葉組織相較於對照增加近 8 倍，而且較大的受影響

小葉面積有較高的呋喃糖香豆素含量。推論擬尺蠖幼蟲取食誘發合成的呋喃糖香

豆素可能會抑制歐洲防風草的光合作用 (Zangerl et al., 2002)。
Gog et al. (2005) 外施多種精油於可合成精油物質的歐洲防風草 (Pastinaca 

sativa)、荷蘭芹 (Petroselinum crispum) 及粗檸檬 (Citrus jambhiri) 等 3 種植物的葉

片表面，隨後以針刺製造傷口讓精油進入葉片，觀察外施精油的影響；或以刀片

畫破葉表，觀察內生精油對於葉片的影響。應用葉綠素螢光影像來評估精油對於

葉片光合作用的影響。結果顯示，粗檸檬相較於歐洲防風草及荷蘭芹，對於精油

的感受性較高。外施化合物的毒性測試是由光合作用受抑制面積來代表，毒性高

低依序為異松油烯 (terpinolene)、γ-松油烯 (γ-terpinene) 及α-蒎烯 (α-pinene)；
肉豆蔻素 (myristicin)、香葉醇(geraniol)、丁香烯 (caryophyllene)等化合物對於植物

無顯著的毒性。內生精油對於葉片毒性的評估試驗顯示，3 種植物葉片的 ΦPSII 
值均顯著地受到抑制，受抑制量以荷蘭芹最高，粗檸檬最低。Gog et al. (2005) 推
論當昆蟲取食會將精油由葉片安全的區隔結構中釋放出來，參與到昆蟲取食對植

物光合作用的影響。

結語結語

昆蟲取食植物葉片造成的傷口會促使水分由切口邊緣散失，有較高的蒸散作

用，使得葉面溫度在短時間內顯著的降低，使植物可能面臨水分逆境的風險。然

而，嚴重昆蟲取食對於葉片平均光合作用活性的影響有限，常受到植物葉片的特

性及昆蟲取食行為的差異而有不同的效果。透過葉綠素螢光影像技術，光合作用

活性在同一葉片呈現迥異的空間分布，對於瞭解植物啟動防禦機制及維持正常的

生理功能有所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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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得舒飲食(DASH)認識得舒飲食(DASH)
張惠真

摘要摘要

得舒飲食是美國1993年至1997年由4個醫學中心聯合執行的研究計畫，該研究

的全名為「Dietary Approach to Stop Hypertension」，簡稱「DASH」，是一個經科

學及臨床試驗証實，能有效降低血壓的飲食治療方法。

前言前言

高血壓是一種慢性病，潛在地危害著國人的健康，根據「2005-2008的國民

營養健康調查」顯示，50歲以上人口高血壓比率為38.5%，而潛在高血壓患者為

38%，可知高血壓的盛行率依然是居高不下，而大部分的民眾不是帶有高血壓就

是有高血壓的潛在性風險。一旦發現罹患高血壓，除了服用降血壓藥物外，還可

利用「飲食」來控制血壓。得舒飲食(DASH)強調高鉀、高鎂、高鈣、高膳食纖

維、豐富的不飽和脂肪酸、節制的飽和脂肪酸的飲食，經臨床實驗證實，是具有

多重健康效益的高血壓防治飲食，還可預防腦中風、糖尿病、骨質疏鬆、大腸直

腸癌和冠狀動脈心臟病。

內容內容

高血壓又稱為隱形殺手，多半要依靠終身服藥才能將血壓控制在正常範圍

內，若失控，很容易發展易致命的疾病，包括心肌梗塞、腦中風、慢性腎病變…

等。高血壓患者除了服用降血壓藥物外，還有利用＂飲食＂來控制血壓；以前的

做法是限制鹽分的攝取、避免攝取醃製類和加工食品，炒菜灑個鹽巴都要斤斤計

較，或是滷肉都不加醬油，甚至連調味料都不敢加，造成許多人對血壓的飲食控

制在執行上有一定的難度。

美國1993年至1997年由4個醫學中心聯合執行得舒飲食研究計畫，該研究的

全名為「Dietary Approach to Stop Hypertension」，簡稱「DASH」，經科學及臨

床試驗証實，能有效降低血壓的飲食治療方法。1997年發表DASH飲食降低血壓

的效果後，美國官方予以推廣外，醫界、心臟學會及高血壓防治委員會也都加以

推薦，開啟高血壓防治的新頁，成為正式納入美國最新高血壓教育計畫手冊的一

個經科學及臨床試驗証實，能有效降低血壓的飲食治療方法，與減鈉、減重、運

動、節制飲酒，並列在生活療法中。

在衛生署委託中研院生物醫學研究所主持『國民營養改善計畫』中，研究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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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依照美國DASH試算方式，為國人設計「台灣版-得舒飲食」，透過董氏基金會

於2009年5月21日公佈台灣版得舒飲食，幫助高血壓患者控制血壓，也有助國人

預防高血壓疾病。董氏基金會並極力推廣「得舒飲食」觀念，強調得舒飲食精神

是一種生活習慣而不是一套食譜，建立自主管理選別食材的能力才是最重要。得

舒飲食(DASH)強調許多高血壓人應多吃的東西，而不只是一味的強調，這個不能

吃、那個不能吃。其原理是使用高鉀、高鎂、高鈣、高膳食纖維、不飽和脂肪酸

豐富、飽和脂肪酸節制的飲食，以多種營養素的搭配，全方位的改善健康來達到

降血壓的目的。

得舒飲食建議民眾、特別是高血壓患者，掌握天天攝取5份蔬菜、5份水果、

多吃白肉少紅肉、用好油吃堅果，並搭配每天2份低脂乳品的方式，再加上全穀根

莖類主食，藉以降血壓，還有預防中風、骨質疏鬆、和大腸直腸癌與冠狀動脈心

臟病等好處。腎臟病人因為對鉀的攝取有所限制，而DASH強調高鉀，因此採用

前應洽詢醫師或營養師的意見。

台灣版得舒飲食5原則如下：

一、選擇全穀根莖類

● 選用含麩皮的全穀及根莖類，如糙米、紫米、燕麥、蕎麥、薏仁、綠豆、紅

豆、地瓜、芋頭、馬鈴薯等，取代白飯、白麵製品。

● 主食類儘量2/3以上選用全穀根莖類。

二、天天5+5蔬果

● 每天攝取超過5份蔬菜、5份水果。

● 多選用含鉀豐富蔬果，如莧菜、韭菜、菠菜、空心菜、金針菇、綠蘆筍、竹

筍、芭樂、哈密瓜、桃子、香瓜、奇異果、椪柑、香蕉等。

三、多喝低脂乳

● 飲用低脂奶會腹瀉、脹氣者，可食用低乳糖或脫乳糖的優酪乳、優格及乳製

品。

四、紅肉改白肉

● 以豆製品、白肉(魚肉、去皮的雞鴨鵝肉)為主，少吃紅肉(猪、羊、牛肉)及內

臟。

● 一天不超過半個蛋

五、吃堅果用好油

● 每天吃1湯匙核果、種子，如去殼花生粒、芝麻、核桃仁、腰果、松子、杏仁

等。可加於菜中灑在飯上、或選擇含核果種子的饅頭、土司。

● 烹調選擇橄欖油、沙拉油、葵花油、芥菜油等各式好油搭配使用，取代奶

油、猪油等。

● 少吃油炸、油煎、含過多飽和脂肪的食物，如薯條、炸雞、三層肉、猪油、

奶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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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園土壤及葉片營養診斷之現況果園土壤及葉片營養診斷之現況

賴文龍

摘要摘要

臺中地區主要經濟果樹栽培區域以低中海拔之山坡地及農田為主，栽培柑

桔、高接梨、葡萄、甜柿等其他果樹，據農業年報(2009)統計指出，臺中地區果樹

栽培面積逐漸增加中，其中柑桔1,636公頃、高接梨5,752公頃、葡萄2,698公頃及

甜柿約3,000公頃。上述果樹栽培之土壤為強酸性土壤居多，養分吸收因受抑制，

造成土壤問題嚴重。本場利用講習會或班會宣導合理化施肥觀念，免費土壤肥力

檢測及葉片分析，讓農民能了解養分吸收障礙，依果樹正常結果量及營養生長需

求提供肥培管理，進一步改善土壤問題。建議果農應依各果園土壤肥力狀況、營

養需求量、施肥記錄與環境、氣候、病蟲害情形來增減肥料用量。

前言前言

果樹栽培管理上先了解果園土壤肥力狀態，果樹葉片養分濃度，再配合果

樹生產量及其他等因素，適時、適量提供果樹所需之營養養分，生產優質果品。

臺灣地區位於亞熱帶、氣候高溫多濕，土壤經過雨水長期淋洗，土壤中礦物元素

大量流失。臺中地區主要經濟果樹栽培於平地、山坡地果園，土壤酸度由強酸性

至中性以上各類型土壤都有栽培，栽培管理方式必須依照土壤各類型與性質之不

同，分別加以改善，並配合環境及氣候等因素，諸多問題一一解決。為尋求可

資代表果園土壤肥力之土壤採樣方法，據張等人(1985)建議土壤樣品應按0~10、
10~20、20~30、30~50及50~75 cm逐層取樣分析，後將各土層之分析值加權平均以

代表其肥力。如果果農按此方式採土則可見其困難性，果農要送土壤至改良場分

析肥力，希望農民確實依照標準方法，採取土壤樣本(以0~20cm及20~40cm土層取

樣)進行土壤性質之測定，輔助葉片營養診斷，以便推薦較合理之肥培管理方法。

內容內容

根據過去之試驗及歷年來協助一般農民及果樹產銷班。調查分析果園土壤、

植物體所獲得之經驗，並參考國內相關資料，提供臺中地區果農實際從事果樹栽

培管理工作之參考。本調查之樣品，由轄區內果樹產銷班，自行依照採樣標準模

式，依作物別送本場分析土壤肥力，以了解經營之果園土壤肥力狀況做施肥參考

依據。此次調查之土壤樣品數共計1,959件，分別為柑桔園樣品700件，梨園498
件，葡萄園366件及甜柿栽培區395件。葉片營養診斷由果樹產銷班及果農自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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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果樹葉片採樣標準模式取樣，本次調查葉片分析樣品數共計1,417件，分別為柑

桔669件、高接梨325件、葡萄120件及甜柿357件，果樹營養狀況推薦較合理之肥

培管理方法。茲就分析結果討論如於后：

一、土壤pH值

臺中地區柑桔果樹栽培面積約1,636公頃，佔全國栽培面積24.1%，柑桔喜歡

溫暖、潮濕的環境，因此，特別適合種在排水良好的山坡地，近五年來產銷班採

樣自送本場進行土壤檢測樣品數為700個樣品。本調查柑桔果園表土土壤pH值低

於5.5以下佔75.9%，底土佔82.2%較多；而土壤pH值大於6.50以上者，表土只佔

4.9%，底土只佔4.1%偏少(圖一)。顯示中部地區柑桔果園大部分栽培於強酸性土

壤比例偏高，應進行酸性土壤改良。

高接梨果樹栽培面積約5,752公頃，佔全國栽培面積70.7%，栽培區域以山坡

地及平地農田果園較多。本調查梨園果園之農民對強酸性土壤有施石灰等改良資

材進行土壤改良，提升土壤pH值，使土壤養分有效性增加，俾利梨園土壤與肥培

管理。

pH

(%)

圖一、主要果樹產區土壤pH值分布

(柑桔700點、梨498點、葡萄366點、甜柿395點, 2005~2009)

葡萄果樹栽培面積約2,698公頃，佔全國栽培面積83.7%，栽培區域以平地農

田為主，部分栽培於山坡地。本調查葡萄果園土壤pH值低於5.5以下，表土只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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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底土佔19.1%較多；而pH值大於6.50以上之表土佔46.7%，底土佔53.2%(圖
一)，葡萄產業生產品質保持著非常平穩之銷售價格，似以果農土壤肥培管理有

關，茲將酸性土壤改良介於微酸性土壤，土壤肥力有效性提高，養分吸收均衡，

才能穩定生產。

甜柿栽培環境以中海拔850~1,000公尺範圍較適合。甜柿係高價位之果品，農

民較重視果園土壤肥力狀態，如需改良者農民會適時施用石灰或苦土石灰，及大

量施用有機肥料等改良資材進行土壤改良。

臺灣地區強酸性土壤(pH值< 5.50)佔耕地面積的53%以上(王及連，1990)，海

拔100公尺以上至1,000公尺以下之山坡地強酸性土壤佔76%，此種土壤普遍顯現肥

力偏低，養分吸收受抑制，以致肥效不彰，因此，中部地區之強酸性土壤應進行

土壤理化性質的改良，已是當前刻不容緩的工作。環境對作物的生長具有先天性

的影響，而人為的管理與栽培技術當然也極為重要，而強酸性土壤的改良以石灰

資材及有機肥料的施用，係被公認為最經濟且實惠的措施，除對土壤pH值提升，

同時可增加磷、鉀、鈣、鎂及鐵等元素之有效性，降低土壤鋁、錳等元素活性，

並減輕土壤鋁、錳對果樹的毒害，相對果樹生長之營養養分能夠有效均衡吸收(陳
及邱，1992)。
二、土壤有機質含量

一般果園土壤中有機質含量差異之原因，如氣候(雨量及溫度)、地形、土壤

質地、土層的差異、耕作等因素，皆會影響土壤中有機質含量(郭，1990)。尤其

氣候因素中以雨量及溫度關係最大，有機質含量常隨著雨量之增加而增加，土壤

有機質逐漸累積中；雨量少則反之。溫度愈高，有機質分解愈快，使土壤中有機

質之量愈少，高海拔地區溫度低，土壤有機質含量愈多。另勤耕作使有機質分解

快，土壤中之有機質含量逐年降低，因此，要經常施用天然有機質肥料，以維持

土壤中有適量之有機質(郭，1990)。
柑桔果園每年施用有機肥料只施於表土層，未能深施入土層中，以致底土

之有機質含量偏低，較不利果樹根系伸展，故應教導農民施基肥時宜採溝施、穴

施，深施有機質肥料以改善土壤結構，利養分蓄積及根系擴展。葡萄栽培管理施

用有機質肥料皆施於表土層居多，易造成葡萄根系往上伸展，無法誘導根系深入

土層中。甜柿栽培以中高海拔區域較適宜，土壤有機質含量平均較高，因有機肥

料分解深受氣候因素影響，較緩慢分解，逐漸累積於土壤中所致。

目前，農政單位年年補助農民施用腐熟有機質肥料，為改善土壤理化性及增

加微生物活性，俾利果樹根系生長(郭，1990)。惟果園土壤雖年年施用有機質肥

料，但在農村勞力不足及工資昂貴情形下，均以條施或撒施於地表，未落實開溝

深施，導致肥效受環境及氣候等因子影響而降低有機質肥料改善土壤效果，致果

園土壤有機質含量普遍偏低，土壤硬化、結構變差，不利果樹根系生長及微生物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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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主要果樹產區土壤有機值含量分布

(柑桔700點、梨498點、葡萄366點、甜柿395點, 2005~2009)

三、土壤磷含量

土壤中之磷化合物與土壤pH值與各種形態之磷有密切關係，磷酸鈣隨pH值之

增加而增加，磷酸鐵則隨pH值之增高而減少，磷酸鋁及包裹性磷酸鹽則保持少變

動(郭，1990)。
柑桔果園農民施用肥料以複合肥料為主，因含有水溶性磷酐且撒施地表，易

被固定形成磷化合物，而累積土壤中以致磷含量居高不下。高接梨果園農民用肥

習慣有改進空間，追肥儘少施複合肥料，以氮、鉀肥之單質肥料使用，可減少水

溶性磷被固定而累積土壤中。甜柿果園農民施肥習慣造成土壤磷含量偏高，與其

他果樹肥培管理情形雷同，值得注意，追肥勿偏重施含磷肥或過量之磷肥應減少

其施用量。

在強酸性果園土壤表面撒施水溶性磷肥被固定機率增加，過量累積使果園土

壤其他養分吸收受到抑制影響其肥效。此類土壤建議於果樹休眠期，利用石灰資

材或使用有機質肥料提升土壤pH值，亦可於果樹生育期間接種溶磷菌或菌根菌

等微生物肥料，增加微生物活性，礦化分解土壤中之養分，提供作物根系吸收。

建議土壤磷有效性超過300 mg/kg之果園，應減少磷肥1/3至1/4施用量。據張等人

(1985)指出，柑桔園表土(0~25 cm)之有效性磷含量平均值在200~300 mg/kg左右相

當高，惟因施肥之不均(如條施、穴施、或僅施於樹冠某側)，磷鉀含量測值變異很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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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主要果樹產區土壤磷含量分布

(柑桔700點、梨498點、葡萄366點、甜柿395點, 2005~2009)

四、土壤鉀含量

一般經濟果樹生產優質果品，於果實肥大期或著色期配合施用含鉀量高之

肥料，可促進果實肥大，糖度提升，但農民往往過量施用鉀肥，使土壤累積過量

鉀，與土壤鈣、鎂產生拮抗作用，同時會抑制銨離子吸收降低肥效(郭，1990；
黃，2001)。柑桔、高接梨、葡萄及甜柿等果園之土壤交換性鉀含量皆在150~300 
mg/kg範圍內居多(圖四)。

果農在果樹生育期間，大量施用含鉀之肥料如複合肥料、磷酸鉀、硝酸鉀、

氯化鉀、硫酸鉀、硫酸鎂鉀及碳酸鉀等鉀肥後，一般果園土壤交換性鉀含量如高

達1,500 mg/kg以上累積於土壤中，對鈣、鎂、銨離子吸收似有拮抗或抑制作用，

影響果樹生長與果實肥大。

五、土壤鈣含量

果樹生長鈣素吸收來自土壤中，以提供果樹營養需求，經調查分析點之果園

土壤普遍呈酸化，諸多學者認為鈣是專為改良土壤的元素，施用石灰資材，一方

面可使土壤pH值提高到適宜範圍，另一方面可改進土壤之結構。因而，鈣素在土

壤改良上需要量大，但在作物營養需求之量較少，故在酸性土壤果園施石灰資材

改良，已足夠提供果樹對鈣之需求(賴，2005)。
臺中地區柑桔果園土壤pH值低於5.5以下佔75%以上比例偏高(圖一)，值得利

用土壤改良劑如石灰等資材改良，以提升果園生產力。臺中地區甜柿果園經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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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統計結果，而大於1,500 mg/kg以上高居53.4%(圖五)。顯示果農對甜柿果園土

壤管理較重視，且會施用石灰資材及有機肥料改善，除可提升土壤pH值外，且增

加土壤交換性鈣含量，利果樹根系對鈣元素增加吸收機率。

 (mg/kg) 

(%)

圖四、主要果樹產區土壤鉀含量分布

(柑桔700點、梨498點、葡萄366點、甜柿395點, 2005~2009)

 (mg/kg) 

(%)

圖五、主要果樹產區土壤鈣含量分布

(柑桔700點、梨498點、葡萄366點、甜柿395點, 200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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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土壤鎂含量

鎂為植物營養的必要元素，為構成葉綠體及核糖體(ribosome)的結構之一，使

之正常合成蛋白質，在植物體內再移動性強，缺乏時可由老葉或成熟葉移出轉送

至新生長部位及果實(黃，2001)。鎂與磷有密切關係，磷之吸收與移動在某些情況

中仰賴鎂促進。鎂能被固定於許多土壤中成非交換性碳酸鎂，在此情形下似乎利

用葉施鎂鹽比施於土壤中更佳(郭，1990)。
臺中地區柑桔果園經調查分析統計結果，柑桔果園土壤交換性鎂含量表土低

於100 mg/kg佔45.4%，底土佔54.4%比例偏高(圖六)，柑桔在果實肥大成熟期因養

分移動使柑桔葉片易顯現缺乏症狀。

葡萄果樹生育後期(果實核、著色)因鎂素轉移至果實、果穗後，成熟老葉片

可能會顯現缺鎂症狀發生，應適時噴施硫酸鎂溶液補充。甜柿栽培地區果園之土

壤交換性鎂含量已足夠甜柿營養吸收，但葉鎂濃度則低於0.42%以上居多，似鎂肥

吸收產生障礙。

果樹肥培管理上，部分土壤鎂含量較低者，建議應於基肥前施鎂鈣肥或含氧

化鎂肥料補充；鎂過量地區果園土壤應停止或減少鎂肥使用，否則易抑制鉀、鈣

及錳等元素吸收及影響體內酵素活性，而抑制作物生長及其他元素缺乏產生症狀

(黃，2001)。

 (mg/kg) 

(%)

圖六、主要果樹產區土壤鎂含量分布

(柑桔700點、梨498點、葡萄366點、甜柿395點, 200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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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營養元素

果樹生育所需之營養元素約有17種，為碳、氫、氧、氮、磷、鉀、鈣、鎂、

硫、銅、錳、鋅、鐵、硼、鉬、氯及鈷等，其中碳、氧是光合作用時，來自空氣

中之二氧化碳，氫則自土壤中之水分，大多數元素皆由根部從土壤中吸收。植物

體94~95%新鮮組織是由空氣和水之碳、氫、氧組合而成，只有約0.5~6%是自土壤

中之營養元素提供。因此，在一般情況下，真正限制作物生長的營養元素，主要

是來自土壤中之元素。作物需要量較多之元素如氮、磷、鉀、鈣、鎂及硫等6種
元素為大量元素，而作物需要量較少之元素，如銅、錳、鋅、鐵、硼、鉬、氯及

鈷等8種元素為微量元素。而上述大量或微量元素對作物生育所需之養分，重要性

皆相等，缺一不可；若缺乏微量元素時，作物之生長和產量及品質仍會受嚴重影

響。因此，這些元素除部分來自土壤之風化物外，主要補充來源係化學肥料、有

機肥料及土壤改良劑等資材。

本調查分析之果樹植物體樣品來源，係由轄區內各果樹產銷班班員依果樹種

類，按照植物標準採樣方法，進行葉片採樣送至改良場分析，測定葉片中無機養

分濃度範圍，以了解栽培之果樹營養狀況。據連氏等人(1989)指出，果園作物營養

診斷應用，依照植物標準方法採葉片分析，以了解果園營養狀況，分析結果葉片

中各種營養元素之濃度範圍及依據暫定適宜值基準，判斷作物之各種營養級別如

下，(1)低於適宜值濃度以下範圍，(2)在適宜值濃度內，(3)大於適宜值濃範圍外，

各級別分布百分比如表1~4。本調查分析以臺中地區主要經濟果樹為對象，自2005
至2009年進行調查分析樣品數量柑桔為669個、高接梨為325個、葡萄為120個及甜

柿為357個樣品，共計1,417個果園，就柑桔、梨、葡萄及甜柿之營養狀況分述如

下：

1. 三要素

柑桔葉氮濃度低於3.0%以下者佔果園調查樣品分析總數之95.4%最多，葉鉀

濃度則以低於1.4%以下者佔74.1%，葉磷濃度以適中者居多，顯示柑桔栽培果農對

肥培管理上，對氮、鉀肥料施用可能受氣候、施肥時期、施肥方式、土壤乾燥等

因素，肥效不彰而造成柑桔對養分吸收不佳。

梨葉片氮、磷及鉀濃度適中居多，葡萄葉磷濃度以大於0.22%者佔85.0%及葉

鉀濃度大於1.2%者佔75.8%較多。顯示葡萄果園施磷、鉀肥用量過多之問題相當

嚴重。因葡萄對磷酸之效應頗高，因施磷肥可助長新梢生長及提高著果率，亦可

提高果實糖分，高磷時枝條較長，木質化比例提高，糖度高，酸度增加(林等人，

1986；闕與冉，1981；癸(譯)，1980)。
甜柿葉氮濃度低於2.19%以下佔82.9%，葉鉀濃度低於2.50%以下佔82.4%較

多，而葉磷濃度0.12~0.16%及大於0.16%，分別佔44.5%及40.6%居多，顯示甜柿葉

氮濃度低於2%之果園係前年養分累積貯藏不足，而影響萌芽新梢生長量及養分吸

收量少，以致生育中期葉氮濃度低，使果實提昇成熟而提早採收(賴，2004)。果樹

肥培管理過量施肥氮、鈣及鎂等肥料會使鉀素吸收不足。因此，強酸性土壤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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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土壤交換鉀含量偏高狀態下，減少鉀肥1/4~1/3施用量。據賴(2004)調查甜柿果

園中葉磷約65%介於適宜範圍內，有助磷養分充足吸收，但有35%葉磷濃度過量則

應依慣用量減少磷肥1/4~1/3肥料用量。

2. 次要元素

柑桔葉鈣濃度低於2.5%以下，佔51.9%，而於適宜範圍居中。甜柿葉鈣濃度

低於1.08%以下佔61.3%，而甜柿葉鈣濃度介於適宜範圍佔33.1%居中。梨鈣濃度

低於1.25%以下佔38.2%，介於適宜值範圍佔56.9%較多。葡萄葉鈣濃度與梨葉相

似。甜柿葉鈣濃度低於1.08%以下，佔61.3%，而大於1.58%只佔5.6%。顯示甜柿

葉鈣濃度受土壤鉀含量較多影響其吸收量，以致葉鈣濃度低。柑桔、梨及葡萄葉

鎂濃度適中居多，甜柿葉鎂濃度低於0.42%以下佔93.0%。

3. 微量元素

柑桔、梨、葡萄及甜柿植體之微量元素濃度皆於適宜範圍居多，惟柑桔之葉

鋅濃度低於25 mg/kg以下佔50.7%較多，梨之葉銅濃度低10 mg/kg以下佔88.6%，

及甜柿之葉銅濃度低於6%以下佔76.2%較多，缺乏者可噴施含銅及鋅之養液補

充。

表一、臺中地區柑桔果園植體及各級別分布百分比(%)
N (%) P (%) K (%)
Range 1.53~4.09 Range 0.07~1.40 Range 0.54~2.51
Mean 2.46 Mean 0.16 Mean 1.40
< 3.0 95.4 (638)** < 0.12 14.9 (100) < 1.4 74.1 (496)

3.0~3.2 3.7 (25) 0.12~0.18 67.6 (452) 1.4~1.7 17.3 (116)
> 3.2 0.9 (6) > 0.18 17.5 (117) > 1.7 8.5 (57)

Ca (%) Mg (%) Cu (mg/kg)
Range 0.92~7.72 Range 0.14~0.87 Range 0.5~1,618
Mean 2.30 Mean 0.36 Mean 33
< 2.5 51.9 (347) < 0.26 18.5 (124) < 5 20.8 (139)

2.5~4.5 47.1 (315) 0.26~0.50 66.1 (442) 5~16 54.3 (363)
> 4.5 1.0 (7) > 0.50 15.4 (103) > 16 25.0 (167)

Mn (mg/kg) Zn (mg/kg) Fe (mg/kg)
Range 0~787 Range 5~347 Range 20~1,792
Mean 86 Mean 29 Mean 126
< 25 6.7 (45) < 25 50.7 (339) < 60 2.7 (18)

25~200 87.7 (587) 25~100 48.4 (324) 60~120 75.3 (504)
> 200 5.5 (37) > 100 0.9 (6) > 120 13.0 (87)

*臺中地區調查點數計669點。

** ( )係樣品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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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臺中地區梨果園植體及各級別分布百分比(%)
N (%) P (%) K (%)
Range 1.34~2.87 Range 0.10~0.28 Range 1.02~2.57
Mean 2.13 Mean 0.22 Mean 1.43
< 2.0 32.0 (104)** < 0.12 1.5 (5) < 1.2 12.3 (40)

2.0~2.6 64.3 (209) 0.12~0.20 57.2 (186) 1.2~2.0 87.1 (283)
> 2.6 3.7 (12) > 0.20 41.2 (134) > 2.0 0.6 (6)

Ca (%) Mg (%) Cu (mg/kg)
Range 0.58~3.01 Range 0.22~0.84 Range 2~34
Mean 1.38 Mean 0.38 Mean 8
< 1.25 38.2 (124) < 0.27 12.3 (40) < 10 88.6 (288)

1.25~2.00 56.9 (185) 0.27~0.50 73.2 (238) 10~20 3.7 (12)
> 2.00 4.9 (16) > 0.50 14.5 (47) > 20 7.7 (25)

Mn (mg/kg) Zn (mg/kg) Fe (mg/kg)
Range 24~627 Range 15~128 Range 25~295
Mean 118 Mean 26 Mean 96
< 30 14.5 (47) < 20 15.1 (49) < 35 8.0 (26)

30~200 52.9 (172) 20~90 76.9 (250) 35~200 85.8 (279)
> 200 19.4 (63) > 90 8.0 (26) > 200 6.2 (20)

*臺中地區調查點數計325點。
** ( )係樣品數。

表三、臺中地區葡萄果園植體及各級別分布百分比(%)
N (%) P (%) K (%)
Range 1.78~2.94 Range 0.14~0.41 Range 0.91~1.63
Mean 2.22 Mean 0.40 Mean 1.35
< 2.1 36.7 (44)** < 0.16 2.5 (3) < 0.7 0 (0)

2.1~2.6 46.7 (56) 0.16~0.22 12.5 (15) 0.7~1.2 24.2 (29)
> 2.6 16.7 (20) > 0.22 85.0 (102) > 1.2 75.8 (91)

Ca (%) Mg (%) Cu (mg/kg)
Range 0.59~2.54 Range 0.19~0.65 Range 2~68
Mean 1.25 Mean 0.35 Mean 77
< 1.0 35.0 (42) < 0.26 30.0 (36) < 5 17.5 (21)

1.0~2.0 53.3 (64) 0.26~0.50 60.0 (72) 5~20 35.0 (42)
> 2.0 11.7 (14) > 0.50 10.0 (12) > 20 47.5 (57)

Mn (mg/kg) Zn (mg/kg) Fe (mg/kg)
Range 26~574 Range 19~234 Range 59~158
Mean 223 Mean 83 Mean 79
< 25 0 (0) < 26 6.7 (8) < 70 30.8 (37)

25~200 57.5 (69) 26~140 78.3 (94) 70~120 59.2 (71)
> 200 42.5 (51) > 140 15.0 (18) > 120 10.0 (12)

*臺中地區調查點數計120點。
**( )係樣品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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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臺中地區甜柿果園植體及各級別分布百分比(%)
N (%) P (%) K (%)
Range 1.47~2.69 Range 0.06~0.37 Range 1.26~4.47
Mean 1.98 Mean 0.15 Mean 2.30
< 2.19 82.9 (296)** < 0.12 14.9 (53) < 2.50 82.4 (294)

2.19~2.67 16.5 (59) 0.12~0.16 44.5 (159) 2.50~3.70 16.5 (59)
> 2.67 0.6 (2) > 0.16 40.6 (145) > 3.70 1.1 (4)

Ca (%) Mg (%) Cu (mg/kg)
Range 0.80~2.11 Range 0.24~0.76 Range 1~49
Mean 1.06 Mean 0.32 Mean 7
< 1.08 61.3 (219) < 0.42 93.0 (332) < 6 76.2 (272)*

1.08~1.58 33.1 (118) 0.42~0.56 3.9 (14) 6~10 9.0 (32)
> 1.58 5.6 (20) > 0.56 3.1 (11) > 10 14.9 (53)

Mn (mg/kg) Zn (mg/kg) Fe (mg/kg)
Range 495~5,528 Range 20~285 Range 43~326
Mean 1,793 Mean 54 Mean 73

< 1,600 48.2 (172) < 50 59.1 (211) < 60 12.9 (46)
1,600~3,700 45.1 (161) 50~100 23.8 (85) 60~120 80.1 (286)

> 3,700 6.7 (24) > 100 17.1 (61) > 120 7.0 (25)
*臺中地區調查點數計357點。
**( )係樣品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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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東方果實蠅的雄性誘引劑－甲基丁香油談東方果實蠅的雄性誘引劑－甲基丁香油
王文哲

摘要摘要

東方果實蠅(Bactrocera dorsalis)又名果實蠅、果蠅、柑果蠅，日據時代稱為蜜

柑小實蠅，是台灣園藝作物果實相當重要之害蟲。在台灣全島均有分佈，甚至在

海拔1900公尺以上的梨山果園及高地，仍可發現此蟲之出沒為害，據記載，全世

界之寄主植物多達38科150餘種，台灣能為害的寄主種類共有32科89種，其中29種
為非經濟栽培的寄主植物。東方果實蠅之調查研究始於1911年，日本人－新渡戶

稻雄在文中介紹其形態，經過習性、一般生態以及套袋法之防治方法，此乃台灣

第一篇有關此蟲之專題報導。民國四十五年至六十三年政府指導柑桔農民每年7月
開始利用甲基丁香油加二氯松及9月下旬起以水解蛋白質加馬拉松混合劑進行果實

蠅誘殺工作，實施雄性誘殺、藥劑防治或套袋。甲基丁香油的發現，最早可追溯

到西元1912年，Howlett 首先發現香茅油可以誘引雄性的一些果實蠅類昆蟲，1915
年從香茅油中分離出甲基丁香油此乃該油誘引果實蠅類的重要成分。根據報告指

出，東方果實蠅對甲基丁香油的反應期只在白天，而且誘引的時間大多在上午，

而下午三點過後則只有少數蟲被誘引。又根據江佩玲（1986）所做的試驗，未交

尾雄蟲對甲基丁香油的誘引率，隨著羽化日齡的增加的趨勢，可見甲基丁香油的

誘引反應和其性成熟度有關；但是已交尾後之雄蟲被誘引率比未交尾者有明顯的

下降，可見甲基丁香油的誘引反應和其交尾狀況有關。另依黃（1997）調查誘殺

蟲數而果園中外圍之蟲數亦比內部多。朱等（1995）認為每公頃懸掛6片，即為有

效的降低族群密度。施用於土壤或植物，可以供給植物養分或改善土壤物理、化

學及生物性質，進而促進養分利用、增加產量或改善農產品品質的物品，均稱為

肥料。合理施用肥料以增進農田土壤肥力，適量供應作物吸收利用，以獲得理想

的農產品產量與品質，是必要的農耕技術之一。本文將探討長期施用肥料，包括

有機質肥料及化學肥料，對農田土壤肥力特性之影響，內容將分別探討對一般土

壤肥力特性、土壤有機碳劃分、土壤氮劃分及土壤微生物與酵素活性等，以供日

後合理化施肥研究及應用之參考。

前言前言

東方果實蠅(Bactrocera dorsalis)又名果實蠅、果蠅、柑果蠅，日據時代稱為

蜜柑小實蠅，是台灣園藝作物果實相當重要之害蟲。在台灣全島均有分佈，據記

載，全世界之寄主植物多達38科150餘種，台灣能為害的寄主種類共有32科89種，

其中29種為非經濟栽培的寄主植物。由於果實蠅的寄主植物繁多，各種植物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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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生產期又不一致，極易在四季氣候適宜的台灣環境中終年不斷發生，以致從事

防治工作必須持續以恆不能間斷，再加上果實蠅的飛行能力及繁殖力又特別強，

更使防除工作顯得困難重重。東方果實蠅的防治問題，長久以來不僅是果農的切

身之痛，同時也困擾著政府機關和研究單位，特別是台灣作物栽植期重壘連續，

要讓果實蠅不發生為害的確相當困難。就事實而言，各農政單位及研究人員，無

不利用非常有限的經費，努力從事防治策略的研發，根據劉玉章（2002）報告顯

示，自1911年至2001年，90年間臺灣共計發表了261篇研究報告，如再加上2001年
至2011年又發表了46篇研究報告，臺灣總計在100年間共發表了307篇研究報告，

超越任何一種病蟲害的研究，重視程序可見一斑。細數目前已推廣應用的方法

（如甲基丁香油、水解蛋白質、糖蜜、不孕性雄成蟲釋放、套袋等等），可以發

現防治果實蠅的方法非常之多，而且是明顯的多於其他病蟲害的防治策略。防治

措施既是如此之多，那又為何會讓人難以應付而頭疼不己呢？癥結問題到底是在

那裡呢？ 

內容內容

一、甲基丁香油的發現

甲基丁香油的發現最早是由Howlett在1912年觀察到東方果實蠅和芒果果實蠅

的雄蠅受香茅油誘引。至1915年Howlett再由香茅油中分離出甲基丁香油，此乃香

茅油之主要誘引成分。之後許多學者相繼發現木瓜、芒果、九層塔之葉及莖，蘇

鐵、阿勃勒之花，水昌蒲（天南星科）之根莖以及中藥細辛（馬兜鈴科）含植精

油等均有甲基丁香油的存在。

二、含毒甲基丁香油防治東方果實蠅之實例

許多研究結果指出，1962－1963年美國羅德島，撲滅成功；1964－1965年太

平洋Saipan、Tinian及Agigugan諸島，撲滅成功；1968－1980年琉球之Amami島，

撲滅成功；1974年美國洛杉磯，撲滅成功；1977－1982年琉球諸島，撲滅成功；

1982－1984年宮古群島，撲滅成功，可見以含毒甲基丁香油防治東方果實蠅是可

以達到防治效果。

三、甲基丁香油的引進

在臺灣，1975年開始實施不孕性雄蟲釋放，並配合含毒甲基丁香油誘餌的散

佈。根據1983年植物保護工作報告，柑桔果實被害率自6.7 ﹪降至0.005﹪；芒果

果實被害率自26.3 ﹪降至0.013﹪；番石榴果實被害率自32.8 ﹪降至9.423﹪。

四、東方果實蠅對甲基丁香油之反應

反應期只在白天（Steiner, 1952），被誘引的時間大多在上午，而下午三點

以後則只有少數蟲被引誘（沼沢等，1982）。梅谷等（1973）指出，雄蟲於羽化

後，3日齡才有被誘引的反應。吳懷慧（1988）發現，未交尾之3日齡已開始對甲

基丁香油反應。綜合學者研究發現，雄蟲對甲基丁香油的反應高峰期為10～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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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間。（吳及朱，1990；黃及顏，1998）
五、甲基丁香油之有效範圍

甲基丁香油之有效範圍有二分之一英哩（約800公尺）、100公尺、30公尺等

不同說法（岩橋統等，1973 ；梅谷獻二等， 1969；Steiner, 1952）。根據朱耀沂

等（1985）報告，利用標識再捕法測定，在風速每秒1.5公尺左右之微風下，有效

距離約為90～300公尺之間。

六、環境因子影響甲基丁香油之誘殺

根據邱煇宗（1984）報告指出，溫度、雨量及果實成熟度均與誘殺蟲數呈顯

著性之正相關。濕度與誘殺蟲數之相關性很低，且呈負相關。對於甲基丁香油之

懸掛高度，有些學者認為誘蟲燈的懸掛高度和誘集蟲數不發生影響（張等，1981 
；Steiner, 1965 ）。朱等（1995 ）也指出，一般在田間操作之懸掛高度約在1公尺

左右。Hooper and Dew （1979）報告指出，懸掛高度約在0.1 ～3.6公尺間，對誘

殺力並無影響。林等（ 2005 ）則建議，誘蟲燈的懸掛高度要在1公尺以上，如果

樹植株較高，懸掛高度不低於果樹平均高度的0.5～1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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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產業與臺中區農產旅遊伴手禮行銷地方特色產業與臺中區農產旅遊伴手禮行銷
林錦宏

摘要摘要

 1979年，日本大分縣前知事平松守彥博士為了改善農村生活水準，提出活化

農村的一村一品運動(OVOP)，以立足地方，放眼全球;自立自主，刻意創新; 培養

人才等三大基本理念為基礎，結合當地農特產品辦理常態活動，成功的將大分縣

產品行銷，更鼓舞具共同理念的國家一起推動這項對農村社區整體發展有益的活

動。例如泰國推動一鄉一特產(OTOP)，馬來西亞推動一區一產業(SDSI)，臺灣推

動一鄉一特色(OTOP)。近年來更辦理國際研討會及人才互訪交流，使產品行銷透

過經驗分享及市場交流逐漸多元化、國際化。

我國推動一鄉一特色也有多年歷史。文建會1995年提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

化化」，創造「一鄉一物一特產，一村一品一藝文」的產業文化內涵，建構「社

區文化，形象風貌；鄉土特產，文化品牌」，以創造新文化產業資源與行銷機

會，促進地方文化產業發展。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從1989年起推動「地方特色暨社

區小企業輔導計畫」，彙整台灣地方特色產業輔導案例及經驗，提出整體式行銷

概念，定義為One Town One Product(OTOP)。客委會從2003年起推動「深耕文化、

提升產業、帶動觀光、活化客庄」為定位的桐花祭，帶動客庄文化創意產品的開

發設計與行銷。1989年臺灣省政府農林廳推動一鄉鎮一特產。農委會於2001年
推動一鄉一休閒農漁園區計畫，自2003年起為推行農業精緻化，辦理發展地方特

產伴手計畫，輔導農會及農民團體，以當地農漁特產為原料，改進製造及保存技

術，開發具地方特色的伴手禮品，進而提高農漁業產品之附加價值與增加在地就

業機會、農漁民收入及繁榮農村經濟。

臺中地區包括臺中市、南投縣及彰化縣，具有豐富的農特產品、多元質優的

農業產業特色及休閒農業旅遊景點。臺中區農業改良場自2003年起協助農會及休

閒農場開發地方伴手禮，並印製產品型錄介紹行銷推廣，未來可結合地方特色產

業行銷之經驗及作法，帶動地方產業與休閒農業發展，促進農村經濟繁榮。

前言前言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自2003年起辦理發展地方伴手禮計畫，並以臺中地區2003
年至2007年執行伴手產品開發之15個鄉鎮農會，26項地方特產伴手禮產品為調查

對象，調查結果發現：農會在開發產品時，都是利用當地具有特色的農作物作為

伴手禮開發的原料來源，有95.8%的原料向當地農民購買，只有4.2%的農會有自

行生產原料。在產品原料選定上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開發農會伴手禮可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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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在地原料使用量、提高農會品牌知名度、提高農民收益，但是市場通路的建

置及產品曝光度仍有很大的拓展空間，如何借重國內外發展地方特色產業發展經

驗，開發設計新產品，透過網路與媒體加強廣告宣傳，配合國內外展售促銷活

動，拓展市場，為本文主要探討課題。

內容內容

國際間推動地方特色產業較著名的案例如: 1979年，日本前大分縣平松守彥

知事鑒於該縣人口外移至都市，鄉村社區人口稀少失去活力，有必要開發社區潛

力，為活化社區，必須振興符合該地區的產業，為了導正各社區過度依賴政府的

傾向，提出一村一品運動(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Movement)，以鼓勵社區居民

積極參與並培養自立自主的精神。其活動的三大基本理念為：1.立足地方，放眼

全球。2.自立自主，刻意創新。3.培養人才。作法：1.舉辦各種活動及大型展售

會。2.建立一村一品市集、批發市場、資訊中心等。3.培養在地人才，開辦各種學

習班、一村一品發表會、經驗交流會、國外研修等。經過多年努力，大分縣在農

特產品方面如乾香菇質量、產量都是全日本第一，卡勃斯酸橙、溫室蜜柑、丰后

牛、燒酒等都成為全國著名品牌。透過生產附加價值高的產品，達到振興社區經

濟的目的。   
泰國自2001開始推動OTOP（One Tambon One Product）一鄉一特產計畫，鼓

勵各鄉鎮社區村民善用當地資源、智慧以及傳承世代的手工技術來製造或發展當

地特有商品。作法：1.跨部會資源整合。2.商品星級認證體系評等，協助不同產品

行銷國內外。3.設立OTOP SHOP與專屬網站。4.每年舉辦OTOP展，擴大產品行銷

通路。

馬來西亞自1992年開始，推動每個地區至少1至2項有特色且具高附加經濟價

值的產品，並協助較偏遠地區的產業升級到更高的水準，以符合國內跟國際市場

的需要。自2002年開始推動「一區一產業SDSI(Satu Daerah Satu Industri)」。作

法：2004年成立專責單位ICU(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Unit)，作為SDSI主導機

關，整合各部會資源，擬定策略。

中國大陸亦有多個省市推動一村一品運動，例如：江蘇溧陽市自2003年以

來，以“村村創一品、品品興一村＂為主題，因地制宜，創新推進，大力發展了

“一村一品＂。作法：1.全市冠以「天目湖」品牌。2.有“一村一品＂專業村100
個，“一村一品＂專業園100個。3.形成了三個產業－高效水產業、園藝業、生態

旅遊業。其他如越南、馬拉威等也有相關的運動。                 
我國推動一鄉一特色也有多年歷史。文建會1995年提出「文化產業化，產

業文化化」推動文化產業，創造「一鄉一物一特產，一村一品一藝文」的產業文

化內涵，建構「社區文化，形象風貌；鄉土特產，文化品牌」，以創造新文化產

業資源與行銷機會，促進地方文化產業發展。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自1989年起推動



 107地方特色產業與臺中區農產旅遊伴手禮行銷

「地方特色暨社區小企業輔導計畫」，協助中小企業利用特色產業為基礎，配合

知識經濟概念為前導，創造高附加價值的新型態群聚式經濟體，並將台灣地方特

色產業輔導案例及經驗進行彙整，並提出整體式行銷概念定義為「OTOP」，意

指「One Town One Product」亦有「ALL! TOP」&「OH ! TOP」之意涵。作法：

1.輔導具地方特色在地社區或組織之廠商。2.輔導特色產業示範廠商空間佈置、設

計產品。3.辦理國內外特色產業觀摩與產品促銷活動。4.建置地方特色產品網路整

合行銷與系統。5.改良產品包裝設計與產品研發設計或生產技術。6.培育地方產業

經營管理人才。7.辦理地方產業標竿案例觀摩活動。8.結合在地資源與節慶，舉辦

產業媒合促銷及媒體廣宣。9.其他足以提升地方特色產業經營能力之輔導工作。

客委會從2003年起推動「深耕文化、提升產業、帶動觀光、活化客庄」為定位的

桐花祭，帶動客庄文化創意產品的開發設計與行銷。1989年臺灣省政府農林廳推

動一鄉鎮一特產，桃園區農業改良場輔導關西農會生產仙草袋茶為成功的案例之

一。農委會於2001年推動一鄉一休閒農漁園區計畫，自2003年起為推行農業精緻

化，辦理發展地方特產伴手計畫，輔導農會及農民團體，以當地農漁特產為原

料，改進製造及保存技術，開發具地方特色的伴手禮品，進而提高農漁業產品之

附加價值與增加在地就業機會、農漁民收入及繁榮農村經濟。

行銷臺中區農產旅遊伴手禮可將其視為推動地方特色產品的一環，要推動地

方特色產品必須先瞭解地方特色產業範疇包括: 一、自然或人文景觀：利用地貌景

觀、天然資源或產業營造之人文景觀為基礎，形成文化、觀光、商業活動，並進

一步發展成地方獨特產業。二、農特產品：利用氣候或土壤優勢培育適合環境生

長的農產品，或利用當地農產品加工開發成在地特產。三、工藝產品：運用當地

原始原料，製造、發展並傳承下來的產品。四、文化資產：以既有民俗、文化活

動為基礎，進一步開發為地方產業。形成地方特色產品的條件包括: 一、主題性鮮

明。二、符合文化歷史代表性。三、原料製程及產品安全性、可溯性、對環境無

污染、無殘毒。生產環境對人身安全有保障。四、產品說明與標示。(包括售後服

務與保障)五、具備產品裝飾或實用價值性。六、優質創意及包裝設計。

結語結語

臺中區農產旅遊伴手禮的產品開發可以擴大範圍至地方特色產業產品開發的

範疇，亦即運用地方特色產業的元素，包括自然或人文景觀、文化資產等融入產

品開發，讓伴手禮具有地方的文化性及故事性，提昇伴手禮的地域特性俾與其他

未具地方特性的產品區隔。同時建立顧客需求導向的行銷模式，從原料生產開始

即要考量未來要行銷到何處，地方有何種資源可以運用，包括原料取得的品質與

數量、價格等，產品與加工製造是否合乎消費健康、安全的趨勢，標示是否合乎

法令規定等。開發產品前就必須認知誰是會購買的顧客，顧客會到那裡購買，如

何做好顧客服務，都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尤其評估是否建置實體或虛擬的通路，



台中區農業改良場一○○年專題討論專集108

如何運用網路協助伴手禮行銷或區別那些伴手禮適合實體或網路行銷等有必要多

擷取各國推動地方特色產業的經驗，讓臺中區農產旅遊伴手禮成為具有地方特色

的創意產品，在市場具有競爭力，行銷成功，繁榮農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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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由於農業技術的精進，作物的品種繁殖及生產品質已可利用其生理特性來達

到產業上的目的；如植物體實生苗在具備開花能力之前的營養狀態是謂幼年性，

因此在植物組培無性繁殖上多利用其復幼作用，而扦插苗則多取其復新作用的特

性。由於作物莖幹上的不同節位其生育狀態不同，顯示作物節齡也反應出其幼年

性；故不同節齡的扦插苗其成活率、發根力、日後開花能力及生產品質皆明顯與

其幼年性程度有關。

前言前言

幼年性（juvenility）是植物體實生苗在具備開花能力之前的營養狀態；一般

木本植物比草本植物有較長期的幼年性。在樹體內幼年期性呈錐形梯度變化，外

部比內部強，下方位比上方位強，即愈偏離頂端分生組織之部位，其幼年期性呈

愈強的現象，即謂幼年期性梯度（cone of juvenility）。基於上述幼年性的生理

特性，一般作物生產繁殖上則利用其復幼作用（rejuvenility）或復新作用（復勢

作用；revigoration），以達產業上的目的；例如，植物組培無性繁殖多利用其復

幼作用，而扦插苗則多取其復新作用的特性。由於作物莖幹上的不同節位其生育

狀態不同，顯示作物節齡也反應出其幼年性；故不同節齡的扦插苗其成活率、發

根率、發根長度、發根數量、日後開花能力及生產品質皆明顯與其幼年性程度有

關。因此，依產業目的而善用作物的幼年性，將可創造最佳的生產價值。本文概

以番木瓜為例，簡述作物幼年性在產業上的利用價值。

內容內容

一、幼年性的特徵判別

番木瓜的葉片自莖頂抽生到完全展開成熟的過程中，裂葉脈數從3片一直增加

到11~13片左右，壽命約4個月(吳，1987)。Hackett(1985)認為番木瓜植株的生理年

齡，可由葉部的形態來加以評估，如隨著每個節位的葉片裂角、葉長及節間長度

等的變化而定。而Katoh及Ooishi(2003)則認為，葉片的裂角(≦90º, leaf lobe)數目比

葉長及節間長度，更適合成為番木瓜株齡的成熟指標，因為其發育變化較穩定且

較不受環境壓力所改變。由於葉片的裂角是位於葉脈伸突至葉緣處，其形成與番

木瓜植株內部生理狀況息息相關。而葉長及節間長度則主要是藉由細胞加大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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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所致，而非由細胞的分裂所引起(Yamazaki and Harada, 1994)。而邱等（2004）
藉由調查不同節位之側枝的始花及裂葉脈數形成節位、扦插發根力、以及株齡與

裂葉脈數之生長變化，以明瞭各節位接穗之幼年性程度，其研究顯示實生苗裂葉

脈數與其出現節位(nodal order)有明顯關係，即節位愈高，其裂葉愈明顯；上端側

枝位處較高的節位，其幼年性程度明顯小於下端側枝。由於台農2號番木瓜的節位

隨著栽植時間的延長而增長，且節位上葉片的裂角數目也隨節位的增高而增多。

因此，可以節位及葉片的裂角數目的外部形態來評估番木瓜的株齡。

二、幼年性在品種繁殖上之利用

台灣栽培番木瓜所使用的種苗，大部份由播種育苗而得。目前栽培品種實生

苗中僅約50~70%為兩性株，但因其所結果實多為梨形或長楕圓形，果形美觀而一

致，且果肉厚實，有利於包裝運輸，因此農友大多以栽培兩性株為主(王，1991)。
而欲生產同一性別的番木瓜苗，可行的方法為無性繁殖，如利用組織培養、扦插

及嫁接等方式。Drew(1988)以及Revveni及Shlesinger(1990)的研究指出，經由扦

插、嫁接及組織培養等方式而來的番木瓜繁殖苗，其開花節位較實生苗為低，因

而認為繁殖方法與開花出現節位之間存有一定的相關性。張及廖(1994)進行番木

瓜扦插繁殖之試驗中，得知不同扦插苗間因取自母株不同部位的樹幹之側枝，其

生育狀況明顯不同，且由非離體側枝之開花調查也獲致相同結果，因而推測番木

瓜樹幹由頂端愈往下端，其幼年性愈高。沈等(2000)於嫁接番木瓜結果研究中，

發現其始果高度及最早採收日數與實生株差異不明顯，推測可能與接穗之幼年性

有關。Drew(1988)在番木瓜組織培養繁殖研究中，亦發現以取自6個月大株齡之側

芽較取自18個月株齡者，其繼代培養有較佳之生長勢。而Drew及Miller(1989)報告

也指出，取自番木瓜成熟株之組培營養系繁殖是不易的。另Katoh及Ooishi (2003)
的研究也指出，番木瓜組培扦插苗的發根率，受到其母株來源的節位不同而明顯

差異。以年輕低節位所進行組織培養的扦插苗有較高的發根率；反之，以老熟的

高節位為母株，其發根率明顯下降，因其不同節位的發根率可反應出番木瓜的生

理成熟度。Katoh及Ooishi(2003)認為番木瓜來自較高節位的單節扦插發根率，及

其組培繁殖存活率皆偏低，是因為高節位的生理較老化所致。由番木瓜不同部位

所取插穗之發根能力不同，因此岩川(1984)建議植株高度50 cm是適宜的取穗處；

而此高度的位置，約同邱等（2004）研究中之下端側枝萌生的區段。有鑒於九重

葛及中斑香龍血樹之莖插穗直徑不同，其發根情形也不同(陳，1999; 林，2004)，
因此邱等（2004）為了避免番木瓜扦插過程的材料誤差，只選取插穗切口莖徑粗

約4~6 mm的穗源；但在調查根系過程，發現插穗切口的粗細(4~6 mm間)對發根力

並無明顯的影響，只有插穗生長節齡的幼年性狀態，才是較重要的影響因子。謝

(2000)在金線蓮組織培養苗分株扦插系統之研究中，也顯示扦插成功率與截株位

置的不同有關，其成功率由高而低依序為下、中、上段。Peer及Greenwood(2001)
研究指出，取自5年生Larix母樹幹之上、中、下端的插穗，其穗源部位愈高，發根

狀況愈差；若取自1~7年生不同樹齡之母樹幹的插穗，其發根率及根系品質明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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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樹齡影響，其發根率隨樹齡增加呈直線下降，而且根系品質的下降情形更加明

顯。

三、幼年性在作物品質上之利用

由於日本琉球地區受到氣溫較低及颱風的影響，番木瓜採溫室栽培，因而發

展嫁接技術以達到矮化植株的目的。而台灣為防止輪點病毒的傳播感染，幾乎全

面實施網室栽培，因此如何有效地矮化番木瓜生育高度，實為建全番木瓜產業的

重要課題。許多學者發現到要降低番木瓜實生株的開花節位，可種植扦插苗、嫁

接苗或組培苗(張及廖，1994; 陳等，1998; 沈等，2000; Drew, 1988; Revveni and 
Shlesinger, 1990; Katoh and Ooishi, 2003)。誠如Katoh及Ooishi(2003)所論＂也許能

藉由控制番木瓜的幼年性，來達到降低開花節位之矮化效果＂，這顯示番木瓜的

繁殖栽培方式與其日後開花節位之間存在一定相關性；而邱（2004）研究亦証實

番木瓜嫁接具明顯矮化及健壯樹勢的特性，可顯著性提早採收及增進生產潛能，

而嫁接的矮化效應，主要是來自接穗部位，利用成熟度愈高的接穗，其矮化效果

愈明顯。李等(1998)由母穗取不同節位扦插繁殖空心菜，發現高節位插穗所繁殖的

植株，其形態較趨成熟，易跑藤且開花節位低；低節位則形態較為幼年、萌梢數

多且開花節位較高；顯見空心菜扦插株具有插穗節位之位置效應(topohysis)，但會

因貼地面的採收方式，而造成再萌生的枝梢有回復幼年性的現象。而陳(1994)的研

究也指出，採穗部位對欖李插穗之發根率、最大根長及根數有極顯著的影響。顯

示作物插穗節位高低，可呈現幼年性的位置效益。此種現象也出現在聖誕紅扦插

株上；Siraj-Ali等(1990)認為聖誕紅原先存在的插穗節位效應，經連續重剪會將成

熟組織去除，存留幼年性組織，而產生復幼性。另張等(1998)探討紅豆杉不同位置

培植體的生長惰性(plagiotropic growth)時，發現來自直立主幹上的頂芽與莖段，均

會維持原來的直立生長，而來自側枝頂芽與莖段生長惰性也都會改善，而且再經

過6個月的繼代培養，95%傾斜惰性的芽體都會恢復近於直立生長。

結語結語

明瞭各種作物之產業需求，再善用其幼年性的生理特性，將可提昇優質種原

的繁殖效能，以及創造最大化之質量兼具的農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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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位

摘要摘要

鏈黴菌屬放線菌目，其族群占放線菌目90％以上，廣泛分佈於土壤、淡水、

海水、推肥、動物及植物等天然或人為的各種環境之中。鏈黴菌屬於革蘭氏陽性

菌，絕對好氣，具氣生菌絲，其上可形成鏈生的斷生孢子，型態介於細菌和真菌

之間，因不具有核仁、核膜，且細胞壁成分與細菌相似，故歸類為細菌。鏈黴菌

之斷生孢子為厚壁結構，對不良環境具有耐性，可於土壤中殘存很久，待環境適

合才發芽。

鏈黴菌常見應用於防治作物病害，其主要作用機制乃是其所產生之抗生物

質，所產生的抗生物質種類目前已知超過1000種。其中比較知名的有kasugamycin
與blasticidin-S應用於水稻稻熱病的防治，polyoxin與validamycin用於水稻紋枯病之

防治。鏈黴菌之拮抗作用除了抗生物質外，其所產生的幾丁質分解酵素，具有分

解病原真菌細胞壁之能力。除常見的病害防治功用之外，有些根圈所分離的鏈黴

菌菌株對植物生長亦具有促進之效果。

目前市面上之相關產品分為兩種形式，一種是只有發酵液而不含菌體，利用

其發酵液中的抗生物質達到病害防治的效果;另一種則含有菌體及其發酵過程中之

抗生物質。效果上各有所長，依實際應用而定。其中鏈黴菌S. griseobrunneus S3菌
株於固體培養時可產生大量氣生孢子，對許多重要植物病原真菌具廣泛性拮抗活

性，拮抗對象包括立枯絲核菌(Rhizoctonia solani AG4與AG1)、腐霉病菌(Pythium 
aphanidermatum)、腐疫病菌(Phytophthora spp.)、稻熱病菌(Pyricularia oryzae)、柑

橘黑星病菌(Guignardia citricarpa)、黃萎病鐮胞菌(Fusarium oxysporum)及炭疽病

菌(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等。所產製生物製劑已經證實可有效防治多種作

物之幼苗立枯病與瘁倒病、木瓜根腐病與果腐病(Phytophthora spp.)、柑橘裾腐病

與根腐病、及瓜類、玫瑰、葡萄等之露菌病。其病害防治效果可比美化學藥劑，

其中於土壤傳播性病害之防治，其效果尤其顯著優於化學藥劑。由標的菌之廣泛

性拮抗特性，其病害防治應用範圍顯然並非僅限於上述病害種類，病害防治效果

有關作用機制，已知為包括拮抗作用、競生作用、超寄生作用、生長促進及抗病

性促進作用等多重作用機制之綜合效果。

鏈黴菌具有廣泛抑制植物病原真菌的功效，未來開發鏈黴菌的重要課題，

包括深入研究鏈黴菌的生態與生理特性，探討鏈黴菌與農作物及栽培基質的親和

性，明瞭作物病原菌與鏈黴菌在寄主植物生長環境中的消長，評估鏈黴菌對於逆

境（如殺菌劑、殺蟲劑、除草劑等）環境的抗感性，以及追蹤鏈黴菌生長與繁殖

的必備條件等。此外，對於牠在田間的施用技術及儲架壽命等，都應不斷地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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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改良，進而把牠導入農業生態體系中，做為生物防治用的菌種，以研製具有防

病功效的植物保護製劑。

前言前言

1875 年孔恩氏（Ferdinand Cohn, 1828-1898）在一份報告中提到，由人體淚腺

的結石中可以分離出一種微生物，他把這種微生物命名為 Streptothrix foersteri，
意思是指「放線菌」，這是首次在文獻中提到放線菌。因為牠們在培養基上呈放

射狀生長，並可產生與真菌一樣的菌絲體、無性孢子、孢子囊與孢囊孢子，所以

稱為放射狀真菌，歸為真菌類。直到 20 世紀中葉，學者們進一步探討放線菌生理

和細胞特性，才發現牠們不具核膜，是屬於原核生物。因此，在現今的分類系統

上，放線菌歸屬於革蘭氏陽性細菌。

內容內容

一、鏈黴菌屬特性

鏈黴菌屬也稱鏈絲菌，是放線菌門一個大屬，約有近千種。鏈絲菌好氣，絕

大部分腐生，其基質菌絲不斷裂，氣生菌絲分化成直的、彎曲的或螺旋狀的孢子

絲，成熟的孢子絲生成鏈狀的分生孢子，故名鏈絲菌。菌落較小而緻密，不易挑

取，表面呈粉狀、絨狀，並有多種顏色。鏈黴菌屬的不少菌種在代謝過程中，次

級代謝產物為抗生素，如鏈黴素、四環素、紅霉素、卡那黴素和春雷黴素等；有

的菌種可生產蛋白酶、葡萄糖異構酶。常見於土壤及腐爛植物中，一般聞起來有

泥土味道。相較於其他菌種，鏈黴菌屬繁殖較緩慢，但由於代謝過程的抗生素能

抑制其他菌種的生長，所以時間一長，鏈黴菌屬就會成為地盤上的優勢菌種。鏈

黴菌屬同屬菌種之間大多具有交換RNA的特性，所以新的鏈黴菌屬菌種持繼不斷

被發現。

域： 細菌域 Bacteria

門： 放線菌門 Actinobacteria

綱： 放線菌綱 Actinobacteria

亞綱： 放線菌亞綱 Actinobacteridae

目： 放線菌目 Actinobacterales

亞目： 鏈黴菌亞目 Streptomycineae

科： 鏈黴菌科 Streptomycetaceae

屬： 鏈黴菌屬鏈黴菌屬 Streptomy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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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鏈黴菌能產生多種二次代謝物 
一次代謝物是維持生物合成或生長過程中所需的代謝物，至於對生命的維

持不具明顯的功能，只在某些生物上產生的代謝物，則是二次代謝物，如抗生素

或色素等。 鏈黴菌可以產生多種二次代謝物，包括各種物質的分解酵素及抗生

物質。這些代謝產物除了可用在人體的醫藥以及當成家畜飼料的添加物外，在農

作物生產方面，也可做為植物保護之用。鏈黴菌是已知放線菌中最大的族群，

可產生高達一千多種的抗生物質，許多重要的抗生素如放線菌素、鏈黴素、四環

黴素、保米黴素、維利黴素、嘉賜黴素及康黴素等，都可由鏈黴菌生產。一般而

言，農用抗生素具有較低毒性及殘留性質，可以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生長和繁殖，

或者能改變病原菌的形態而達到保護作物的效果。 
鏈黴菌產生的抗生素種類繁多且結構複雜，從結構上區分，大致可把農用抗

生素分為下列六大類： 
氨基醣類抗生素氨基醣類抗生素：這類抗生素屬於醣的衍生物，由醣或胺基酸與其他分子結合而

成。在植物體內具有移行性，可干擾病原細胞蛋白質的合成，如鏈黴素。 
四環黴素類抗生素四環黴素類抗生素：這類抗生素是由四個乙酸及丙二酸縮合環化而形成，可以抑

制病原菌核醣體蛋白，如四環黴素。

核酸類抗生素核酸類抗生素：：這類抗生素含有核酸類似物的衍生物，作用於病原菌的去氧核醣

核酸合成系統，抑制其前驅物或酵素的合成，如保米黴素。 
大環內酯類抗生素大環內酯類抗生素：它是由 12 個以上的碳原子組成，且形成環狀結構，通常可和

細菌的 50 核醣體亞基結合，以阻斷蛋白質的合成，如紅黴素。 
多烯類抗生素多烯類抗生素：由 25 ~ 37 個碳原子組成的大環內酯類抗生素，含有 3 ~ 7 個相鄰

的雙鍵，可與病原真菌細胞膜上的類固醇結合，有破壞細胞膜的功能，如治黴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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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多肽類抗生素多肽類抗生素：這類抗生素是把胺基酸用不同的肽鍵結合，經常形成網狀結構，

可以抑制病原菌細胞壁的合成，如純黴素。

由於多數鏈黴菌具有分泌抗生物質或細胞外酵素的能力，可以有效抑制植物

病原菌。此外，少部分還具有促進植物生長或誘導植物產生抗病性的效果，因此

鏈黴菌在生物防治應用上極具潛力。

三、植物保護上的應用

站在 21 世紀的起始點，人類對於生活品質與環境保育有著新的期待與盼望，

尤其是食品的衛生與安全，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近年來，世界各地都陸續積極

推動有機農業的栽培管理法，其主要的手段是儘量避免使用化學肥料與農藥，並

採行栽培防治法，施用有機添加物及推動生物防治等技術，達成作物病蟲害綜合

管理的永續經營目標，藉以維護農作物生產的衛生安全。

鏈黴菌拮抗植物病原菌的原理可分為抗生、競爭和超寄生作用。抗生作用

是指拮抗菌所分泌的代謝物質如抗生素或酵素，可以抑制病原菌的生長。競爭作

用是拮抗菌與植物病原菌競爭養分、生存空間，尤其在作物的根圈部位建立族群

優勢，進而達到抑制病原菌的生長及存活，間接保護作物免於被病原危害。超寄

生作用則是拮抗微生物寄生於病原菌上，致使其菌絲或生殖構造遭受破壞甚至死

亡。

例如利迪鏈黴菌 WYEC108 菌株，可阻擾腐霉菌的卵孢子發芽，因為牠所

分泌的幾丁質分解酵素可以破壞腐霉菌菌絲的細胞壁。如果把豌豆種子粉衣以 
WYEC108 菌株處理，可使豌豆種子免於受腐霉菌的危害。灰綠鏈黴菌可產生

數種代謝物，其中包含一種芳香族的七烯類，近似克念菌素的物質，這種由放

線菌所產生的代謝物，可以防治多種由鐮胞菌引起的作物病害。此外，由阿鏈

黴菌產生的阿巴汀，已商品化成為殺蟲劑，可有效防治番茄斑潛蠅及銀葉粉蝨

等。由綠產色鏈黴菌分離純化的普通黴素，也用於莧屬雜草的防除工作。鏈黴

菌S. griseobrunneus S3菌株，於固體培養時可產生大量氣生孢子，對許多重要植

物病原真菌具廣泛性拮抗活性，拮抗對象包括立枯絲核菌(Rhizoctonia solani AG4
與AG1)、腐霉病菌(Pythium aphanidermatum)、腐疫病菌(Phytophthora spp.)、稻

熱病菌(Pyricularia oryzae)、柑橘黑星病菌(Guignardia citricarpa)、黃萎病鐮胞菌

(Fusarium oxysporum)及炭疽病菌(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等。所產製生物

製劑已經證實可有效防治多種作物之幼苗立枯病與瘁倒病、木瓜根腐病與果腐病

(Phytophthora spp.)、柑橘裾腐病與根腐病、及瓜類、玫瑰、葡萄等之露菌病。

其病害防治效果可比美化學藥劑，其中於土壤傳播性病害之防治，其效果尤其顯

著優於化學藥劑。由標的菌之廣泛性拮抗特性，其病害防治應用範圍顯然並非僅

限於上述病害種類，病害防治效果有關作用機制，已知為包括拮抗作用、競生作

用、超寄生作用、生長促進及抗病性促進作用等多重作用機制之綜合效果。此外

鏈黴菌還可產生多種可分解蛋白質、木質素、幾丁質及纖維素的酵素，分解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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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不易被其他微生物分解的物質，如促進廢棄物的分解，可以生產有機肥，解決

環境污染問題並提高廢棄物的價值，達到資源化的目的。

結語 結語 
近年來隨著蘇力菌大量生產，並應用於作物害蟲的生物防治工作後，以微生

物為主的相關生物製劑——生物農藥產業也隨之興起。相較於傳統農藥每年 1 ~ 2 
％ 的成長速度，預測目前全世界的生物製劑市場，正以每年 10 ~ 15％ 的速度成

長中。自 1999 年以後，美國國內即有一億五千萬美元的市場規模。臺灣地處熱

帶及亞熱帶，氣候高溫多濕，農作物容易遭受病蟲草害的危害而造成經濟損失，

因此開發新的防治技術以因應未來農業發展，是刻不容緩的課題。我們從臺灣的

農田、堆肥及栽培介質等基質中，陸續分離到許多放線菌。經多次測試後，發現

鏈黴菌具有廣泛抑制植物病原菌的效果。因此選擇稠李鏈黴菌做為研究拮抗微生

物的主軸，進而探討牠對於植物病原菌的抑菌能力與防治植物病害的功效，藉以

研製拮抗菌的製劑配方，並建立生物分析檢測技術。微生物製劑的組成配方與其

營養添加物，除可影響標的微生物的拮抗能力與儲架壽命外，也會影響農作物的

生育。此外，如何適時、適地且有效地把微生物製劑導入作物病害綜合管理體系

中，使其發揮優異的防病功效，也是研製微生物製劑過程中不可忽視的重要評估

項目。 如果要把拮抗菌開發成植物保護製劑，首先必須了解拮抗菌的生物及化學

特性，並考量拮抗微生物、病原菌、環境與作物等相關因子間的交互影響關係，

然後把要防治的病原對象納入病害管理體系後，才能減少不利於環境的衝擊，真

正達到植物保護製劑的效果。 鏈黴菌具有廣泛抑制植物病原真菌的功效，開發鏈

黴菌的重要課題，包括深入研究鏈黴菌的生態與生理特性，探討鏈黴菌與農作物

及栽培基質的親和性，明瞭作物病原菌與鏈黴菌在寄主植物生長環境中的消長，

評估鏈黴菌對於逆境（如殺菌劑、殺蟲劑、除草劑等）環境的抗感性，以及追蹤

鏈黴菌生長與繁殖的必備條件等。此外，對於牠在田間的施用技術及儲架壽命

等，都應不斷地追蹤與改良，進而把牠導入農業生態體系中，做為生物防治用的

菌種，以研製具有防病功效的植物保護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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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謙信

摘要摘要

菊花葉片黃化常作為瓶插壽命之指標，建立以葉綠素計推估菊花葉綠素含量

之方法，可應用於觀測切花老化過程中葉片黃化現象。老化過程中，葉綠素計量

測之SPAD值與可萃取葉綠素含量之間為顯著正相關。觀察三個菊花品種葉圓片

在黑暗中，6個不同溫度下之SPAD值變化，溫度愈高，SPAD下降之速度愈快，以

28℃可作為觀察葉片老化之適當溫度。利用離體葉片累積不同光照量之方法，可

以得到不同可溶性固形物含量(SSC)之葉片。量測葉片之SSC與化學定量分析之可

溶性碳水化合物(TSC)，二者間具有線性關係。於下午採收，累積較高光照量之植

株上葉片，具有較高之SSC，同時比早上採收或經16小時黑暗後採收之葉片，有

較長之瓶插壽命。吸取2或5%之蔗糖溶液之離體葉片，較未吸取蔗糖之處理具有

較高之SSC及TSC，同時有較長之瓶插壽命。缺水逆境下，菊花葉片之光合作用受

到抑制， SSC及TSC變化小，而逆境下葉片之澱粉含量則顯著降低，而且瓶插壽

命較短。葉片經3℃貯藏5或10天，SSC或TSC會增加，而澱粉減少，總非結構用碳

水化合物含量減少，瓶插壽命減短。利用屈光度計量測之SSC可以估算TSC含量。

當SSC被人為因素調高時，葉片之瓶插壽命延長。但是當碳水化合物合成受到抑

制或葉片儲藏於低溫時，澱粉含量降低，而非SSC。單純SSC讀値無法作為菊花葉

片之瓶插壽命預測之可靠指標。

前言前言

菊花之葉片於切花瓶插早期發生之黃化焦枯現象，為判斷葉片品質好壞及

瓶插壽命長短之指標(許等，2004)。夏秋季之菊花推估只有6天左右(劉，1994)。
而老化現象之發生可歸類為遺傳程式化之老化、過敏反應、或植物之自我修剪

(Nooden et al., 1997；Pennell and Lamb, 1997)。菊花葉片之黃化可能之原因為養份

在器官間競爭導致之自我修剪。爲了研究葉片老化首要之目標為一可量化老化之

觀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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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

一、葉綠素計之應用

葉片之老化為切花壽命長短判別之指標之一，其早期徵兆多為葉片之黃化，

即葉綠素之喪失(許等，2004；Matile et al., 1996)。葉綠素的變化用於觀察很多的

生理現象，然而破壞性的定量分析方法不利於連續性的觀察。非破壞性的葉綠素

計之量測值與葉綠素化學分析含量的高度相關，可作為田間之量測儀器，用於觀

察葉綠素衰變之過程(許等，2004；Rajcan, 1999)。
二、適合觀察葉片老化之溫度

高溫常為菊花及其他園藝作物葉片老化之致命因子(吳，1983；Able et al., 
2005)。試驗適合觀察葉片老化之環境為研究老化之第一歩。菊花葉圓片在黑暗

中，6個不同溫度下， 28℃及23℃之處理，SPAD值隨培養日數增加而漸次下降，

溫度愈高，下降之速度愈快。12℃、15℃及19℃等三個處理，培養8天，SPAD下

降10~20%，葉圓片仍能維持綠色，內眼無法辨視與剛培養時之差別。為減少創

傷對黑暗中誘導葉片老化時之影響，利用整片葉片進行觀察。於黑暗中之葉片，

培養至第8天後，SPAD值迅速下降，至第12天，全葉黃化，然而在有莖段上之葉

片則維持至第18天。葉片仍維持綠色，莖內之貯藏物質會延緩葉片之老化。在有

1500 lux光線的情況下，至第18天，不論含有莖段與否，葉片仍維持綠色，SPAD
值會上昇(許等，2004)。試驗結果之第一進展為確立葉綠素計作為觀察老化之非破

壞性數量化指標。第二為選擇一個適當的環境溫度做為觀察老化之基準微氣候條

件。

三、以屈光度計 (糖度計) 推估菊花葉片之品質

屈光度計(Refractometer)可量測植物汁液之可溶性固形物含量（soluble solid 
contents），常用為評估水果果實、果汁品質，卻鮮少用於偵測葉片之品質。可

溶性固形物含量常與植物之可溶性醣成正相關，可作為簡易判斷可溶性碳水化合

物含量之工具。建立利用屈光度計量測葉片可溶性固形物之方法，探討其與化學

定量之可溶性碳水化合物間之關係，可嘗試運用於葉片品質及老化之評估(許，

2004)。
切花或盆花含有之碳水化合物為採收後維持生理作用之能量來源。外加蔗糖

常能提升切花觀賞品質及延長切花之瓶插壽命(鄭，1981)。菊花插穗之儲藏後品質

與植體本身及品種不同含有之碳水化合物多寡有關，含量高者儲藏後品質較佳，

減耗速率快者，儲藏壽命較短(徐，2004)。玉米之葉片老化時之葉綠素含量與葉片

含有之可溶性碳水化合物成正相關(Rajcan et al., 1999)。然而，在菊花葉片老化時

或在不同品種之比較上，是否亦存在此一關係則尚不明瞭(許等，2004)。
利用諸多方法調控離體葉片之SSC及TSC含量，在植株上接受較長時間光照之

葉片具有較高之SSC及較長之葉片瓶插壽命。斷除積儲( sink )之離體葉片，接受較

多光照時，亦具有較高之SSC及較長之瓶插壽命。利用吸取蔗糖溶液的方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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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高葉片SSC含量與延長葉片瓶插壽命。

然而，在缺水逆境下，光合作用受到抑制，供源 ( source )減少，SSC之含量

卻無顯著差異，處理間碳水化合物之差異主要在澱粉含量之變化，SSC無法用為

預測瓶插壽命之工具。另一方面，葉片經低溫貯藏後，澱粉轉化為可溶性醣，使

得貯藏後之SSC增加，然而因總非結構性碳水化合物( non-structural carbohydrate )
含量減少，卻使瓶插壽命縮短(許，2004)。

結語結語

葉綠素計常作為作物施用氮肥之依據，而屈光度計做為水果品質之指標工

具，鮮少用於量測葉片品質。利用簡單方便的工具預估葉片品質為市場亟需之方

法。本文所發展之技術雖不能準確估量葉片品質，然而在葉片葉綠素之指標，及

含糖量之指標，仍可提供可靠之數據做為部分評斷之結果，仍不失為簡便易行之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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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蘭與報歲蘭的開花習性四季蘭與報歲蘭的開花習性
洪惠娟

摘要摘要

國蘭年出口值約2-3億新台幣，以韓國為最主要市場，四季蘭品種佔70%以上

數量，報歳蘭約佔10-20%，近年貿易商集貨時多要求植株需帶有30%花梗。四季

蘭中的素心蘭花芽生成之位置為假球莖上第一片葉片往上1-2節位與往下1-4節位，

營養芽生成位置則為第一片葉往下1-7節位。8月底開花的植株於5月初進入花芽分

化，7月底花芽分化完成，生成花芽以1-2年生的芽為主，其次為當年生芽。花芽

分化完成後約日夜溫30-25℃/25-20℃下3-4週開花，日夜溫20/15℃開花延遲。而另

一品種四季蘭，生成花芽以當年生的芽為主，其次為1-2年生芽，日夜溫20/15℃花

芽分化受抑制。報歳蘭花芽生成的位置為假球莖上第一片葉往下1-4節位，營養芽

為第一片葉往下2-7節位。1月底開花的植株在前一年8底至11月進行花芽分化，但

需要20/15℃低溫花芽才能順利抽長開花。

前言前言

國蘭年出口值約2-3億新台幣，以韓國為最主要市場，2008年至今因全球金融

海嘯影響，外銷至韓國之數量與金額下滑，2009年和2010年雖然數量逐漸增加，

但金額之增加並不明顯，可見國蘭之單價已受此次金融海嘯影響降低。以外銷韓

國的各品種數量計算，四季蘭品種佔70%以上，報歳蘭約佔10-20%。四季蘭之`鐵

骨素心＇品種為目前最主要的品種，佔輸韓國總量約40%，其他重要四季蘭品種尚

包括` 彩虹＇、`玉華＇、`馬耳＇、`金針＇等。報歲蘭中`山川報歲＇品種歷年來均為報歲蘭

最重要之品種，然而在2010年輸出量銳減，報歲蘭品種多達40-50種，其中較重

要的品種有` 大勳＇、`山川＇、`太平洋＇與`金華山＇等。近年貿易商集貨時多要求植株

需帶有30%花梗，為達到此一要求，農民紛紛尋求促進國蘭開花之方法，以求能

順利出貨。為此，有必要先針對國蘭的開花習性進行了解，方能確實找出解決之

道。

內容內容

四季蘭Cymbidium ensifolium，植物學上稱為建蘭，包含3個亞種：ensifolium、

haematodes與acuminatum。分布範圍由日本九州南部、台灣、中國華南、中南半

島至新幾內亞以及印度南部與斯里蘭卡等地。原生於台灣的四季蘭花期分布在初

夏至晚秋，盛花期約在8-10月。蕙蘭屬植物開花節位在營養芽節位上方。以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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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為例，8月底開花的植株於5月初即開始進入花芽分化，7月份花芽分化完成。

花芽和營養芽分布的位置分別為第1-2片葉基部至葉片下方1-4個節位和葉片下方

1-7個節位，而花芽最主要的位置為葉片下方1-2節位，營養芽則為葉片下方3-4的
節位。四季蘭中不同品種間株齡與溫度對潛伏芽萌發之影響有很大的差異，素心

蘭以1-2年生的芽其基部潛伏芽最具萌發能力，其次為當年生芽，高溫(30/25℃)
下此情形明顯，隨溫度降低，當年生芽基部潛伏芽萌發比例提高，但總萌芽數於

20/15℃的溫度下明顯降低。另一品種的四季蘭當年生芽之潛伏芽萌發率高於1-2年
生芽，25/20℃有最佳的萌發率，但20/15℃則僅萌發營養芽，花芽萌發受抑制。低

溫對芽體的發育速度有明顯減緩的影響，分化完成之花芽在30/25℃與25/20℃之下

約需1個月的發育可以開花，20/15℃則延遲約2-3週，營養芽的生長發育在30/25℃
與25/20℃之下約需6個月可以成熟，20/15℃則需增加5-10週的發育時間。

報歲蘭Cymbidium sinense，因花期在中國新年前後而得名，又因花色多為深

紅褐色，中國稱為墨蘭。1月底開花的植株於9月初即開始進入花芽分化，11月份

花芽分化完成。花芽和營養芽分布的位置分別為葉片下方1-4個節位和葉片下方2-7
個節位，而花芽最主要的位置為葉片下方2-3節位，營養芽則為葉片下方4-5的節

位。報歲蘭花芽分化開始於高溫的9月份，但花芽發育則需要涼溫(20/15℃)才能正

常進行，在30/25℃和25/20℃花芽分別於萌發初期或發育後期夭折。以25/20℃處

理至花梗6公分後，植株分別移至20/15℃和30/25℃，20/15℃處理可以正常開花，

而30/25℃之處理3週後花梗全部夭折。報歲蘭在日/夜溫30-25/25-20℃的環境下約8
個月可以完成營養芽的生長。

結語結語

近年由於國蘭出貨植株需帶有30%花梗，為求能順利出貨，農民紛紛尋求促

進國蘭開花之方法。四季蘭和報歲蘭在花芽和營養芽生長的環境需求存在很大的

不同，四季蘭具有較廣溫度範圍、品種間存在明顯差異，而報歲蘭花芽分化和發

育則有不同的溫度需求。應由市場資料了解需要進行催花處理之品種與市場需求

的時間，再依據品種特性制定催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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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蝦紅素談福壽螺風險評估與管理從蝦紅素談福壽螺風險評估與管理
廖君達

摘要摘要

蝦紅素 (Astaxanthin) 又稱蝦青素，為已知最強的天然抗氧化劑，其抗自由基

能力為β-胡蘿蔔素的 10 倍、葉黃素的 200 倍，以及維生素E的 550倍，所以又

名「超級維生素」。臺灣生技業者由福壽螺 (Pomacea canaliculata) 卵塊萃取蝦紅

素，並鼓勵農民契養福壽螺及收購卵塊，遂衍生出福壽螺養殖的風險評估與政府

因應的風險管理。福壽螺因生技業者需求而再次鼓勵養殖之際，本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適時邀集大專院校及各農業試驗改良場所研究人員、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承辦人員開會研商。經與會各單位代表與專家充分討論後之立場，為避免任意養

殖福壽螺造成該螺孳生蔓延，或遭飼養者棄養，致危害農業生產安全及影響生態

環境之惡果由政府及農民再次承擔，使過去30年之防治努力功虧一簣，正式宣告

禁止養殖福壽螺。並對於已進行養殖者，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加強監控及管制。

本文擬探討福壽螺風險評估與管理，以供日後研究與應用之參考。

前言前言

福壽螺 (Pomacea canaliculata) 於 1979 年引進台灣養殖，期能取代台灣原生種

田螺，作為食用螺類。1980年大量推廣，致使養殖戶遍布全臺。至於亞洲各國或

因食用考量、水族寵物或雜草管理等目的，陸續將福壽螺引進當地應用，遂相繼

淪為福壽螺繁殖地。福壽螺螺體營養成分為蛋白質10%，脂肪2%，每100公克螺

肉的熱量僅有57卡，屬於低熱量的食品。然而，可食部位偏少（< 20%）使得加工

成本偏高，且肉質鬆軟，咀嚼感不佳。養殖業者求售無門，遂紛紛棄養，放流溝

中而蔓延各地溝渠、池塘及稻田。1982年首先於高屏地區發現危害初移植的二期

作水稻秧苗，其後多種水生經濟作物，如茭白筍、蓮花、菱角、荷花、芋頭、空

心菜等陸續被害，並對農業生產安全及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衝擊 (廖，2000)。迄

今，每年政府及民間投入大量經費及人力進行福壽螺防治，使得福壽螺不至於對

水稻造成重大的危害。然而，今 (2010) 年 5月 1 日業者由福壽螺卵塊萃取蝦紅素 
(Astaxanthin)並出現養殖熱潮的新聞見諸報端，使得政府與民間需要再重新審視福

壽螺養殖的潛在風險。



 127從蝦紅素談福壽螺風險評估與管理

內容內容

一、蝦紅素衍生福壽螺養殖議題 
蝦紅素又稱蝦青素，為廣泛存在於動植物、藻類、微生物體中葉黃素類的

色素。蝦紅素結構中的羥基和酮基構成α-羥基酮，其結構能夠提供電子給自由

基 (free radical)，或是吸引自由基的未配對電子以捕捉自由基，阻斷脂質氧化的

連鎖反應，進而保護細胞膜及DNA。蝦紅素為已知最強的天然抗氧化劑，其抗

自由基能力為β-胡蘿蔔素的 10 倍、葉黃素的 200 倍，以及維生素E的 550倍，

所以又名「超級維生素」。2000年蝦紅素獲得美國FDA核可為膳食補充品，使得

它從原本的飼料添加劑或食用色素，躍升到保養品、保健食品等。然而，市售有

關蝦紅素的保健食品並非來自蝦蟹，而是由微藻類單細胞浮游生物的雨生紅球藻 
(Haematoccus pluvialis) 提煉而得。其在陽光過強或養分不足的惡劣環境中，會大

量製造蝦紅素等抗氧化物質 (Guerin et al., 2003)。
臺灣生技業者成功開發由福壽螺卵塊萃取蝦紅素，2009年12月通過中部科學

園區投資申請案，2010年計畫在南科設廠量產。主事者為取得足夠的福壽螺卵塊

來源，透過媒體表示，中南部休耕的農田與魚塭戶，不少人願意養殖，目前簽約

契作農地有3百公頃，已施工30公頃、有產值的約十公頃，簽約農民有上百人，全

省都有，多數集中在雲林縣。福壽螺養殖風潮有再起之勢，遂衍生出福壽螺養殖

的風險評估與政府因應的風險管理 (未具名，2009)。
二、福壽螺養殖風險評估

福壽螺 1 年可繁殖 2-4 個世代，完成 1 世代需時 88~204 天，隨季節及食物而

異。幼螺成長至殼高約 1.5 公分起開始危害水生作物。由孵化起算 70~80 天，殼

高約 2.5 公分即達性成熟期。雌螺平均 3.5 天產卵 1 次，交配 1 次可持續產卵至交

配日後 42~69 天，期間每隻雌螺平均可產 15 個卵塊。每個卵塊平均 250個卵，孵

化期平均 12.3 天，平均孵化率 67.8%。3~11 月都適合雌螺產卵，年產卵塊數可達 
40 個，繁殖能力驚人 (林，1985 & 1986)。福壽螺因具肺及鰓之呼吸功能，對環境

之適應能力極強。當水溫低 (約 15 ℃) 或水分缺乏時，螺體潛入土中緊閉殼蓋，靜

止不動呈休眠狀態，最長可達 6 個月之久。一旦溫度回升及有足夠的水分，立即

打破休眠開始活動。

福壽螺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包括水稻及其他水生經濟作物產量的直接損失，

及多項間接損失，如增加稻苗的補植成本及福壽螺的防治成本、因施行防治對於

農業生態環境的危害、福壽螺作為廣東住血線蟲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會
引發人類嗜伊紅性腦膜炎) 的中間寄主，對於人類建康可能造成影響、對社會環境

的不良影響(景觀、多樣性等) (廖，2006；林等，2010)。Chen等 (2004) 利用條件

評估法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從經濟學之角度估量福壽螺對農業生

態環境造成之影響。若不採取任何防治措施，每年每公頃平均損失約23,161元，

平均損失率約為10.80%。推估出防治福壽螺危害之總效益值為50.69億元，亦即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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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沒有妥善執行時，福壽螺對台灣農業生態環境所造成之損失為51億元新

台幣。而且，經過30餘年的經常性防治，水稻插秧前福壽螺田間密度維持在1.34 - 
1.42隻螺 / m2，接近福壽螺的防治基準。

三、福壽螺養殖風險管理

福壽螺對於臺灣農業、社會、環境、經濟造成多項直接及間接的影響。當

防治措施沒有妥善執行時，每年福壽螺對台灣農業生態環境所造成之損失為51
億元新台幣。且經過30餘年的經常性防治，水稻插秧前福壽螺田間密度維持在

1.34~1.42隻螺/m2，接近福壽螺防治基準。若貿然同意飼養福壽螺，相關的配套措

施是否能夠有效控管福壽螺養殖? 是否能夠避免福壽螺由養殖場逸出? 是否有抽取

地下水，地層下陷的疑慮? 而且，一旦業者由其他地區取得成本較低的卵塊時，

勢必造成養殖產業的崩解，是否會再度爆發棄養潮? 種種因素考量，對於福壽螺

的養殖需要審慎評估。

福壽螺因生技業者需求而再次鼓勵養殖之際，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於5月20
日發函邀集大專院校及各農業試驗改良場所研究人員、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承辦

人員於 5 月 26 日開會研商。經與會各單位代表與專家充分討論後之立場，為避免

任意養殖福壽螺造成該螺孳生蔓延，或遭飼養者棄養，致危害農業生產安全及影

響生態環境之惡果由政府及農民再次承擔，使得過去 30 年之防治努力功虧一簣，

宣告禁止養殖福壽螺。並對於已進行養殖者，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加強監控及管

制。隨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依據植物防疫檢疫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公

告全面禁止養殖福壽螺；另依同法第 24 條規定，違法養殖者將被處以新臺幣 3 萬
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並應限期清除或銷燬，自 7 月 11 日生效。

四、福壽螺管理現況

1. 防治適期：

福壽螺喜好取食植物的幼嫩部位，水稻插秧後14天內為主要受害時期，其他

作物於移植初期或再分蘗期受害最為嚴重。稻田湛水整地，水稻插秧前後為防治

適期，可選擇於插秧前3日或插秧後隨即施藥。但春作水稻插秧期，氣溫低於15℃
時，福壽螺會遁入土壤中休眠，則無防治的必要。其他作物則於移植初期或再分

蘗期為重點防治時期。

2. 栽培管理：

(1) 栽培田區的進水口裝置鐵絲網，隔絕來自溝渠的福壽螺；於排水口舖設30公
分長之浪板防止螺體逆水侵入稻田。

(2) 插秧初期，維持較低的水位可降低福壽螺的移動能力。

(3) 採收後，田間湛水耕犛，施用防治資材，以消滅潛入土中休眠的福壽螺。

(4) 動員人力清除田區或灌溉溝渠的福壽螺螺體及卵塊，但注意要將卵塊移除，

若棄置田間及溝渠仍然會正常孵化。

3. 藥劑防治：

植物保護手冊推薦於福壽螺防治的藥劑包括6%聚乙醛餌劑、70%耐克螺可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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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粉劑及80%聚乙醛可濕性粉劑，可選擇於插秧前3日或插秧後隨即施藥防治，施

用時田間水位維持1~3公分，須均勻撒布或噴施田區。

(1) 插秧前施藥注意事項：稻田經過2階段耕犂後，藥劑施用日距離插秧日需有3
日的時間，讓遁入土壤的福壽螺返回土壤表面，才能發揮藥劑的效果。但須

注意施藥後至插秧前，避免進入田間作業，導致防治效果降低。

(2) 插秧後施藥注意事項：水稻插秧後，福壽螺即開始危害秧苗，防治藥劑的施

用時機須於代耕業者插秧後隨即施用。但須注意施藥後3日內，避免進入田間

作業，導致防治效果降低。

4. 植物性資材防治：

依據 2009年12月31日修正之中華民國「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

基準」之「有機農業病蟲害管理技術資材」中，條列咖啡粕、苦茶粕或未添加

香料之菸葉渣為可用的病蟲害防治技術及資材。並註明苦茶粕使用於水稻等水

田每期作每公頃，施用量不得超過 50 公斤。由於苦茶粕含有 8 ~ 14 ％的皂素 
(Saponin)，對於水生魚類、螺貝類及田埂蚯蚓有極強的毒殺效果，施用後 3 日內

不要排水，避免對生態環境造成危害。

5. 生物防治：

水稻田於插秧後10日可放養鴨子來取食福壽螺，每公頃釋放量約為100-150
隻。深水栽培的茭白筍田或荷花田等，可釋放體重約2公斤的青魚（烏鰡）或泰國

鯰魚來取食福壽螺，每公頃釋放量為70-100隻。

結語結語

想當年為了發展螺肉罐頭產業，引進的福壽螺迄至今仍是水生經濟作物栽培

的重要有害生物，缺少的就是對入侵種或外來種的風險分析。如今面對生技產業

發展的需求，政府在農業發展及產業發展之間，勢必需要啟動健全風險評估及風

險管理的機制，才能維護這塊土地的永續經營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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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聚合酶連鎖反應（即時聚合酶連鎖反應（Real-time PCRReal-time PCR）在植物病）在植物病
毒病害檢測上之應用毒病害檢測上之應用

趙佳鴻

摘要摘要

PCR是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的簡稱，中文為「聚合酶鏈鎖反應」。這方

法能使少量DNA（deoxyribonucleic acid ，去氧核醣核酸）無限量地複製。自從此

技術被加理．莫理斯（Kary B. Mullis）發明開發至今，在生物科技上的用途相當

廣泛，如應用在醫學、遺傳學、藥物設計上等，還有許多病毒和細菌的傳染都是

靠PCR方法診斷出來的。幾乎是生物學門中最被普遍使用的技術。PCR主要是運

用DNA的變性、黏合及延伸等三步驟的循環，連續增幅目標DNA片段。在人類的

疾病或其他動植物的疫病蟲害檢測上，以PCR為基礎的技術都被廣泛的應用，諸

如多重聚合酶連鎖反應(Multiplex PCR)、巢式聚合酶連鎖反應(Nested PCR)、逢

機增幅多態型-聚合酶連鎖反應(RAPD-PCR)、序列特徵化增幅區域(SCARs)、聚

合酶連鎖反應-限制性片段長度多態性(PCR-RFLP)以及即時聚合酶連鎖反應(Real-
time PCR)等。其中Real-time PCR近年被應用的機率逐漸提高，除了反應時間大

量的縮短之外，儀器及技術亦不斷的創新進步，真正可以做到兼顧到準確度、敏

感度及高效率的多項優點。Real-time PCR跟傳統PCR不同之處在於前者可經由光

學系統去監測反應中產物量(藉由螢光物質的標定)的變化而反應在電腦上，後者

則必須等反應結束後再進行洋菜膠體電泳分析。Real-time PCR的配備主要有PCR
機器、光學系統及電腦。隨著技術的改良進步，Real-time PCR在精確度及敏感度

都優於傳統PCR。目前Real-time PCR螢光系統可大致分為「非探針型」及「探針

型」。(一)「非探針型」的系統就是在反應中加入會與雙股DNA嵌合而釋放出螢

光的物質，目前最常被使用的螢光染劑是SYBR-green I，這種物質會嵌入在雙股

DNA的小凹槽(minor groove)而釋放出可被偵測的螢光，所以當PCR產物越多時，

嵌入的SYBR-green I就越多，釋放出的螢光也就越多。(二)「探針型」系統相對上

就較為複雜，反應中除了要有專一性的引子對之外，另外還要在引子對之間DNA
序列中找到具有專一性的片段來作為探針，如果不是目標物種來做偵測，探針就

不會雜合到核酸上，之後也就不會釋放出螢光而被偵測到，所以「探針型」系統

的專一性也就相對比較高。Real-time PCR的優點就實驗時間可以大幅縮短，也

可在電腦上即時監測實驗結果，且鑑定的專一性、敏感度及準確度也較一般PCR
方式為高。檢測過程不用進行洋菜膠體電泳分析，除了可以節省時間及洋菜膠的

材料費外，也可避免多做這個實驗所造成的污染及操作誤差。目前應用Real-time 
PCR在偵測及研究植物病蟲害的例子很多，應用於植物病毒病害諸如木瓜輪點病

毒 (Papaya ringspot virus, PRSV)、木瓜畸葉嵌紋病毒 (Papaya leaf distortion mos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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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s，PLDMV)、番茄斑點萎凋病毒(Tomato spotted wilt virus，TSWV)、柑橘病毒

病害(Citrus viruses)、Cucurbit yellow stunting disorder virus (CYSDV)及番茄黃化捲

葉病毒(Tomato yellow leaf curl virus，TYLCV)等。以柑桔類重要病毒病害-- Citrus 
psorosis virus (CPsV), Citrus variegation virus (CVV)及Citrus tristeza virus (CTV )的
例子來看，目前都對於柑桔產業的危害相當嚴重，如何快速而精準的鑑定此病原

菌在植物檢疫或防疫上都非常重要。義大利的研究人員於2010年發表一篇以Real-
time PCR快速鑑定柑橘病毒病害的論文，他們以TaqMan的方法，開發了多組的引

子對及探針，比傳統RT-PCR(Reverse transcript-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技術快速

而更靈敏100-1000倍的鑑定柑橘病毒病害，此技術可提供全球其他國家進行植物

檢疫或防疫的病原鑑定參考。

前言前言

自從聚合酶連鎖反應(PCR)技術開發至今，幾乎是生物學門中最被普遍使用的

技術。PCR主要是運用DNA的變性、黏合及延伸等三步驟的循環，連續增幅目標

DNA片段。在人類的疾病或其他動植物的疫病蟲害檢測上，以PCR為基礎的技術

都被廣泛的應用，諸如多重聚合酶連鎖反應(Multiplex PCR)、巢式聚合�連鎖反應

(Nested PCR)、逢機增幅多態型-聚合酶連鎖反應(RAPD-PCR)、序列特徵化增幅區

域(SCARs)、聚合酶連鎖反應-限制性片段長度多態性(PCR-RFLP)以及即時聚合酶

連鎖反應(Real-time PCR)等。其中Real-time PCR近年被使用的頻率逐漸提高，除

了反應時間大量的縮短之外，儀器及技術的亦不斷的創新進步，真正可以做到兼

顧到準確度、敏感度及高效率的多項優點。 

內容內容

一、Real-time PCR原理與方法 
Real-time PCR跟傳統PCR不同之處在於前者可經由光學系統去監測反應中產

物量(螢光物質)的變化而反應在電腦上，後者則必須等反應結束後再進行洋菜膠

體電泳分析。Real-time PCR的配備主要有PCR機器、光學系統及電腦(如圖1)。隨

著技術的改良進步，Real-time PCR在精確度及敏感度都優於傳統PCR。目前Real-
time PCR螢光系統可大致分為「非探針型」及「探針型」。 
(一) 「非探針型」的系統就是在反應中加入會與雙股DNA嵌合而釋放出螢光的

物質，目前最常被使用的螢光染劑是SYBR-green I，這種物質會嵌入在雙股

DNA的小凹槽(minor groove)而釋放出可被偵測的螢光，所以當PCR產物越多

時，嵌入的SYBR-green I就越多，釋放出的螢光也就越多。 
(二) 「探針型」系統相對上就較為複雜，反應中除了要有專一性的引子對之外，

另外還要在引子對之間DNA序列中找到具有專一性的片段來作為探針，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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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目標物種來做偵測，探針就不會雜合到核酸上，之後也就不會釋放出螢

光而被偵測到，所以「探針型」系統的專一性也就相對比較高。 
二、Real-time PCR的優缺點 

Real-time PCR的優點就實驗時間可以大幅縮短，也可在電腦上即時監測實驗

結果，且鑑定的專一性、敏感度及準確度也較一般PCR方式為高。檢測過程不用

進行洋菜膠體電泳分析，除了可以節省時間及洋菜膠的材料費外，也可避免多做

這個實驗所造成的污染及操作誤差。此外，不論使用探針或非探針的方法，Real-
time PCR皆可精準定量，確定目標DNA的初始濃度，這對於植物防檢疫中的抗病

育種及輸入農產品檢測方面，特別具有意義。而傳統PCR僅能用於定性分析，至

多能達到「半定量(semi-quantitative)的程度。甚至已有廠商開發出手提式的Real-
time PCR機器，可在野外或田間都使用直接進行檢測。而Real-time PCR的缺點則

是機器及反應耗材的費用相對較高，造成目前在使用上無法達到普及化的主要原

因。 
三、Real-time PCR在檢測植物病蟲害之應用 

目前應用Real-time PCR在偵測植物病蟲害的例子越來越多，病害諸如馬鈴薯

晚疫病菌(Phytophthora infestans)、番茄斑點萎凋病毒(Tomato spotted wilt virus)、
葡萄皮爾斯病菌(Xylella fastidiosa)、青枯病菌(Ralstonia solanacearum, race 3, biovar 
2)及柑橘黃龍病菌(Candidatus Liberibacter spp.)等。在害蟲的檢測上，目前已有開

發數種鱗翅目捲葉蛾害蟲、果實蠅及南黃薊馬等。 
(一) 植物蟲害：以蘋果重要害蟲---蘋果蠹蛾(Cydia pomonella)為例，蘋果蠹蛾是國

際上重要的檢疫害蟲，分布在許多溫帶國家，對蘋果及梨等溫帶果樹造成極

大的損害，牠也被台灣列為重要的檢疫對象，近年來多次在進口蘋果中被檢

出，所以開發精確、穩定而快速的鑑定方法就顯得相當重要。Barcenas等人以

四種為害蘋果的重要捲葉蛾(包括蘋果蠹蛾)為材料，將粒線體中的氧化還原酵

素I(Mitochondrial cytochrome c oxidase subunit I, COI)片段加以定序、比對，然

後利用上述的DNA序列設計每一種捲葉蛾的專一性引子對，利用PCR反應及

螢光染劑(SYBR-green)嵌合在目標產物上，而光學儀器偵測螢光反應，並將

訊息傳到電腦上以提供即時的反應資訊，這樣便可以快速的得到監測結果，

這項偵測技術已經在墨西哥的檢疫單位實際應用。 
(二) 植物病害：以柑桔類重要病害--柑橘黃龍病的例子來看，此病為一類分布於

植物韌皮部的特殊細菌(Candidatus Liberibacter spp.)所造成，目前有亞洲、非

洲及美洲三型，對於柑桔產業的危害相當嚴重，如何快速而精準的鑑定此病

原菌在植物檢疫或防疫上都非常重要。美國農部的研究人員於2006年發表一

篇以Real-time PCR快速鑑定柑橘黃龍病病菌的論文(Li et al., 2006)，他們以

TaqMan的方法，開發了多組的引子對及探針，快速而精準的鑑定亞洲型及美

洲型的黃龍病菌，其中他們也加入了其它柑橘病害病原菌(如柑橘潰瘍病菌等)
來測試此技術的專一性，這項技術的開發除了目前已應用在佛羅里達州來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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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亞洲型的黃龍病病菌外，也可適用於全球其他國家進行植物檢疫或防疫的

病原鑑定參考。 

結語結語

　　Real-time PCR有快速、精準及專一等鑑定的功能，但是否真的能準確檢

測出目標物種，除了實驗條件的設定，不斷的測試才能確定該項檢驗技術的穩定

性，而這些技術的根本則有賴於害蟲及病原菌基因資料庫的建立與累積，在建立

基因資料庫之前，物種(species)、分化型(forma specialis)、病原變種(pathovar)、生

理小種(race)必須先加以鑑定釐清，基因資料庫來源的證據標本(voucher specimens)
或菌株都必須妥善保存，避免日後發現先前鑑定有問題時無法再驗證。隨著此項

技術的使用普遍化，反應所需的耗材與藥劑價格也可能逐步下降，使用的花費也

就越來越能被接受，應用在植物的疫病蟲害上的機會就可大幅提高，在可預見的

未來，Real-time PCR在植物防檢疫的工作上將扮演更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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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蘭盆花外銷貯運文心蘭盆花外銷貯運
易美秀

摘要摘要

文心蘭盆花主要外銷國家為美國，目前文心蘭盆花外銷美國仍需以裸根方

式，而外銷美國以外地區則可帶介質，文心蘭裸根遭遇黑暗及失水逆境，會產生

根部活力降低、葉綠素減少、假球莖澱粉及全可溶性糖含量的變化及乙烯生成量

增加等生理現象，縮短貯運時間控制貯運溫度及運用1-MCP處理可減少裸根貯運

的傷害，此外文心蘭帶介質的貯運方式的研究，仍需實驗建立適當流程。

前言前言

文心蘭盆花主要外銷國家為美國，佔文心蘭外銷盆花之44.1%，文心蘭盆花

年外銷量約45.65公噸，外銷金額為新台幣1千3佰餘萬元。台灣文心蘭盆花植株，

除了美國以外的國家大都可帶水苔介質輸入，美國目前尚只能以裸根方式輸入。

2004年台灣蝴蝶蘭盆花已可帶栽培介質輸往美國，近年已有文心蘭業者，積極協

調是否文心蘭盆花比照蝴蝶蘭輸美溫室之認證，可帶介質輸出美國等地，如能取

得認證則能提高文心蘭盆花輸美之量及品質。

內容內容

一、文心蘭裸根問題及生理

文心蘭以中苗裸根輸出者，新長成的假球莖常不抽梗開花，於是購買種苗者

無法在時間內開花販賣獲利，而已抽梗者，到貨栽培後，常有花朵數嚴重減少，

致售價不高的問題發生(陳和李，2003)，如何降低文心蘭黑暗裸根貯運的傷害，是

文心蘭貯運的重要課題。

裸根和高溫會促使文心蘭野貓品種Colm. Wildcat乙烯生成量及呼吸率快速提

升。模擬黑暗貯運5、7及10天會導致根部活動隨天數增加而下降，黑暗貯運時莖

頂數來第三片葉(L3)的葉綠素含量高溫較低溫下遞減顯著。假球莖全可溶性糖的

含量隨天數遞增而增加，而在黑暗處理間假球莖澱粉含量在第5天增加並在第7天
遞減。而ACC生成及ACO活性在第7天時比對照組高(羅，2006)。
二、解決文心蘭裸根問題的相關試驗

1-MCP處理可抑制文心蘭野貓品種裸根貯運內生乙烯的生成，以1000ppb 
1-MCP濃度燻蒸處理4小時者有最佳效果(羅和林，2006)。文心蘭類株型、花

色變化多、花序壽命可達1個半月，應可以蝴蝶蘭的外銷模式，以養分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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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梗(長5-10cm)開花株，將黑暗貯運縮短至4天，再配合日/夜溫25/20℃，光度

180μmol‧M-2‧S-1的催花環境，可在2個月內獲得良好的開花株出售(陳和李， 
2003)。
三、蝴蝶蘭帶介質貯運的試驗

王等(2005)發現蝴蝶蘭帶介質及裸根植株之Fv/Fm值與根、葉部活性均隨貯運

時間增加而下降，且裸根植株之根、葉活性較帶介質植株下降情形明顯，帶介質

植株於12℃下貯運有寒害現象發生，貯運30天後三品系之Fv/Fm值及葉綠素含量下

降，而貯運18-21℃則Fv/Fm值及葉綠素含量不顯著，文心蘭帶水草貯運是否和蝴

蝶蘭有相同現象，尚需實驗證明。

四、現行文心蘭外銷盆花貯運流程

(一) 裸根種苗外銷貯運流程：

出貨前處理→包裝處理

1. 苗株出貨前處理：適當選擇強健苗株，首先需將栽培介質去除乾淨。

2. 包裝處理：以白報紙或塑膠袋將每一植株包裝後，依序將其放置於紙箱

內。

(二) 種苗帶介質外銷包裝處理作業流程：

苗株出貨前處理→包裝處理

1. 苗株出貨前處理：適當選擇強健苗株，苗株出貨前處理包括水分控制、噴

藥殺蟲殺菌、清理等，水分控制是在出口前調整苗株栽培介質之水分濕

度。噴藥殺蟲殺菌處理常配合在水分控制時處理。帶介質出口之苗株需在

裝箱前幾日進行，包括敲打盆底，除去部分表面水苔、蟲體；除去葉片上

污物。

2. 包裝處理：種苗包裝方式將植株依序放入紙箱，再以膠帶封粘固定，防止

震盪機械傷害。

(三) 開花株外銷包裝處理作業流程：

苗株出貨前處理→固定及整理→包裝處理→1-MCP燻蒸

苗株選擇適當，以去除帶病及弱小植株，於出口前3~5日進行噴藥殺蟲殺菌處

理，花梗固定及葉片整理可在噴藥前或之後處理。包裝大多以橫放方式，花梗花

朵必須固定良好後，1-MCP燻蒸以1M2放置1粒，在常溫下(23~28℃)處理4小時或

以上，花朵可以不織布或白報紙以為保護。

文心蘭大多以紙箱包裝方式外銷，運輸以空運運輸為主，處理流程較蝴蝶蘭

簡略，仍有改善空間。

結語結語

文心蘭盆花雖然年外銷金額只有1千3佰餘萬元，但民間業者及政府試驗場所

已育有自有品種，將可提昇其競爭力，文心蘭盆花市場以美國為主，目前蝴蝶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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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美國已可帶介質，文心蘭盆花亦在向美方爭取帶介質輸美，文心蘭帶介質的

盆花貯運流程有必要以試驗結果加以建立及改善，以確保文心蘭盆花貯運後之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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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石斛蘭產業及研發概况春石斛蘭產業及研發概况

魏芳明

摘要摘要

春石斛蘭盆花於台灣地區已有數十年栽培歷史，目前國內生產之春石斛蘭盆

花，品種均由國外引入，種苗多具有專利，成本極高且品種特性不易掌握，生育

習性及開化特性多由生產者自行探索；而有品種選定困難、生產品質不佳、著花

節數少、開花期不穩定等諸多問題。有鑑於春石斛於未來國際市場之開發潛力，

國內生產者及相關試驗研究單位、學術機關等已積極投入春石斛栽培改進，針對

目前生產所遭遇困難，蒐集國內主要栽培品種並自國外引進新品種，建立主要栽

培品種之生育特性及栽培管理，花期調節、行銷及品種改良等工作，期能加速提

昇國內春石斛產業取得國際先機。

前言前言

春石斛(Nobile-type Dendrobium)為石斛蘭屬石斛蘭節(Dendrobium section 
Dendrobium)內之原種群，以金釵石斛(Den. nobile)為基本種所雜交選育出之品種群

的總稱。春石斛主要用於盆花生產，其色彩瑰麗繽紛，為高貴的贈禮及答謝用盆

花，目前春石斛的主要生產國為日本、荷蘭、泰國及美國等，於台灣地區雖已有

數十年栽培歷史，但均未能專業化規模生產。

近年來國內生產者陸續開拓了美國聖誕節、香港、中國大陸之年花市場，

部分業者則以種苗供應荷蘭及中國生產者。由於國外市場反應頗佳，部分生產者

已針對國內、外市場，規劃進行春石斛蘭專業生產。而於國際間，由於蝴蝶蘭產

品成功地蓆捲國際蘭花盆花市場，許多國際蘭花生產大場，除了持續加強蝴蝶蘭

之生產行銷外，亦開始探索，如何以蝴蝶蘭成功模式，開發建立新的蘭花品項，

以迎合消費者求新求變的消費需求，而春石斛則為部份大場所評估的重要項目之

一。

  內容  內容

一、產業概况

日本春石斛蘭產業之發展起始於1970 - 1980 年代之高經濟成長期，日本農林

水產省之統計資料，自1992 年至2006 年，日本之批發銷售量皆維持於約2百20 萬
盆，但是自2007 年起降至2百萬盆以下。歐洲，以荷蘭為主，春石斛的產量超過

了3百萬盆。美國， Matsui Nursery年產超過13萬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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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發概况

日本春石斛蘭相關之生理研究則多發表於1980 至1990 年代前期。日本於春

石斛蘭之研究多偏重於溫度或肥培等因素對莖段扦插、萌芽、停心、以及開花等

階段之影響的研究。而對植物生育有極大影響之光合作用等生理研究，則幾乎闕

如。雖然在商業栽培上亦多以溫度管理作為首要重點，但是溫度與光合作用之間

亦有重要之相關性，因此，光合作用對春石斛蘭生育之影響，可能為未來重要之

研究課題之ㄧ。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的研究團隊， 由王寅東博士、Dr. Terri Starman 及他們的研

究生組成，自2004年便開始以春石斛為研究重點，使用四倍體的分生苗Den. Red 
Emperor ` Prince 栽植於含50％泥碳苔的介質，他們發現春石斛在活躍的營養生長

期需要100 ppm （mg／liter）的氮肥，不超過25 ppm 的磷肥及100 ppm 的鉀肥，

以得到最好的開花品質。事實上，即使一年以上不施磷肥，植株仍然開花良好，

但是缺少氮肥或鉀肥，卻都會造成早期嚴重落葉，並減少花朵數目。

三、近年春石斛蘭國內試驗改良場相關研發成果

(一) 石斛蘭之育種：台中區農業改良場有鑑於春石斛蘭極具國內外市場潛力，乃

針對目前春石斛蘭生產所遭遇困難問題，自九十三年開始投入春石斛蘭試驗

研究，廣集國內外資料及蒐集國內外品種，進行雜交育種並建立主要栽培品

種之生育特性、栽培管理及花期調節等技術，初步選育出5株優良雜交後代單

株，已向英國皇家園藝學會完成新雜交種登錄，並研發可提供花農應用之花

期調節技術模式，春石斛蘭在秋天需要乾燥的氣候，花芽分化則要有一段低

溫期，配合適當的肥培管理，才能開出美麗花朵。目前已能掌握開花特性與

花期調節等技術。 
石斛蘭育種成果：1.建立石斛蘭育種種源圃：已自國內外蒐集41栽培品種(系)

及重要原生種46種，進行性狀及生育特性調查，篩選適合國內發展之育種親本。

2.雜交育種：由所篩選適地品種，依中、小株型，花期及低溫需求特性，完成320
組雜交組合。3.雜交後裔培育：完成210組無菌播種及幼苗出瓶作業，培育自有雜

交後代3萬餘苗供作選種基礎。4.優良單株選拔：於60個雜交組合開花株中，初選 
中、小型，花期長單株40株，複選優良單株10株，完成性狀調查，並向英國皇家

園藝學會完成5個新雜交種登錄。

(二) 春石斛蘭品種研發技術交流及栽培體系之導入與改進

農業試驗所為建立台日春石斛蘭之產、學界交流平台及導入日方研究資訊及

栽培技術，以作為台灣發展春石斛蘭產業之參考。

1. 建立台、日春石斛蘭之產、學界交流平台:
特邀請日本專家:愛知教育大學:市橋正一先生；愛知縣花卉温室園藝組合連合

會:酒井広蔵先生來台進行二場學術演講。

2. 派遣專業研究人員赴日本研習:
於2010年10月17日-10月23日赴日參訪:（1）東海市立農業中心。（2）岡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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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3）京都大學。（4）春石斛蘭業者10家。（5）合作單位:愛知教育大學；

愛知縣花卉温室園藝組合連合會。完成台、日研究人員之互訪行程。

3. 導入日方研究資訊及栽培技術，作為台灣發展春石斛蘭產業之參考。

(三) 春石斛優質生產體系之建立

農業試驗所為拓展春石斛外銷市場之關鍵技術，研究春石斛帶葉催花處理與

外銷儲運相關技術，其栽培處理相關技術研發，有助於拓展台灣春石斛產業規模

化。

農試所有鑑於石斛蘭(Dendrobium spp.)乃熱帶原生之著生蘭(epiphytic 
orchids)，其生育適溫與蝴蝶蘭相近，所需日照強度約20000至40000Lux，而栽培

密度為蝴蝶蘭的3~4倍，於溫室或防雨網室可栽培出高品質帶葉成熟株，因此歐美

市場評估春石斛將繼蝴蝶蘭之後大放異彩。有鑑於此，國內春石斛業者亟思加強

拓展外銷市場，但缺乏相關之低溫催花或外銷貯運保鮮處理技術與資訊。因此農

業試驗所花卉中心進行春石斛催花前光馴化與低溫催花相關技術之研究，以協助

業者加強高品質帶葉開花春石斛外銷競爭力。其目標為：

(1) 篩選適合台灣高溫高光環境下，夏秋季不會產生高芽品種。無高芽品種篩

選；篩選處理方法為於生長箱內，以日溫30°C、夜溫20°C處理10天與20
天後，置於常溫下，每處理10株。處理品種：Den.11、Den.12、Den.13、
Den.14、Den.15、Den.16、Den.17、Den.18、Den.21、Den.22、Den.23、
Den.24、Den.25、Den.26、Den.27、Den.28、SOCM-27、櫻姬、天母1號、火

鳳凰、紅花黑心等，共21種品種。結果全部無高芽。無高芽品種篩選12適應

性佳品種。

(2) 建立春石斛各品種人工低溫催花之低溫需求量檢測，作為業者催花處理之參

考。進行10個品種涼溫催花；處理方法為將成熟株進行涼溫8℃及15℃處理

4週後，每處理20株，於25℃及網室下調查花芽率及開花品質。處理品種：

Den.18、Den.19、Den.21、Den.22、Den.23、Den.24、Den.25、Den.26、
Den.27、天母1號等10個品種，調查其花芽率及開花品質。

(四) 建立高效低成本花期調節技術

農業試驗所花卉中心進行春石斛低溫催花及海運外銷貯運技術研發，以春石

斛高芽分生苗，於高溫期低光下進行低氮肥栽培，約2-3個月植株生長有頂芽停心

且假球莖肥大等成熟現象，再測試各品種間差異，作為低溫催花前植株肥培作業

處理技術。

1. 以假球莖成熟期調節處理配合低溫催花，進行春石斛花期調節。

(1) 假球莖成熟期調節處理：自5月起至9月，春石斛分生苗每個月進行低光照＋

低氮肥處理，調查植株頂芽停心及假球莖肥大比率。

(2) 催花前馴化處理：自8月起至10月，春石斛成熟株進行低光處理，再進行涼溫

處理，每處理10株。

2. 擬研究貯運前馴化處理，包括乾旱、光照等處理減少貯運後落葉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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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球莖成熟期調節處理：自5月上旬測試火鳳凰、紅花黑心、櫻姬、天母1
號、天母2號、SOCM 27、SOCM 30及Den 20等8個品種進行低光照＋低氮肥

處理，至8月上旬各品種均呈現頂芽停心及假球莖肥大。

(2) 催花前馴化處理：以SOCM 27 及SOCM 30已停心的春石斛， 分別進行以下

三種處理，每處理10株。(a)網室→生長箱（日夜溫15/15℃，4週）→日夜溫

改為25/20℃。(b)網室→催花房（日夜溫22/18℃，4週）→生長箱（日夜溫

15/15℃，4週）→日夜溫改為25/20℃。(c)網室→催花房（日夜溫22/18℃，

4週）。結果以SOCM 27而言經催花前馴化處理4週（催花房：日夜溫

22/18℃），可有效增加其假球莖萌芽數，但SOCM 30則相反。

(五) 重要檢疫病毒及進口花卉新發生病毒檢測試劑開發與應用

農業試驗所進行石斛蘭病毒檢測；包括:1.蕙蘭嵌紋病毒(Cymbidium mosaic 
virus, CymMV)。2.齒舌蘭輪斑病毒(Odontoglossum ringspot virus, ORSV﹚。3.胡
瓜嵌紋病毒﹙Cucumber mosaic virus (CMV)﹚。4.石斛蘭嵌紋病毒﹙Dendrobium 
mosaic virus (DenMV)﹚。5. 石斛蘭葉脈壞疽病毒﹙Dendrobium vein necrosis virus 
(DVNV﹚。其中CymMV, ORSV, CMV為國內蘭科作物已發生之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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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重金屬鎘污染與整治土壤重金屬鎘污染與整治
陳鴻堂

摘要摘要

  重金屬或其離子，經由大氣或水為媒介，直接或間接進入土壤中，當其累

積濃度量達到危害作物時，便構成污染。重金屬鎘因被農作物吸收多量進入食物

鏈中，讓動物或人類食用後，為害健康。台灣之稻榖鎘含量限量標準為0.4mg Kg-1

（2011年），但稻榖鎘含量超過限量標準之稻榖，其土壤鎘含量有時尚未達到管

制濃度，因此水稻田採用適當之浸水栽培法，讓稻田土壤呈還原狀態，可降低水

稻吸收重金屬鎘，生產低鎘濃度之稻穀，另外在鎘風險高之農田土壤選擇秈稻栽

培亦有降低水稻吸收重金屬鎘，生產低鎘濃度之稻穀之現象。

前言前言

    重金屬通常是指密度大於5 g/cm3的金屬，在週期表中大部係屬過渡元素

的某些金屬及其離子。日常生活中所提到的重金屬通常與環境污染相關，因此

將對生物有明顯毒性的金屬或類金屬元素就視為重金屬。台灣目前常被研究的

重金屬包括銅、鋅、鎳、鉻、鎘、鉛、汞、砷等8種。鎘是1817年德國Friedrich 
Strohmeyer在碳酸鋅的雜質中發現，其往後100年德國是鎘金屬的重要生產者，因

為新發現於鋅礦（碳酸鋅calamine），便把此金屬命名為Cadmium，元素符號為

Cd。2001年中國出產了約全球1/6的鎘，其次是韓國及日本。鎘是一種柔軟、可塑

性高有毒的藍白色金屬。許多特性與鋅類似，可形成更多複雜的化合物。最常見

的價數是+2價，但也有極少數+1價被發現。

內容內容

    鎘是以亞硫酸鹽的形態存在於含有鋅及鉛之礦石中，主要產於閃鋅礦中，

工業上可以用作銅、鉛、銀、鋁、鎳等之合金，亦可用於電鍍、陶瓷、塑膠、電

池、顏料、照相與核子工業之原料，鎘鹽亦可用作殺蟲劑等，已知鎘是劇毒物會

致癌。 
  鎘鹽以氯化物、硝酸鹽及硫酸鹽形態存在時，易溶於水。因此，在電鍍工

廠、顏料廠、紡織洗染廠、鉛廠及化學工廠之工業廢水中，經常有鎘存在。紐約

長島之地下水中，鎘之含量有高達3.2 mg L-1，這是由於附近電鍍工業廢水之污染

引起。另有許多礦區或泉水中，鎘之濃度亦有超過1,000 mg L-1者。 
  鎘對人及畜均呈劇毒，當狗每公斤體重攝取鎘0.15～0.3 g時，便立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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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兔0.3～0.5 g Kg-1；白鼠飲用含鎘之水，結果能使血液中紅血球急遽減少。一般

常人飲用約14.5毫克之氧化鎘，則身體會抽筋、痙攣、嘔吐及腹瀉；飲用量達8.9
克，能在一小時半內致命。 

  鎘雖然對人畜極具毒性，但卻很容易被植物吸收而無毒害徵狀。在鎘污染之

土壤區，發現蒿苣中含量高達668ppm，鎘很容易被水稻吸收累積，而且很易輸送

至地上部莖、葉、穀米中。由於土壤含鎘量接近污染時，所栽培之各種作物中，

時有高濃度之累積現象。因此建議，土壤表土有效性鎘（鹽酸抽出液）在0.13 
mgKg-1時，不應栽培作物。目前灌溉水質標準，最大設限是0.005 mg L-1。

鎘污染農田之整治方法有1、稀釋技術：台灣地區大部分的重金屬污染農地土

壤係應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土壤翻轉稀釋工法作為改善方法。2、化學穩定技術：

在許多污染場成功的發展可信賴的土壤改善材料，如石灰、有機質、堆肥、沸石

及鐵錳氧化物等。3、化學淋洗技術：在日本使用CaCl2及FeCl3作為現地化學淋洗

劑來改善鎘污染農地土壤。4、植生復育技術：在北台灣鎘污染農地種植Rainbow 
pink 5週，結果植物嫩葉鎘濃度明顯增至115 mgKg-1。5、應用EDTA可明顯增加土

壤溶液及種植在污染土壤中之Rainbow Pink之重金屬濃度。最近日本又發現新土壤

整治方法：1.傳統整治方法-湛水管理：是一種避免稻米鎘污染的普遍且有效益之

耕種方法，整治成本僅為客土法成本之50%。但湛水狀態下會造成農民收割機具

操作上的困難，並產生甲烷，對溫室效應造成影響。2.傳統整治方法-土壤整治法

包括：客土-鋪設未污染土壤在污染土壤上方；換土-移除污染土壤，用非污染

土壤回填；深層翻土稀釋-污染土壤層和非污染土壤翻轉。3.新興整治技術-植生

復育法：其中之植生萃取是最普遍之技術。在日本密集測試這4種植生復育方法，

研究不同植物品種對於土壤中鎘之吸收能力，研究發現日本-印度系的混種長香

穀、密陽23號稻米(產量高但品質口感不好)及秈稻比挭稻種有較高的鎘吸收能力。

台灣亦有相似研究結果。4.新興整治技術-土壤淋洗法為較傳統之離場改善方法，

使用萃取劑將有害金屬從土壤移至土壤水溶液。台灣較少採用此整治方法。由於

台灣農田灌溉常被許可做為工廠廢水排放溝渠，致使農田遭重金屬污染機率提

高，若農民願意配合改變水稻成熟期浸水及選擇栽培較低鎘吸收能力之梗稻等，

都可有效降低稻米重金屬鎘濃度。

結語結語

鎘對人及畜均呈劇毒，當土壤鎘濃度有導致風險發生可能時，就稱為土壤鎘

汙染，必須採取必要之措施防止擴大，並將已遭受污染之土壤進行管控與整治，

儘可能恢復原貌。土壤鎘汙染之預防應加強電鍍、陶瓷、塑膠、電池、顏料、照

相、廢鐵回收與核子工業之相關產業之廢水排放管理制。而鎘污染土壤之整治應

就稀釋技術、化學穩定技術、化學淋洗技術、植生復育技術、應用EDTA選擇適

當之方法實施，農田鎘污染土壤之整治除上述方法外則尚有湛水管理、客土、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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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深層翻土稀釋與植生復育法之選用土壤中鎘之吸收能力低之品種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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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裂果生理之探討番茄裂果生理之探討
戴振洋

摘要摘要

番茄裂果是果實對內部生長與外界環境不協調作出反應而使果實表面出現開

裂的現象，屬於生理性病害。輕微裂果者僅果皮表面沿果柄周圍有許多輕微的網

狀開裂，其裂縫寬度大小通常僅1毫米左右，長5-10毫米。嚴重裂果者表皮開裂較

大且明顯，裂縫寬度可達2-5毫米，縱狀裂果為果柄處一直開裂到果實底部呈放射

狀裂縫，或環型裂痕沿果柄周圍發生呈環狀裂縫。果實開裂後既影響外觀，又因

易受病菌侵染而出現腐爛果，以致果實商品價值嚴重降低並造成重大經濟損失。

根據番茄不同裂果症狀可分成為縱狀裂果(放射狀裂果；radial cracking)、
環狀裂果(concentric cracking)、混合狀裂果(mixed cracking)及角質層裂果(cuticle 
cracking，fruit bursting)等。影響番茄裂果的因素有：（1）與品種特性有關，如

大果型比中小型更易開裂，表皮較薄者比表皮厚者的品種更容易開裂。（2）果實

的表徵：包括果實形態、果實硬度、果實大小等因素影響番茄的裂果。（3）環

境因素：育苗期在花芽分化期夜溫過低，土壤乾旱、氮肥偏多等因素影響，造成

植株對鈣和硼的吸收障礙，所發生裂果現象。在綠熟期或果實發育後期遇高溫、

強光照射、乾旱，特別是久旱後灌溉或遇大雨，果皮的生長與果肉組織的膨大速

度不同一致，致使膨壓增大而出現裂果。（4）無機元素：無機元素能顯著減少

水分吸收並減少裂果，植株對鈣、硼的吸收障礙時，也容易產生裂果。（5）其

他：如整枝修剪，摘心過早,造成養分集中供應到果實而造成裂果。或者造成局部

生理機能旺盛,引起生理失調而產生裂果。番茄裂果預防措施：注意番茄品種的選

擇。環境因素則栽培溫度以日間最佳溫度在20-21°C，夜間在18°C，日平均溫度在

19°C，以及與平均晝 /夜溫度差<6°C者，可減少裂果發生率。避免在綠熟期或果

實發育後期遇高溫、強光照射、乾旱、飽和壓差過大。栽培管理措施方面以氮肥

勿超施，適時補充鈣及硼（每週以6.6 g L-1氯化鈣+ 3g L-1硼砂；可減少裂果比例的

11％-15％），水分管理適當，適當整枝修剪及適當使用生長調節劑。

綜合以上所述，裂果的發生是一個極為複雜的過程，是品種、環境和栽培管

理措施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之結果。因此，瞭解影響裂果生理將可以預防和減輕裂

果的發生，對提高番茄果實產量和品質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參考國內外綜述有

關於番茄果實裂果生理之研究進展，以期提供今後的台灣在設施或露天栽培番茄

果實裂果預防和日後研究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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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根據99年農糧統計，番茄栽培面積共有4,734公頃，產量共116,034公噸。主

要番茄產地大多集中在嘉義縣、雲林縣、台南縣、高雄縣、南投縣及彰化縣等地

區，而加工用的番茄，則多分布在嘉南平原一帶。其中以嘉義縣栽培最多達965公
頃，佔總面積的20.4％，其次為台南縣862公頃佔18.2％，高雄縣居第3位有602公
頃佔12.7％，雲林縣則有477公頃佔10.1％。彰化縣及南投縣亦種植達424雲林縣及

468公頃。在臺灣一般市面販售的綠色系番茄有傳統的黑柿種番茄，全紅色系番茄

則有牛番茄、聖女番茄、粉紅番茄及桃太郎番茄。近年來，還出現黃色系番茄的

黃金番茄，以及橙色系富含β-胡蘿蔔素小果番茄的“花蓮亞蔬14號＂。

傳統的露天栽培番茄方式以已無法滿足此目的，番茄栽培管理務必更精緻、

照顧更要求的無微不致。在台灣，農業生產受到不良氣候環境影響極大。近年

來，設施番茄產業已逐漸受農民所重視及投入，番茄生產由過去量產轉變為重

視品質，而朝向設施介質栽培方式，以更精緻化的生產，希經由設施設備，可

調節微氣候環境，使能更適宜番茄之生育，穩定番茄的生產，減少產量週期性的

波動，促使產量與品質雙雙提昇，如此將能增加茄果農民收益，以維護台灣設施

番茄產業永續性發展。而作物栽培追求的目標已不在是單純的要求產量高，更講

究的是高品質而利用各種設施以改善栽培環境，可以減輕災害損失，達到穩定生

產、增加產量、提高品質，甚至調節產期、計畫生產的目的，此是促使番茄生產

朝向設施栽培的原始動力。

內容內容

番茄裂果是果實對內部生長與外界環

境不協調作出反應而使果實表面出現開裂的

現象，屬於生理性病害。輕微裂果者僅果皮

表面沿果柄周圍有許多輕微的網狀開裂，其

裂縫寬度大小通常僅1毫米左右，長5-10毫
米。嚴重裂果者表皮開裂較大且明顯，裂縫

寬度可達2-5毫米，縱狀裂果為果柄處一直

開裂到果實底部呈放射狀裂縫，或環型裂痕

沿果柄周圍發生呈環狀裂縫。果實開裂後既

影響外觀，又因易受病菌侵染而出現腐爛

果，以致果實商品價值嚴重降低並造成重大

經濟損失。

根據番茄不同裂果症狀可分成為粽狀裂

果(放射狀裂果; radial cracking)、環狀裂果

圖一、角質層裂果為表皮輕微的乾燥

性開裂，沿果柄周圍有許多小乾性裂

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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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ic cracking)、混合狀裂果(mixed cracking)及角質層裂果(cuticle cracking，
fruit bursting)等。

縱狀裂果症狀為自果柄處向果實底部開裂的縱狀裂縫，輕為者僅略在果柄處

淺縱裂縫；嚴重者為自果柄處一直開裂到果實底部呈放射狀裂縫。環型裂痕沿果

柄周圍發生呈環狀裂縫或環型裂痕，沿果柄周圍發生。混合狀裂果為混合狀裂果

及環狀裂果混合發生在果實開裂。角質層裂果為表皮輕微的乾燥性開裂，裂口大

小通常寬1mm左右，長5-10mm。裂縫常常發生在果柄周圍，具體表現為果皮表面

沿果柄周圍有許多小乾性裂縫。從而造成該類果實的商品性明顯下降，保存時間

縮短，如果採收後放置在高濕的地方，還極易發生腐爛。造成這種類型裂縫的原

因主要是在幼果時期，果皮失去彈性，導致果實長大後產生開裂。

一、影響番茄裂果的因素有：

(一) 與品種特性有關，如大果型比中小型更易開裂，表皮較薄者比表皮厚者的品

種更容易開裂。Matas等發現，抗裂品種的角質膜比易裂品種的更厚，而且向

亞表皮層延伸得更長，這需要更多的能量才能使其破裂，因此角質膜的厚度

可以作為衡量櫻桃番茄裂果特性的指標，以用於育種。Ehret et al指出番茄表

皮裂果發生的起始時間在授粉後20-25 天，此時為番茄果實絕對生長速度達到

最大值，而最大生長

速度並非絕對與裂果

有相關。

(二) 果實的表徵：包括果

實形態、果實硬度、

果實大小等因素影響

番茄的裂果。番茄

果實扁圓形狀約有

70％-80％ （從果萼

到果實底部高度 /果
寬）比值0.75-0.85之
間，果萼地區會產生

了較大的壓力，也就是此果實形態容易發生裂果。番茄果皮包含外果皮（表

皮細胞和下皮細胞）、中果皮及內果皮所組成。其果實的表面覆蓋著角質層

(cuticle) ；角質層為一層聚合脂類(polymerizcd lipids)的胞外結構，又稱角質膜

(cuticular membrane)。主要由角質基體(cutin matrix)和蠟兩部分組成，此外還

包括一些糖類和生物高聚合物(cutan) 。如番茄果皮厚度在80μm以上、表皮

厚度在18μm以上具有較好的抗裂能力。容易發生裂番茄果皮細胞層數少、

果皮薄。

(三) 環境因素：育苗期在花芽分化期夜溫過低，土壤乾旱、氮肥偏多等因素影

響，造成植株對鈣和硼的吸收障礙，所發生裂果現象。在綠熟期或果實發

圖二、番茄表皮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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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後期遇高溫、強光照射、乾旱，特別是久旱後灌溉或遇大雨，果皮的生

長與果肉組織的膨大速度不同一致，致使膨壓增大而出現裂果。減少裂果

發生其生育溫度之控制，在日間最佳溫度在20-21°C，夜間在18°C，日平均

溫度在19°C，以及與平均晝 /夜溫度差<6°C者，可減少番茄裂果的發生機

率 (Estergaard et al., 2001; Ehret et al., 2002) 。影響果實裂果的主要環境因素

是果實發育過程的降雨、溫度和空氣中相對濕度等。降雨是引起裂果的原因

之一。番茄果實經連續性降水、雨水在果實表面長時間停留以及根部大量積

水，致使果實吸水，細胞膨脹產生裂果。另如果實周圍的空氣中相對濕度較

高時，增加將促進水分進入果實並減少果面的水分蒸騰。

(四) 無機元素：無機元素能顯著減少水分吸收並減少裂果，植株對鈣、硼的吸收

障礙時，也容易產生裂果。一些礦物鹽能顯著減少水分吸收並減少裂果。鈣

是構建細胞壁組織力學性能的重要成分。果皮鈣素與番茄裂果有一定的關

係，在果實快速生長期間，果皮鈣為結構的形成提供了鈣。果皮鈣能譜信號

的強度和富鈣區域多少和大小的總體變化規律與果皮鈣含量的變化趨勢相一

致。

(五) 其他：如整枝修剪，摘心過早,造成養分集中供應到果實而造成生長速率內外

不一致而導致裂果。或者造成局部生理機能旺盛,引起生理失調而產生裂果。

番茄裂果預防措施：注意番茄品種的選擇，避免種植容易裂果品種。環境因

素則栽培溫度以日間最佳溫度在20-21°C，夜間在18°C，日平均溫度在19°C，以

及與平均晝 /夜溫度差<6°C者，可減少裂果發生率。避免在綠熟期或果實發育後

期遇高溫、強光照射、乾旱、飽和壓差過大。栽培管理措施方面以氮肥勿超施，

適時補充鈣及硼（每週以6.6 g L-1氯化鈣+ 3g L-1硼砂；可減少裂果比例的11％-
15％），水分管理適當，適當整枝修剪及適當使用生長調節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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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結語

綜合以上所述，裂果的發生是一個極為複雜的過程，是品種、環境和栽培管

理措施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之結果。因此，瞭解影響裂果生理將可以預防和減輕裂

果的發生，對提高番茄果實產量和品質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參考國內外綜述有

關於番茄果實裂果生理之研究進展，以期提供今後的台灣在設施或露天栽培番茄

果實裂果預防和日後研究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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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姿勢－亞歷山大技巧淺談姿勢－亞歷山大技巧
曾康綺

摘要摘要

人在一天的生活之中，長時間處在地球引力之下，不論是靜態或者是動態姿

勢，長時間下來對身體都是一種負擔。長時間重複同一種動作或者是維持同一種

動作，都會導致肌肉緊繃，進而引起疼痛發生。亞歷山大技巧正是一種幫助我們

解決這樣問題的方法。亞歷山大技巧是利用身體最原始的反應，重新感受身體感

覺，以最少的肌肉活動來達到活動或維持某姿勢，也因此有效解決因為姿勢不良

產生的肌肉酸痛問題。學會了亞歷山大技巧來調整自己的姿勢，就是幫自己找到

了適合自己的標準姿勢。

前言前言

在現代生活環境下，每個人或多或少都有著不同形式的壓力，加上長時間

固定姿勢的工作型態，如使用電腦或久坐辦公桌，全身的肌肉很容易處於緊繃卻

不自覺的狀態，進而造成不正確的姿勢習慣；嚴重者甚至在休息（包括睡眠）時

全身的肌肉仍緊繃而無法完全放鬆，難以獲得真正的休息，長期累積下來肌肉酸

痛、頭痛、背痛甚至脊椎的病變也隨之而來。現代人常以按摩、SPA或溫泉來紓

解酸痛疲勞，這些方法只能在酸痛發生後暫時緩解症狀，只要造成肌肉緊繃的姿

勢不變，酸痛的問題依舊持續，治標而不治本。

內容內容

很多的姿勢早已形成習慣，一旦習慣養成，身體就會記憶起來，認定這樣的

姿勢是理所當然，這才是正確的，因此造就身體的感覺也早就是錯亂的。這時如

果想要去糾正一個長久以來的姿勢習慣，想要靠自己的身體去調整姿勢，往往是

很難做到的。詢問專家的意見，往往得到的建議都是要保持良好的姿勢，但是問

題就出現了，到底什麼叫做良好姿勢？什麼又是標準姿勢？而標準姿勢又要如何

做？這篇報告要從亞歷山大對於自己姿勢的發現，來探討究竟什麼樣的姿勢才是

標準姿勢？才能夠靠自己來解決因為姿勢不良所造成的肌肉緊繃痠痛。

亞歷山大是一種放鬆肢體與體驗自己身心的技巧，提升身體自我偵測的能

力，它能達到肢體動作上的平衡、支持、彈性及協調，用新的思考方式重新找回

原本與身俱來的身心平衡自然狀態，運用此技巧能夠增進輕鬆、自在動作、維持

身體平衡、獲得重心支持，並改善身體柔軟度和協調性之簡單又實用的方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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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可放鬆不當緊張的肌肉，逐步透過肌肉骨骼架構的調整，達到改善不良姿勢

習慣，進而提升肢體協調性的目的，重新打造舒適自在的身心。正確使用身體，

便可根本改善身體不適的症狀、有效消除疲勞、減輕許多因壓力造成的症狀，進

而提升工作效率與生活品質。

    亞歷山大技巧是由澳洲人亞歷山大所發明，至今已有一百多年的歷史。

起源於亞歷山大因為姿勢關係，而導致無法在歌唱時發出聲音，亞歷山大從鏡子

探究自己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他發現當他開始將下巴抬起歌唱時，喉嚨就開

始變得緊繃，接著就開始發不出聲音，除此之外亞歷山大還發現他的背變得更緊

了，這已經變成是一種習慣，只要準備唱歌時，他發現自己不由自主地形成這樣

的姿勢，也就是說身體已經將這樣的姿勢記憶起來了。亞歷山大發現因為長期處

在造成自己身體緊繃的姿勢，想要靠身體的感覺來自行調整姿勢已經變得不可靠

了，因此他看著鏡子中的自己，不斷調整姿勢，也不斷地感受自己的身體如何達

到最放鬆的狀態，最後發現了最適合自己的姿勢，也因為這樣，他的喉嚨便不再

受到唱不出聲音的問題困擾。

    到底要如何調整出一個適合自己的姿勢呢？亞歷山大的方法中要先感受頭

部的位置，先調整前後位置，感受前後肌肉的緊繃感，並且感受兩側肩膀的緊繃

感，讓頭部可以輕鬆地達到前後左右的平衡，並且讓頭部輕鬆地放置在兩邊的肩

膀之上，之後仍要感受兩側肩膀是否對稱平衡，肩膀前後是否達到同樣放鬆的狀

態。在來順著頭部向上延伸，可以感受的整個脊椎也跟著向上延伸，如此一來身

體的緊繃感也會跟著消失，全身的肌肉能夠放鬆身體自然不再感到痠痛。雖然方

法是如此，仍要經過長時間不斷地感受與練習，畢竟要改掉經年累月的壞習慣是

要有相當的決心與毅力。

    依照亞歷山大的方法來看其實並沒有所謂真正的標準姿勢，亞歷山大告訴

我們能夠讓身體不再緊繃、讓身體的肌肉都能夠以最少的力量、不浪費過多的肌

力便能夠達成相同的動作，並且讓全身的肌肉都能夠隨時獲得休息的機會，這就

是最好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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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穀乾燥中心營運與挑戰稻穀乾燥中心營運與挑戰
何榮祥

摘要摘要

為提升稻米品質，政府輔導設立稻穀乾燥中心後，農民將收穫後的濕稻穀直

接運送至稻穀乾燥中心，再由稻穀乾燥中心的專業人員，以最適當方法統一進行

乾燥，可以確保稻米品質。此一服務推出後，立即獲得各地農民好評，並快速擴

及全國，進而發展出獨一無二的稻穀收穫後直接以濕穀繳交，並進行乾濕穀轉換

計價模式。此後一般水稻栽培者除簡易田間管理工作外，其餘整地、插秧、收穫

與乾燥等勞力負擔較重之工作，已全部委由代耕業者進行，稻作產業亦進入了完

全代耕的經營型態。本文將探討稻穀乾燥中心營運現況與面臨挑戰等，以期供日

後相關輔導與應用之參考。

前言前言

稻穀乾燥作業早期是由農民個別處理後繳交至各收購單位，但個別農民間操

作技術不一，常導致稻穀品質參差不齊，民國76年起政府為提升稻米品質，同時

配合輔導良質米產銷計畫，開始輔導設立稻穀乾燥中心，農民將收穫後的濕稻穀

直接運送至稻穀乾燥中心，再由稻穀乾燥中心的專業人員，以最適當方法統一進

行乾燥，以確保稻米品質。最早於後龍、大甲、竹山與花蓮市四個農會輔導設置

稻穀乾燥中心，農民將收穫後濕稻穀直接運交農會乾燥中心後，經扣除水分轉換

成乾燥稻穀數量並直接計價，包括公糧收購程序在內整個納入自動化流程之中，

農民出售稻穀所得第二天即可入帳，此舉在農民方面可大幅簡化農民操作程序及

作業成本，在稻穀加工業者方面，亦可藉由專業人員統一進行乾燥作業，確保其

稻穀品質與加工收益，進而達到水稻栽培農民與稻穀加工者雙贏之綜效，此一服

務推出後，立即獲得各地農民好評，並快速擴及全國，農民稻穀收穫後直接交由

稻穀乾燥中心，統一進行乾燥，進而發展出獨一無二的稻穀收穫後直接以濕穀繳

交，並進行乾濕穀轉換計價模式，至此一般水稻栽培者除簡易田間管理工作外，

其餘整地、插秧、收穫與乾燥等勞力負擔較重之工作，已全部委由代耕業者進

行，稻作產業亦進入了完全代耕的經營型態。

內容內容

隨著代耕制度的高度發展，高效率與大馬力的水稻聯合收穫機日益普及，稻

穀乾燥中心營運亦遭到重大挑戰，其中最大困難是稻穀收穫速度越來愈快，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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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作業的時間卻越來越短，為避免收割後的濕稻穀無法即時進行乾燥處理，導

致品質受損，目前稻穀乾燥中心大多配置濕穀暫存桶以為因應，當大量收穫稻穀

無法立即進行乾燥時，濕稻穀先於濕穀暫存桶儲存，此時濕穀暫存桶亦須予適當

通風，以移除稻穀收穫時之田間餘熱，並調節乾燥能量並避免稻穀損壞，此時若

再有乾燥能量不足之問題則需以區域協同聯合作業以為因應。目前國內稻穀乾燥

中心之總作業能量對應民國99年稻穀之總生產量，若以每一乾燥中心每期作每台

乾燥機進行20批次乾燥作業，其作業能量尚稱足夠，比較有問題是嘉義、雲林、

彰化、台中等地區，稻穀產期較為集中，如遇天候不正常或遇有颱風警報發布，

此時農友急於搶割稻穀，屆時現有稻穀乾燥中心將無法滿足此短期超額需求，此

時僅能借助於跨縣市支援進行乾燥作業，但此一方式將大幅增加稻穀運輸成本，

且長途運輸亦不利稻穀品質，反之若無法即時處理，又會造成民怨，唯設立一個

稻穀乾燥中心，從土地到各項自動化設備與乾燥機，費用投資動輒需數千萬，而

每年設備操作時數有限，操作成本極高，其設置地點與數量需仔細評估，否則只

為因應短期超額乾燥需求，又會造成過度投資浪費。

另外大型化與集中化處理，尚有噪音與粉塵等環境汙染問題；早期所設立

稻穀乾燥中心隨著都市化的發展，較早設立之道穀乾燥中心周邊逐漸被住家或工

廠包圍，但稻穀乾燥機運作所產生之噪音與稻芒粉塵汙染問題難以有效解決，以

致被迫搬遷，或減少操作時數，新設稻穀乾燥中心亦需選擇遠離住居聚落，但又

需考慮運輸交通方便，電力設施完備之處，地點選擇不易。另外乾燥設備集中化

與大型化也使稻穀乾燥機操作更為困難，以目前最常見單一容量30公噸容量之乾

燥機為例，每一台乾燥機必須混和多位農民所生產之稻穀，方能進行乾燥作業，

可是不同農民之間稻穀品質難以齊一，特別是稻穀成熟度不一，含水高低落差

太大，此時品質落差太大的稻穀將影響稻穀乾燥機之操作與調控，並影響乾燥機

作業效率與稻穀乾燥後之品質，這種狀況會隨著稻穀乾燥機之大型化而更難以控

制。另外稻穀收穫期之掌控亦是一個重要課題，在現今的大型水稻聯合收穫機高

速作業下，一個鄉鎮稻穀收穫期被壓縮至一星期左右，該地區中若有尚未完全成

熟的稻穀也將一併被同時收割，此舉亦不利於稻穀乾燥作業與稻穀品質之控管。

結語結語

目前國內稻穀收購制度除少數稻米專業區或契作區以外，稻穀收購是以重量

計價，因此農民對水稻栽培，主要以產量為第一優先之考量，相對使各區農業改

良場在稻作推行合理化施肥與良質米品種推廣造成困難，未來若能建立稻穀品質

分級收購制度，依不同品質分級進行計價，引導水稻栽培者對品質之觀念，提升

稻米品質，以增加其收益。展望未來稻穀乾燥集中化趨勢恐不可免，如何能更有

效率運作，以服務農民，並確保糧食安全與品質，尚待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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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施用肥料對土壤肥力特性之影響長期施用肥料對土壤肥力特性之影響
蔡宜峰

摘要摘要

施用於土壤或植物，可以供給植物養分或改善土壤物理、化學及生物性質，

進而促進養分利用、增加產量或改善農產品品質的物品，均稱為肥料。合理施用

肥料以增進農田土壤肥力，適量供應作物吸收利用，以獲得理想的農產品產量與

品質，是必要的農耕技術之一。本文將探討長期施用肥料，包括有機質肥料及化

學肥料，對農田土壤肥力特性之影響，內容將分別探討對一般土壤肥力特性、土

壤有機碳劃分、土壤氮劃分及土壤微生物與酵素活性等，以供日後合理化施肥研

究及應用之參考。

前言前言

生命所需的食物稱為養分(nutrient)，對高等植物而言，除了氮、磷、鉀、

鈣、鎂等主要營養要素，尚需求鐵、矽、錳、銅、鋅、鉬、硼、氯等微量要素。

但建立一種理想的肥培技術，應涵蓋的範圍週延很大，不同地區、季節、設施、

品種、介質、栽培槽、噴灌方式、生育期，甚至連整枝等栽培管理都須要進行調

整。目前常用的肥料種類為化學肥料與有機質肥料，其中有機質肥料必須經由微

生物的分解作用，才能礦化釋出肥料成分供作物吸收，化學肥料則大多經由溶解

作用即能溶出肥料成分供作物吸收。因此，如能深入探討長期施用化學肥料與有

機質肥料對土壤肥力特性之影響，將能提供建立合理化施肥技術之參考。

內容內容

一、一般土壤肥力特性

許多研究結果指出，農耕過程中長期連續且適當的施用肥料，具有增進土

壤肥力特性之效益。惟當長期連續施用相同氮磷鉀含量的有機質肥料與化學肥料

比較試驗，施用有機質肥料試區土壤肥力特性則較高於施用化學肥料試區，且施

用有機質肥料有逐漸增進底層土壤肥力之效益顯現(表一、二)，其中0-5公分土壤

pH、總有機碳含量、萃取性鈣及鎂含量在禽糞堆肥處理區顯著高於化學肥料處理

區，另土壤CEC、萃取性磷及鉀含量在0-5公分、5-10公分、10-20公分分別均以禽

糞堆肥處理區顯著高於化學肥料處理區。不同的農耕方式，則會影響不同種類肥

料的施用效應(譚及陳，2006)，其中水稻連作區的土壤肥力在完全施用有機質肥料

或化學肥料處理間並無顯著差異，旱作連作區的土壤pH與交換性鈣及鎂含量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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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施用化學肥料區則逐年下降。一次施用或分次施用等量的有機質肥料，土壤有

機碳及全氮含量以分次施用方式較高。

二、土壤有機碳劃分

為深入了解土壤有機碳及全氮含量等土壤肥力特性對作物吸收養分及生長之

相關影響，近年來有許多研究進一步探討施用不同肥料處理對土壤有機質(碳)及
土壤氮劃分(fractions)之影響效應(表三)。例如針對長期施用有機質肥料可以顯著

增加土壤有機質含量情形，可再區分出結構鬆散的腐植質含量(loose bound humic)
略微增加，結構固定的腐植質含量(firmly bound humic)無顯著變化，結構緊密的腐

植質含量(tighly bound humic)增加明顯(Zhang et al., 2010)。另有研究指出，長期施

用有機質肥料是增加特殊型的土壤有機質(particulate organic matter; POM)，且較能

代表土壤肥力之優劣，其中POM-C及 POM-N含量約分別佔土壤有機碳及全氮量之

18.2%及13.3%(表四)。
三、土壤氮劃分

由長期(16年)施用不同種類肥料之土壤氮劃分濃度顯示，土壤非水解性氮量

(Non-hydrolysable N)在施用有機質肥料區增加比率較高，土壤無機氮量(Inorganic 
N) 在施用化學肥料區增加比率較高(表五、六)。
四、土壤微生物與酵素活性

在溫室中連續3年施用不同量有機肥料、化學肥料及不施肥等處理後(張等

人，2006)，施有機肥料處理之土壤微生物生質量、細菌數、真菌數及酵素活性等

顯著高於施用化學肥料者。當施用大於相當化學氮肥兩倍量氮之有機肥料時，土

壤酵素不再顯著增加。惟土壤酵素活性與土壤有機質含量呈顯著的線性相關，顯

然長期施用有機質肥料，有助於增進土壤微生物生質量及酵素活性。  

表  一、 連續施用(1991至2005)禽糞堆肥與化學肥料處理下之0-5、 5-10及10-20公
分土壤pH、陽離子交換容量、全碳含量、全氮含量及碳氮比

Table 1. Effect of poultry litter vs. inorganic fertilizer on soil pH,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 total C, total N and C/N ratio at 0- to 5-, 5- to 10-, and 10- to 20-cm 
depths from 1991 to 2005

Depth Fertilizeration pH CEC Total C Total N C/N ratio
(cm) (cmol/kg) (g/kg) (g/kg)
0-5 Inorganic 6.0b 5.23b 8.30b 0.77a 10.8a

Poultry litter 6.4a 7.54a 11.6a 0.94a 12.4a
5-10 Inorganic 6.3a 5.00b 7.58a 0.63a 11.9a

Poultry litter 6.3a 6.72a 9.33a 0.71a 13.2a
10-20 Inorganic 6.2a 4.35a 5.26a 0.47a 12.2a

Poultry litter 6.1a 5.09a 5.99a 0.47a 12.6a
Source: Watts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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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連續施用(1991至2005)禽糞堆肥與化學肥料處理下之0-5、 5-10及10-20公
分土壤交換性磷、鉀、鈣及鎂含量

Table 2. Effect of poultry litter vs. inorganic fertilizer on soil extractable P, K, Ca and 
Mg at 0- to 5-, 5- to 10-, and 10- to 20-cm depths from 1991 to 2005

Depth Fertilizeration P K Ca Mg

(cm) (mg/kg) (mg/kg) (mg/kg) (mg/kg)

0-5 Inorganic 49.5b 70.0b 518b 97.0b

Poultry litter 126.4a 161.8a 895a 141a

5-10 Inorganic 20.8b 38.5b 529a 94.6a

Poultry litter 71.6a 120.1a 739a 118a

10-20 Inorganic 12.3b 25.5b 414a 79.1a

Poultry litter 34.0a 80.9a 451a 80.6a
Source: Watts et al., 2010.

表  三、 連續施用(1980至1995)不同種類肥料處理下之土壤有機碳及全氮含量、氨

基酸氮量與全氮量比率

Table 3.  Organic C and total N contents, the ratio of amino acid N to total N in topsoil, 
by types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from 1980 to 1995

Treatment1 Organic C Total N Amino acid N/ TN2

(%) (%) (%)

MIN 0.80c 0.069c 42.9-47.4

CM 0.90b 0.080b 44.9-53.7

CMBD 1.08a 0.094a 43.6-52.1
1.MIN: mineral fertilizer; CM: composted manure; CMBD: composted manure with application of 
biodynamic preparations.
2.The ratio of amino acid N to total N. Source: Scheller and Raupp,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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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綜合9項長期試驗之土壤C/N、POM-C/SOC及POM-N/ TN等比值

Table 4.  Results of nine long-term trials for soil C/N ratio, percentage of soil organic 
C(SOC) comprise of particulate organic matter (POM) carbon, percentage of 
total N (TN) comprise of POM-N

Treatment Soil C/N ratio POM1-C/SOC POM-N/ TN

Manure-base organic 11.2a±0.57 18.2a±2.04 13.3a±1.30

Legume-base organic 11.0a±0.59 17.5a±2.14 12.0ab±1.59

Conventional 10.9a±0.57 14.9b±2.03 9.9b±1.28
1.POM: particulate organic matter was the labile SOM fraction and fractionated as SOM> 53um.
Source: Marriott and Wander, 2006.

表  五、 長期(16年)施用不同種類肥料之土壤氮劃分濃度

Table 5.  Concentrations of different N fractions under different kinds of fertilizers 
application with 16 years

Treatment1 Total N THN2 Nonhydro. N3 Inorg. N4

(mg/kg) (mg/kg) (mg/kg) (mg/kg)

IF 2552 1435 (56) 5 1074 (42) 43.9 (1.7)

CF 1753 946 (54) 592 (34) 34.8 (2.0)

OF 3398 1854 (55) 1499 (44) 45.9 (1.3)
1. Mixed Fertilizer (IF), Chemical Fertilizer(CF), Organic Fertilizer(OF).
2. Total hydrolysable N.
 3.Non-hydrolysable N. 
4.Inorganic N.
5. The number in parenthesis the ratio to total N in percentage.
Source: 周等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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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六、 長期(16年)施用不同種類肥料之土壤可水解性氮劃分濃度

Table 6.  Concentrations of different hydrolysable N fractions under different kinds of 
fertilizers application with 16 years

Treatment1 Amino acid N Ammonium N Amino sugar N Unidentified N

(mg/kg) (mg/kg) (mg/kg) (mg/kg)

IF 557 (22.2) 2 356 (13.9) 127 (5.0) 386 (15.1)

CF 389 (24.7) 338 (21.5) 73 (4.6) 145 (9.2)

OF 681 (20.0) 428 (12.6) 158 (4.7) 586 (17.2)
1. Mixed Fertilizer (IF), Chemical Fertilizer(CF), Organic Fertilizer(OF).
2. The number in parenthesis the ratio to total N in percentage.
Source: 周等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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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日本清酒淺談日本清酒
洪梅珠

摘要摘要

台灣與日本均以米飯為主食，亦均有以米為原料製酒，惟兩國製成的酒，

各具有不同的特質。台灣米酒多為蒸餾酒，食用性遠大於飲用性，日本清酒為釀

造酒，一般作為飲用酒。前文已介紹台灣米酒，本文就日本清酒相關資訊加以介

紹，讓國人對日本清酒有進一步的了解，供為日後改善國產米酒品質之參考。

前言前言

清酒是日本傳統的酒，亦被喻為日本的國酒，其主要以米、米麴及水為原料

釀造而成，製程相當複雜。日本人稱它是一種不可思議的液體，讚頌它是生命之

水；清酒與日本人的生活密不可分，成為日本飲食文化中獨有的特色。日本全國

各地有2,000多家清酒製造廠，各地生產的清酒種類繁多，口感亦截然不同，消費

者有相當多元化的選擇。日本開放民間釀酒的歷史遠比台灣久，其發展過程值得

國內借鏡。

內容內容

一、日本清酒的種類

日本清酒依據原料、製造方法、製造後處理方式的不同，分成很多種類，市

面上常見的種類有以下幾種：

1. 純米酒：以米、米麴及水為原料，麴米使用比率15%以上。

2. 特別純米酒：以米、米麴及水為原料，麴米使用比率15%以上，精米率在60％
以下。

3. 純米吟釀酒：以米、米麴及水為原料，麴米使用比率15%以上，精米率60%以

下，並採吟釀製造法。

4. 純米大吟釀酒：以米、米麴及水為原料，麴米使用比率15%以上，精米率50%以

下，並採吟釀製造法。

5. 吟釀酒：以米、米麴及水為原料外，尚可添加釀造用酒精，麴米使用比率15%
以上，精米率60％以下，並採用吟釀製造法。

6. 大吟釀酒：以米、米麴及水為原料，可添加釀造用酒精，麴米使用比率15%以

上，精米率50％以下，並採吟釀製造法。

7. 本釀造酒：以米、米麴、水及釀造用酒精為原料，麴米使用比率15%以上，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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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率70％以下，每1噸原料米添加的釀造酒精須在120公升以下。

8. 特別本釀造酒：又稱為「本釀造吟釀酒」，以米、米麴、水及釀造用酒精為原

料，麴米使用比率15%以上，精米率在60％以下。

※1~8的清酒，稱為「特定名稱清酒」。

9. 普通釀造酒：以米、米麴、水及釀造用酒精釀製成的酒，每1噸原料米所添加的

釀造用酒精在120公升以上，280公升以下。

10.增釀酒：在酒醪發酵階段添加釀造用糖類及大量的釀造用酒精。

11.貴釀酒：除米及水外，另加清酒製造而成的酒。

12.原酒：發酵好的酒醪，壓榨後不添加釀造用酒精、水或其他添加物。

13.生酒：完全沒有經過加熱殺菌的酒，生酒具新鮮感。

14.生貯藏酒：貯藏前未經加熱殺菌處理，只在裝瓶前進行加熱殺菌處理。

15.生詰酒：貯存前經過加熱殺菌處理，但裝瓶前沒有加熱殺菌處理。

16.古酒：貯藏1年以上的酒稱為古酒，依熟成的年數稱為○年古酒。

17.秘藏酒：貯藏3年以上的古酒，稱為秘藏酒。

18.樽酒：存放在木桶中，具獨特的木頭香。

19.生一本：僅以米、麴米及水為原料，且只在同一個酒廠釀製。

二、適合釀酒的酒米

日本清酒的原料是米，米的好壞對清酒品質的影響很大。日本培育了很多適

合釀酒用的稻米，稱為「酒米」。一般所謂的「酒造好適米」或「釀造用糙米」

意指種植在某特定地區的某些品種特別適合釀酒，例如農林水產省公告的平成20
年釀造用糙米的產地品種銘柄數共有177個，列舉如下：

北海道：吟風、慧星、初雫。

青森縣：古城錦、華吹雪、豐盃。

秋田縣：改良信交、華吹雪、美鄉錦、美山錦。

山形縣：羽州譽、亀粋、五百万石、酒未來、豐國、山酒4號、山田錦。

福島縣：五百万石、華吹雪、美山錦。

群馬縣：雄町、五百万石、若水。

新潟縣：雄町、菊水、越淡麗、五百万石、八反錦2號、山田錦。

石川縣：石川酒30號、石川酒52號、五百万石、北陸12號、山田錦。

靜岡縣：五百万石、譽富士、山田錦、若水。

大阪府：雄町、五百万石、山田錦。

兵庫縣：愛山、五百万石、白菊、新山田穗1號、神力、但馬強力、兵系酒18
號、兵庫北錦、兵庫夢錦、山田錦、山田穗、渡船2號。

奈良縣：露葉風、山田錦。

廣島縣：雄町、千本錦、八反、八反錦1號、八反錦2號、山田錦。

德島縣：山田錦。

香川縣：雄町、山田錦。



 165淺談日本清酒

福岡縣：雄町、五百万石、西海134號、山田錦。

熊本縣：神力、山田錦。

大分縣：五百万石、山田錦、若水。

三、日本清酒的製程

精米→洗米→浸漬→蒸米→加麴、酵母菌→酒母

酒母→蒸米＋麴＋水→發酵（初添、仲添、留添）→壓榨→過濾、調和（生

酒）→加熱殺菌→貯藏、熟成→調合、過濾→加熱殺菌、裝瓶→成品

四、日本清酒的標示

(一) 日本清酒必要標示的項目

1.原料名稱2.製造年月3.保存或飲用上注意事項4.原產國名5.使用外國產清酒

的標示6.製造者姓名或名稱7.製造場的地址8.容器的容量9.標示清酒或日本酒

10.酒精成分。

(二) 可依實況自由選擇標示的項目

1.原料米的品種2.清酒的產地3.貯藏年數4.原酒5.生酒6.生貯藏酒7.生一本8.樽
酒9.「極上」、「優良」、「高級」等用語10.得獎的記述。

(三) 日本清酒的品質標示

1.日本酒度：代表酒中含抽出物的多寡，一般數值在-1~+3之間，負值表示此

酒較甘甜，正值表示此酒較辛辣，日本酒度是判別酒甜辣度的標準。

2.酸度：此值代表酸味的強度，一般數值在1.0~1.8之間，大於此值，酒的酸

味強，會感覺辛辣，此值越小會感覺甘甜。

3.氨基酸度：此值越小，酒的甘味越淡，數值越大味道越濃醇，氨基酸度是

判別酒美味與否的標準，但不是絕對的，它與日本酒度、酸度之間會互相影

響。

4.酒精成分：當日本酒度、酸度及氨基酸度相同時，酒精成分越高酒的感覺

越辣。

五、日本清酒的官能品評

(一) 日本酒品評專用的磁製酒杯，容量約200ml，杯底有二圈青藍色的蛇目圖樣。

清澈又具光澤代表透明度高，相反地若是模糊看不清底部模樣，表示透明度

低。

(二) 杯口移靠近鼻子，聞其氣味，辨識有無吟釀香或瓶香等香氣，日本酒的香氣

非常複雜，描述用語超過70種。

(三) 顏色與香氣確認後，飲一小口(約5~7ml)，含在口中，轉動舌頭，品其味道，

日本酒味道的描述用語約有70種左右。

(四) 最後，將酒吐掉，此時口中吸氣從鼻子吐出，可再次確認香氣，品酒時為避

免喝醉影響判斷力，是不可以喝下去的。

(五) 評分一般有5分制亦有3分制。

(六) 「全國新酒評鑑會」上，品酒時為了避免色調影響香味的判斷，不採用前述



台中區農業改良場一○○年專題討論專集166

的白色磁杯，而採用琥珀色的玻璃杯。

結語結語

台灣米酒與日本清酒同樣是以米為原料釀製而成的酒，但在一般人的印象

中，日本清酒的價值似乎遠超過台灣米酒。如能借鏡日本釀酒經驗，將可促進國

內酒品品質的提升。例如日本培育許多適合釀酒用的「酒米」，每年由農林水產

省公告各地適合釀造用的品種，這種注重酒米育種的制度，值得國內參考。而日

本清酒口味的多元化，讓消費者有多樣化選擇，所謂「美酒佳餚」，不同酒質的

酒需搭配不同的料理，對的組合會讓酒與料理的美味有相輔相成的效果，日本清

酒與料理的搭配，可應用在台灣米酒的行銷上，此將可讓台灣米酒的美味深植人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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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植物免疫力的好幫手-Harpin蛋白促進植物免疫力的好幫手-Harpin蛋白
郭建志

摘要摘要

植物為了抵禦病原菌的入侵，已進化出一套與動物類似的先天免疫系統 
(innate immunity)，可在未受特定病原微生物誘導的情況下，對於病原菌的侵入

發生快速的防衛反應。植物的先天免疫系統主要由兩個免疫反應所組成，為病

原相關分子模式 (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PAMPs) 所誘導的免疫

反應 (PAMPs Triggered Immunity, PTI) 和毒力蛋白 (Effectors) 所誘導的免疫反應 
(Effectors Triggered Immunity, ETI)。PTI可以活化植物一系列的抗病反應，例如鈣

離子的增加、活性氧的產生、MARK cascades的訊號傳遞、callose在細胞壁上的累

積、乙烯的生合成及與抗病有關的基因表現等，而阻擋病原菌的侵入。目前已經

證實PTI在植物免疫系統發揮很重要的作用。Harpin蛋白為一種細菌所產生的蛋白

質，可以誘導植物產生過敏性反應Hypersensitive response (HR)，並活化許多種防

禦反應的訊息傳遞路徑，包括可以誘導System acquired resistance (SAR)的防禦反

應，以增加植物對病原菌的抵抗能力。Harpin蛋白為組成格蘭氏陰性細菌第三型

分泌系統( Type III secret secretion)的通道蛋白(injectsome)。康乃爾大學經過多年研

究，成功自梨火傷病 Erwinia amylovora中所分離出來，施用在許多作物上，發現

可對病原細菌、真菌具有良好的抗病效果，並可促進作物本身產生SAR的反應，

其抗病機制為PTI，而美國生技公司亦研究Harpin蛋白並商品化，成為一種新型

的微生物蛋白製劑。而如何刺激植物並活化PTI或ETI的免疫力來抵禦病原菌的侵

入，是目前相當熱門的研究方向，有助於日後減少化學農藥的使用。

前言前言

近幾年來，由於環保觀念的意識抬頭，如何減少化學農藥的施用，已降低對

環境的汙染問題深受重視。目前生物農藥的發展與應用漸漸地被農民所接受，且

生物農藥可以應用於作物整合性管理技術中，有效地降低病蟲的危害。生物農藥

可分為天然素材農藥、生化農藥及微生物製劑3種。天然素材農藥指不以化學方法

精製或加以合成的天然產物，如魚藤精、除蟲菊精、印楝素、菸鹼、皂素等。生

化農藥則包括以生物性原料經由化學萃取或合成而其作用機制為無毒害的昆蟲性

費洛蒙、誘引劑、生長調節劑等，如斜紋葉蛾、甘藷蟻象的性費洛蒙等。微生物

製劑是用於防治農作物病蟲草害，或誘導農作物產生抗病性的微生物，或其有效

成分經由制備而成的產品，來源包括真菌、細菌、病毒、原生動物、線蟲等，大

多是由自然環境中分離，也可以經過人工改良或基因改造得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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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

一、植物先天免疫反應

近年來有關誘導植物免疫相關的研究與報導已開始增多，植物相較於動物沒

有抗體的產生，但許多證據顯示出，植物為了要防禦病原菌的入侵，已進化出一

套天然的免疫系統。隨著分子生物的快速發展，對於病原菌與寄主的交互關係以

及植物抗病分子機制的研究，皆是與植物免疫系統有相關性。

植物與哺乳動物不同，體內沒有可以移動的防衛細胞如白血球或殺手細胞，

也缺乏後天免疫的防禦反應如抗體IGG或YGG的產生，而植物依靠與動物類似的

先天免疫系統 (innate immunity)，對於病原菌的入侵啟動快速的防禦反應(5,7,10,12)。

目前研究發現植物先天免疫系統由兩個主要的免疫反應所組成，即所謂的病原相

關分子模式(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PAMPs)刺激誘導，如病原微生

物表面構造如多糖、鞭毛蛋白、幾丁質等。在病原菌剛與植物接觸的瞬間，植物

細胞表面上有許多模式識別受體 (pattern cecognition receptors, PRRs)(3)，來辨認病

原菌的PAMPs，例如透過辨認幾丁質來識別真菌，辨認鞭毛來識別細菌等，進而

一步可誘導植物產生非專一性的防禦反應，此時植物細胞內包含鈣離子的增加、

活性氧ROS的產生、MARK cascades的訊號傳遞、callose在細胞壁上的累積、乙烯

的生合成及與抗病有關的PR protein表現增加(10)，從而阻止環境中大多數的病原菌

的入侵，而藉由PAMPs誘導植物產生免疫反應的模式，簡稱PTI (PAMP-triggered 
immunity)，最早發現的研究是從細菌的鞭毛蛋白(flagellin) N端的22個胺基酸

(fl g22)位置為植物PRRs的FLS2受體蛋白所辨識的位置(8,15)。

當植物啟動先天免疫反應後，仍然會遭受部分的病原微生物感染，說明一些

病原菌可以克服植物的PTI，目前研究發現包括細菌、真菌、和卵菌類的微生物，

可以將毒性因子(Virulence factors)注入植物細胞內來抑制PTI的產生(6)，例如病原細

菌利用第三型分泌系統將毒力蛋白等注入植物細胞內以抑制PTI。如Pseudomonas 
syringe DC3000分泌的effector protein AvrPto和AvrPto會與植物的PRRs FLS2和
BAK1進行直接作用而抑制PTI反應 (5,10,11)。當病原菌透過產生效應蛋白effector 
protein等來克服植物的第一道防線PTI，植物本身會啟動第二道免疫系統，即植物

細胞內有各式各樣的R基因編碼的NBS-LRR蛋白，來發現這些植物病原所注入的

效應蛋白，進而產生一系列的防禦反應，若反應非常強烈，會在侵染點引起植物

寄主細胞死亡，及過敏性反應(hypersensitive reaction, HR)，進而限制病原菌的生

長繁殖與擴展，此防禦反應又被稱為R基因抗性，這種免疫反應簡稱ETI(effector-
triggered immunity)。例如水稻的Xa27抗病基因可以識別白葉枯病菌TAL effector 
AvrXa27而引起一系列的抗病反應(13)。

二、生化製劑Messenger®
Harpin蛋白為格蘭氏陰性細菌hrp gene所產生的蛋白，為組成格蘭氏陰性細

菌第三型分泌系統( Type III secret secretion)的通道蛋白(injectsome)。康乃爾大學

魏等人發現(1,14)，Harpin蛋白首次由梨火傷病菌(Erwinia amylovora )上分離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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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熱穩定性，無直接殺菌作用。施用於植物上可引起植物產生過敏反應，並可

活化植物體內的防禦反應。研究發現，當Harpin蛋白施用到植物上，與植物接受

器(receptor) 結合，進而啟動一系列訊息傳遞，包括活化系統獲得抗性(systemic 
acquired resistance, SAR) 基因、誘發茉莉酸/乙烯(jasmonic acid/ ethylene)途徑、激

發植物生長有關的系統等(4)。之後美國EDEN Bioscience，進一步研究並開發成商

品Messenger®，於2000 年取得美國環保署FDA的核准，將其定位為生化製劑。

用Messenger® 處理的番茄亦可減少結癭(galling)，還可有效控制鐮胞菌(Fusarium 
spp.)所引起的土壤傳播性病害。除了事先噴灑後可以控制病害的發生，對於採收

後的果實病害也能有效的控制，例如以Messenger® 、蘇力菌商品與化學藥劑腐

絕，測試柳橙採收後黑星病的防治效果，結果顯示Messenger®與蘇力菌效果相

當，均優於對照與腐絕處理(11)。Harpin蛋白不會直接殺死害蟲和病原菌，因此不

會造成選汰壓力，不會使有害生物產生抗藥性，適合施用於對化學藥劑產生抗藥

性的有害生物。

三、硫鐵蛋白

近年國內中研院馮與林等人則是從甜椒葉片內分離出一種硫鐵蛋白

(Ferredoxin)，硫鐵蛋白（ferredoxin）是一種普遍存在於植物體內的蛋白。早在 
1950 年代，科學家已經知道細胞核製造出的硫鐵蛋白，會移至葉綠體內，參與複

雜的光合作用。硫鐵蛋白可促使醣類合成，並使葉綠體內的過氧化氫還原成水，

避免累積過多而導致細胞死亡。從甜椒分離出的硫鐵蛋白 PFLP（plant ferredoxin-
like protein）經轉殖至彩色海芋及番茄上後，可控制如細菌性軟腐病與青枯病等植

物細菌性病害。其作用機制為：當病原細菌要侵入植物時，細胞表面上的harpin蛋
白會被植物辨識，PFLP進而一步會增強促進植物開始產生一連串的防禦反應，包

含過敏性反應阻擋並侷限病原細菌的入侵(9)。

結語結語

生物農藥的發展已數十年之久，植物病理研究人員均在找尋對於植物病原具

有拮抗效果的有益微生物，研究常常會聚焦在微生物的抗菌效果、抗菌成份與機

制，但實際能夠應用的例子並不多，會隨著環境因子的影響而阻礙拮抗微生物的

抑菌效果。由於氣候變遷的效應下，許多疫病蟲害也會藉由氣候因子的變化而伺

機而動，故找尋能夠刺激植物本身產生抗性的微生物或是化學物質則是可行的因

應對策。而利用微生物或是化學物質來誘導植物產生抗病性的研究日與俱增，只

有當病原菌入侵時，植物本身才會啟動防禦反應來抵抗，對環境沒有選汰壓力，

可運用於田間病蟲害綜合管理體系當中，可做為未來植物病害防治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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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文彬

摘要摘要

園產品採收後仍具有生命，持續進行各種生理作用，這些代謝作用都是養

份基質的消耗，最終導致老化、腐壞，需給予各種防護措施，以延長採收後之壽

命及維持品質，使園產品到消費者仍有良好品質。園產品老化、脫落或生理障礙

經研究證實與乙烯有關。因此，在園產品採收後處理極注重降低或預防乙烯之產

生，採收後處理避免乙烯作用可採用氣調貯藏、低溫貯藏或利用乙烯吸收劑及

作用抑制劑。1-Methylcyclopropene (1-MCP，1-甲基環丙烯)為化學合成乙烯作用

之競爭抑制劑，加至水中後會產生甲基環丙烯，可與乙烯競爭結合位置(binding 
site)，當1-MCP與接受子結合後，不易分離，其結合時間可長達7-12天，因此可抑

制乙烯之作用。1-MCP於園產品採收後處理應用相當廣泛，包括果樹、蔬菜、花

卉(切花或盆花)，一般園產品1-MCP處理需密閉空間，處理濃度2.5nl/L-1μl/L、溫

度在20-25°C、處理時間12-24小時，配合低溫處理與包裝可提升效果。

前言前言

在古代採集農業及隨後自給自足農業時代，園產品採收後處理並不發達，

然而隨近代工商業發達，農業人口減少，非農業生產者增加，許多園產品都變成

商品，消費者對園產品之質與量要求愈來愈高，此項工作顯出其重要性，因此減

少園產品採收後劣變，成為重要課題。園產品採收後為仍具有生命之活體，進行

各項生理作用，最終導致老化、腐壞，近年來研究證實，園產品老化、脫落或生

理障礙與乙烯有關，以溫、濕度調控配合包裝、控制貯藏環境氧氣與二氧化碳含

量、STS、NBD、高錳酸鉀等在採收後處理過程如何預防或減少乙烯影響，也廣

泛被研究，上述方式設備投資或安全性一直都是限制因子，到1990年發展出乙烯

作用抑制劑1-MCP( (1-Methylcyclopropene，甲基環丙烯)，廣泛使用於果樹、蔬

菜、花卉等園產品，本文就1-MCP之作用機制及其於園產品採收後應用介紹。

內容內容

園產品採收後處理泛指從採收以後到消費者之間所經過之ㄧ切作業過程，包

括採收、清洗、集貨、分級、包裝、檢驗、檢疫、預冷、催熟、運輸、貯藏及販

運等均屬採收後處理範疇。園產品採收後具有下列特性：(一)有生命之活體，生命

現象持續進行呼吸作用、蒸散作用，消耗本身貯藏之基質，最終導致老化腐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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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商品價值；(二)易腐性：柔嫩多汁、質地軟弱，需有良好作業程序以保護園產

品；(三)生產受季節與地域嚴格限制：生產受自然環境支配，受季節及地域限制，

例如熱帶果樹僅能於熱帶地區生產，此種自然環境之限制無法以人力克服；(四)品
質差異性：受自然環境及栽培技術影響，產品之品質變異性大；(五)栽培面積小：

一般園產品採用集約精緻方式栽培，栽培面積小，尤其是臺灣多屬小農栽培。

綜合上述園產品之特色，為使園產品之供應期延長或供應區域擴展，需了解

園產品採收後生理，以使產品到消費者時仍有良好品質。研究顯示乙烯為植物荷

爾蒙之ㄧ，以氣體狀態廣泛存在自然界中，其來源相當複雜，在植物體內及空氣

中以氣體擴散方式移動，只要極微量的濃度就可誘使植物產生生理反應，一般乙

烯被認為是老化荷爾蒙，與黃熟、老化、脫落或腐損有關，在園產品採收後品質

扮演重要角色，各種可延長園產品貯藏之方式也被研究與應用，例如1930年起以

氣調方式，精確控制貯藏室之溫、濕度及氧氣、二氧化碳濃度，可有效使蘋果、

西洋梨、草莓等蔬果長期貯藏，但因設備費用高，商業應用仍有限；1979年研究

人員採用氣變貯藏，改變空氣中氣體成份，適合較短期貯運。切花則是應用硫代

硫酸納與銷酸銀之錯合物硫代硫酸銀(Silver thiosulfate，STS)，但STS僅應用於花

卉類保鮮，此外，乙烯吸收劑如高錳酸鉀也普遍使用，吸收飽和後需更新。

到了1981年楊祥發先生確認高等植物乙烯生合成途徑後，抑制乙烯合成或作

用被廣泛研究，在1970年 Magid等人合成MCP，1994年Sisler等人發現其具抑制乙

烯作用，到了1996年Sisler與Blankenship利用環丙烯作為乙烯作用之競爭抑制劑，

並以此申請專利，隨後Sisler等人以環狀糊精吸附甲基環丙烯氣體，使成為粉狀產

品，商品名為EthylBloc®及SmarrtFresh®，加至水中釋放1- MCP氣體，其具有很低

之Kd值(2-8nl/l)，1-MCP作用機制為與乙烯競爭結合位置(binding site)，當1-MCP
與接受子結合後，不易分離，其接合時間可長達7-12天，因此可抑制乙烯之作

用，被視為乙烯作用抑制劑，惟1-MCP處理時須於密閉空間操作方能顯現較佳之

效果。

美國環境保護局(EPA)於1999年核准1-MCP使用於觀賞植物採後處理，在2005
年於美國、加拿大、荷蘭、英國等18國取得食品使用權登記，使1-MCP於園產品

採收後處理應用相當廣泛，應用於切花或盆花保鮮，只要以20nl/L可抑制乙烯所引

起之落蕾、落葉與花朵老化現象，延長花期。蔬菜如花椰菜等以1-12μl/L 1-MCP
可延緩花蕾黃化。水果貯藏前以1-MCP以0.1μl/L也可以減輕鳳梨、酪梨低溫貯藏

引起生理病害或延緩乙烯引起之後熟。然而需後熟之蔬果對1-MCP反應與處理時

間、濃度、溫度及處理空間是否密閉等有關。

結語結語

1-MCP在園產品採收後處理扮演之角色為乙烯作用抑制劑，與乙烯競爭作

用位置，且無毒害，近10幾年1-MCP於園產品採收後處理應用相當廣泛，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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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蔬菜、花卉(切花或盆花)，一般園產品1-MCP處理需密閉空間，處理濃度

2.5nl/L-1μl/L、溫度在20-25°C、處理時間12-24小時，配合低溫處理與包裝可提升

效果。需要後熟之園產品，要注意使用量，例如香蕉、番茄，於綠熟時以1-MCP
處理可以保持鮮綠，但1-MCP會影響催熟品質，使用需注意預定貯藏期限，審慎

使用劑量以避免影響後熟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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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真菌劑的分類與機制殺真菌劑的分類與機制
沈原民

摘要摘要

殺菌劑是指用以抑制細菌或真菌的物質，而大部份的植物病原屬於真菌，故

本文探討殺真菌劑的分類方式與作用機制。殺真菌劑依化學型式與結構可分為無

機或有機殺真菌劑；依藥劑在植物體內的移動能力可分為接觸性與系統性，系統

性殺真菌劑又分為局部系統性、木質部移動型系統性、雙向移動型系統性三種；

依保護植物的作用可區分預防與治療兩種作用；此外也能劃分多作用點及單作用

點之作用幅度；在進行植物病害防治時，須依病原菌的種類注意藥劑是否為針對

卵菌綱菌類之藥劑。殺真菌劑的作用機制由 Fungicide Resistance Action Committee 
編輯，分類在 group A 的藥劑作用於核酸，group B 之藥劑作用在微管及有絲分

裂，group C 之藥劑作用在粒腺體呼吸作用，而作用在細胞內組成物的有 group D 
及 group M 之藥劑，作用在細胞膜的有 group E、group G 及部份 group F 的藥劑，

作用在細胞壁的有 group H 及部份group F 的藥劑。瞭解殺真菌劑的特性，有助於

瞭解其功效與限制，減少病原菌出現抗藥性之風險。

前言前言

在農業上，用來抑制微生物的物質常稱為「殺菌劑」，殺菌劑抑制細菌或真

菌，以達防治植物病害的效果。而英文裡有兩個殺菌劑相關字彙：「fungicide」
及「bactericide」，分別指用以殺死真菌的物質及用以殺死細菌的物質。在本文中

為求描述精確，採用「殺真菌劑 (fungicide)」一詞描述可抑制或殺死真菌、對真

菌有毒害的物質。

過去我們與農業工作者接觸時，常聽聞對殺真菌劑的「保護性」、「系統

性」、「作用機制」這些名詞產生疑問，這些問題與殺真菌劑在植物體內的移動

能力及作用方式有關。本文接下來的內容將更詳細地回答上述問題，介紹並整理

殺真菌劑的分類方式與作用機制。我們將相關常見藥劑之特性列於表一，供讀者

對照參考。

內容內容

一、殺真菌劑的分類

殺真菌劑的分類方式有很多種，依照不同種類、特性、作用有不同區分方

式，以下介紹六種殺真菌劑的分類：

1. 化學型式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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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化學型式可初步區分無機或有機殺真菌劑，無機殺真菌劑的化學結構

不包含碳原子，例如硫酸銅、硫黃；而有機殺真菌劑的化學結構以碳原子作為

骨架。大多數的殺真菌劑皆為有機殺真菌劑，但須注意的是化學上所指的有機

與「有機農業」的有機二字雖然名詞相同，意義卻不一樣，不應混淆。有機殺

真菌劑可再依其結構細分，例如多種DMI (demethylation inhibitors) 殺真菌劑屬於

triazole、免賴得與貝芬替屬於benzimidazole，其中，免賴得的特性是在施用後會

轉換為結構近似的貝芬替。

2. 植物體內的移動性

殺真菌劑依在植物體移動的能力可分為「接觸性」與「系統性」。接觸性 
(contact; protectant) 殺真菌劑在施用後留存在植物表面，只會藉由降雨、灌溉、

露水等被動地移動。「系統性」殺真菌劑受植物吸收，在植物體內重新配置，

按照不同程度的移動能力再劃分為下列三種：局部系統性 (locally systemic; local 
penetrant; translaminar)，擴散進入植物內部，但不會藉由木質部或韌皮部在植物

體內移動，多數有效成份仍在施用點附近，移動距離可能很短，例如從葉片的

表層移動到葉背的表層。木質部移動型系統性 (xylem-mobile systemic; acropetal 
penetrant) 殺真菌劑進入植物體後，在木質部藉由水勢差異由下往上運輸。雙向移

動型系統性 (amphimobile systemic, phloem-mobile systemic, systemic penetrant, true 
systemic)，這類殺真菌劑在植物體內具有上、下雙向移動的能力，可進入韌皮部

與木質部被植物輸送，在韌皮部內的殺真菌劑隨糖度梯度，從高糖濃度處 (葉) 往
低糖濃度處 (新葉與根) 移動，雙向移動型系統性的殺真菌劑非常少，目前已知僅

有亞磷酸及相關藥劑 (如福賽得) 能在植物體內雙向移動。殺真菌劑在植物體內移

動的這部份有一個特點：相同作用機制類型的殺真菌劑大多在植物體內的移動方

式相同，例如 DMI 殺真菌劑都屬於木質部移動型系統性，但有一個顯著的例外發

生在 QoI (Quinone outside inhibitor) 殺真菌劑，QoI 殺真菌劑有局部系統性 (三氟

敏、百克敏) 及木質部移動型系統性 (亞托敏) 兩種移動方式。 
3. 保護植物的作用

殺真菌劑有預防及治療兩種作用。預防性 (或保護性) 的殺真菌劑在病原菌尚

未侵入植物前避免病原菌感染，接觸性的藥劑主要具有預防病害侵入的作用，當

這些藥劑被水沖刷或在環境中自然分解後，須再施用才具有保護植物效果。而具

治療作用的殺真菌劑可殺死或抑制已侵入植物的病原菌，然而這些作用無法使已

受損的組織回復健康或消滅大量的病原菌，許多系統性殺真菌劑兼具預防與治療

的效果，避免病害入侵，並在植物遭感染後抑制病菌。

4. 作用點幅度

殺真菌劑有多作用點 (multi-site) 及單作用點 (single-site; site-specific) 兩種，多

作用點的殺真菌劑並不專一地攻擊病原菌的特定蛋白質或酵素，影響真菌細胞內

的標的較廣泛，例如鋅錳乃浦作用在許多胺基酸與酵素的「SH (巰)」基，干擾真

菌正常的代謝功能。有許多早期的接觸型殺真菌劑具有多作用點，這些多作用點

殺真菌劑較不易使病原菌形成具抗藥性的族群。相對來說，單作用點殺真菌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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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病原菌一個代謝途徑內的一種關鍵蛋白質或酵素，專一性高，因此對其他

非目標生物的影響低，能被植物吸收而不易發生毒害，開發成為系統性的殺真菌

劑，然而由於單作用點的藥劑在細胞內的作用點專一，因此病原菌容易演化出具

有抗藥性的族群。

5. 作用機制 (Mode of Action, MOA)
作用機制描述殺真菌劑的有效成份如何影響病原菌，作用的標的包括核酸、

微管、蛋白質與胺基酸、粒腺體、細胞膜、細胞壁等。殺真菌劑的作用機制由

Fungicide Resistance Action Committee (FRAC) 確認及編列，最新的資料皆更新於

該委員會的網頁上 (http://www.frac.info/frac/index.htm)。我們在本文第二部份將更

詳細地說明殺真菌劑的作用機制。

6. 其他

除了上述之外，殺真菌劑尚有其他區分方法，例如有許多不同的劑型、廠

牌、生物農藥的種類等，在此不多加描述。但有一點值得病害管理人員注意，即

有一類殺真菌劑只對卵菌綱 (Oomycota) 病害有效果，另一類主要對其他真菌 (屬
於 Kingdom fungi) 之病害有效果。卵菌綱 (屬於Chromista) 的植物病原菌在外觀

上類似真菌，具有絲狀構造，但親緣關係與真正的真菌很遠，反而更接近藻類，

因此除少數藥劑 (如亞托敏) 具有同時抑制卵菌綱菌類與真菌的效果外，一般用於

防治卵菌綱菌類病害的藥劑 (如滅達樂、達滅芬) 無法抑制其他真菌，用於其他真

菌病害的藥劑 (如免賴得、待克利) 無法抑制卵菌綱菌類。以下的植物病害是由卵

菌綱菌類所造成：疫病 (Phytophthora sp. 引起，不含由Alternaria sp. 引起的早疫

病)、猝倒病 (Pythium sp. 引起)、露菌病、白銹病 (Albugo sp. 引起，不包括菊花白

銹病等由Puccinia sp. 引起的病害)。
二、殺真菌劑的作用機制

1. 作用於核酸 (FRAC MOA group A)
由於核酸存在所有不同種類生物的細胞、攜帶重要的遺傳訊息，故針對植物

病原菌並作用在核酸的殺真菌劑很少。這類型比較重要的藥劑是滅達樂，抑制卵

菌綱菌類的RNA聚合酶I，藉此抑制rRNA合成，使後續蛋白質合成及正常代謝受

到干擾。

2. 作用在微管及有絲分裂 (FRAC MOA group B)
在細胞核及細胞質內都有微管存在，微管使胞器在真菌菌絲末端移動，並在

細胞進行有絲分裂時，形成紡錘體促成有絲分裂。免賴得、甲基多保淨等藥劑在

植物體內會代謝為 methyl benzimidazole carbamate，與有絲分裂過程中的 ß-tubulin 
結合，抑制微管的正常功能使病原菌細胞死亡，同時抑制真菌菌絲末端物質的運

送，抑制菌絲生長。

3. 作用在粒腺體呼吸作用 (FRAC MOA group C)
細胞的呼吸需在細胞質內先進行糖解作用、在粒腺體內進行克氏循環、並在

粒腺體膜上進行電子傳遞鍊以獲得能量。許多針對呼吸作用的殺真菌劑是作用在

電子傳遞鍊的步驟，如福多寧歸類在 group C2，抑制呼吸作用電子傳遞鍊複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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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succinate-dehydrogenase；而 group C3 的殺真菌劑最早源自一種菇類 (Strobilulus 
tenacellus) 的抑菌物質，因為此菇類的學名，這些藥劑被稱作 strobilurin 殺真菌

劑，但現在更精確地描述，應將它們稱為 QoI (Quinone outside inhibitors) 殺真菌

劑，QoI殺真菌劑包括亞托敏、百克敏、三氟敏等，作用在呼吸作用電子傳遞鍊複

合物III cytochrome bc1之間的Qo site，抑制多種真菌的菌絲生長及孢子發芽；此外 
group C4 的殺真菌劑同樣作用在電子傳遞鍊複合物III cytochrome bc1，但group C3 
的藥劑是作用在外部 (outside, Qo site)，而 group C4 的藥劑作用在內部 (inside, Qi 
site)，如賽座滅是屬於 group C4 的藥劑，但賽座滅僅對卵菌綱菌類有抑制效果。

4. 作用在細胞內的組成物 (FRAC MOA group D, group M)
Group D 的藥劑作用在胺基酸及蛋白質合成，如賽普洛可能為 methionine 及

其他真菌水解酵素合成的抑制劑。另外，許多具有多作用點 (group M) 的殺真菌劑

攻擊蛋白質分子的 SH 基，延緩菌絲生長或造成細胞死亡。例如四氯異苯腈作用

在 glutathione 的 SH 基，使細胞質內的 glutathione 失去活性，並影響細胞內其他

含硫的酵素，干擾正常生理功能，使細胞死亡。

5. 作用在細胞膜 (FRAC MOA group E, group F, group G)
菌類的細胞膜控管酵素與物質進出細胞，細胞膜調控失當時將導致細胞內的

物質逸漏，group E、group G 及部份 group F 的殺真菌劑以細胞膜為標的。Group 
E 的殺真菌劑干擾真菌之訊息傳遞，如護汰寧及依普同作用在臨近細胞膜的位

置，使病原菌產生過多物質、提高滲透壓，造成菌絲末端膨脹破裂。Group F 的藥

劑影響脂質及膜的合成，例如歸類在 group F4 的普拔克可能干擾卵菌綱菌類膜上

的磷脂質，破壞脂肪酸的組成，使物質滲漏。Group G 的殺真菌劑作用在固醇類

的生合成，稱作 SBI (sterol biosynthesis inhibitors) 殺真菌劑，因為真菌與多數其他

生物相比，獨具 ergosterol 作為細胞膜的架構，所以 SBI 殺真菌劑以阻斷ergosterol 
為目標破壞細胞膜的功能。大部份 SBI 殺真菌劑藉抑制去甲基反應來達到效果，

這些殺真菌劑抑制 14-α-demethylase，使真菌無法正常製造 ergosterol，它們被歸

在 group G1，稱作 DMI (demethylation inhibitors) 殺真菌劑，包括芬瑞莫、撲克

拉、三泰芬、待克利、菲克利、邁克尼、護矽得等都屬於 DMI 殺真菌劑。

6. 作用在細胞壁 (FRAC MOA group F, group H)
不同類群生物的細胞壁有不同的特性，真菌的細胞壁具有幾丁質而不具纖維

素，而卵菌綱菌類的細胞壁具有纖維素而不具幾丁質。Group F5 的藥劑如達滅

芬，可能抑制卵菌綱菌類磷脂質生合成及細胞壁之合成；另外，保粒黴素甲屬於 
group H4 的藥劑，作用於幾丁質合成酶，抑制真菌的幾丁質合成，使真菌細胞壁

瓦解，讓細胞失去架構。

結語結語

瞭解殺真菌劑的特性，有助於瞭解這些藥劑的功效與限制，讓使用者更妥善

地應用這些資材。如本文所述，有些殺真菌劑的分類與機制已有學者詳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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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還是有些殺真菌劑的作用仍不清楚、或雖然類似卻有不同程度之差異，不一

定能找出明確的規則，即便未能深究所有藥劑的細節，使用者可參考農業藥物毒

物試驗所說明農藥作用機制所提到的：不連續並不混合使用相同作用機制的農

藥，要選擇不同作用機制的農藥輪替使用。除前述主要原則外，如能早期預防以

避免病原菌大量發生、選擇施用非化學性的病害防治資材、或應用多作用點搭配

單作用點的藥劑，可減少篩選出具抗藥病原菌的壓力，降低病原菌族群產生抗藥

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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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殺真菌劑之特性與分類

農藥普通名
FRAC
作用機
制碼

作用機制
植物體內的移

動性
化學型式

是否只限
於卵菌綱
菌類防治

滅達樂 A1 藉由抑制RNA聚合酶I抑制
RNA合成

木質部移動型
系統性 acylalanines 是

免賴得 B1 藉由抑制β- tubulin聚合抑制
有絲分裂

木質部移動型
系統性 benzimidazole 否

貝芬替 B1 藉由抑制β- tubulin聚合抑制
有絲分裂

木質部移動型
系統性 benzimidazole 否

甲基多保淨 B1 藉由抑制β- tubulin聚合抑制
有絲分裂

木質部移動型
系統性 thiophanate 否

福多寧 C2 抑制呼吸作用電子傳遞鍊複合
物II succinate-dehydrogenase

木質部移動型
系統性 phenylbenzamide 否

亞托敏 C3
抑制呼吸作用電子傳遞鍊複合
物III cytochrome bc1之間的Qo 
site (Quinone outside inhibitor)

木質部移動型
系統性 methoxyacrylate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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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克敏 C3
抑制呼吸作用電子傳遞鍊複合
物III cytochrome bc1之間的Qo 
site (Quinone outside inhibitor)

局部系統性 methoxycarbamate 否

三氟敏 C3
抑制呼吸作用電子傳遞鍊複合
物III cytochrome bc1之間的Qo 
site (Quinone outside inhibitor)

局部系統性 oximinoacetate 否

賽座滅 C4
抑制呼吸作用電子傳遞鍊複合
物III cytochrome bc1之間的Qi 
site (Quinone inside inhibitor)

局部系統性 cyanoimidazole 是

賽普洛 D1 可能抑制methionine及其他酵
素之合成

木質部移動型
系統性 anilinopyrimidine 否

護汰寧 E2
抑制MAP/Histidine-Kinase
干擾滲透調節訊息傳遞 (os-
2,HOG1)

局部系統性 phenylpyrroles 否

依普同 E3 抑制MAP/Histidine-Kinase干擾
滲透調節訊息傳遞 (os-1,Daf1) 局部系統性 dicarboximides 否

依得利 F3 可能影響脂肪過氧化作用 接觸性 heteroaromatic 是

普拔克 F4 可能藉抑制磷脂及脂肪酸生合
成影響細胞膜的通透性

木質部移動型
系統性 carbamate 是

達滅芬 F5 可能抑制磷脂生合成及細胞壁
生成

局部系統性 cinnamic acid amide 是

芬瑞莫 G1 藉抑制去甲基作用抑制固醇生
合成

木質部移動型
系統性 pyrimidine 否

撲克拉 G1 藉抑制去甲基作用抑制固醇生
合成

木質部移動型
系統性 imidazole 否

三泰芬 G1 藉抑制去甲基作用抑制固醇生
合成

木質部移動型
系統性 triazole 否

待克利 G1 藉抑制去甲基作用抑制固醇生
合成

木質部移動型
系統性 triazole 否

菲克利 G1 藉抑制去甲基作用抑制固醇生
合成

木質部移動型
系統性 triazole 否

邁克尼 G1 藉抑制去甲基作用抑制固醇生
合成

木質部移動型
系統性 triazole 否

護矽得 G1 藉抑制去甲基作用抑制固醇生
合成

木質部移動型
系統性 triazole 否

保粒黴素甲 H4 藉抑制幾丁質生成影響細胞壁
合成

局部系統性 polyoxin 否

福賽得 U 未知作用
雙向移動型系
統性 phosphonate 是

亞磷酸 U 未知作用，使寄主植物產生免
疫反應

雙向移動型系
統性 phosphonate 是

硫酸銅 M 多重作用 接觸性 inorganic copper 否

硫黃 M 多重作用 接觸性 inorganic sulfur 否

四氯異苯腈 M 多重作用 接觸性 chloronitrile 否

鋅錳乃浦 M 多重作用 接觸性 dithiocarbamate 否

本表之作用機制依 2011 年 Fungicide Resistance Action Committee 之資料整理，殺真菌劑在植物體內
的移動性及化學型式參考The pesticide manual 第十五版及 A practical guide to turfgrass fungicides 之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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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水蜜桃阿嬤的故事淺談農產品行銷從水蜜桃阿嬤的故事淺談農產品行銷
蔡本原

摘要摘要

相信許多人對水蜜桃阿嬤的故事都耳熟能詳，但是您可能不知道在令人動容

故事的背後，卻隱藏著無限的農產品商機。農產品故事行銷成功關鍵因素為先告

訴消費者「你是誰」、幫消費者找出「他們是誰」及連結消費者來自真實感，甚

至邀消費者參與品牌故事發展，消費者在意的是商品所帶來的體驗與感受。不可

忽略的是，故事要有文化內涵及創意，要能觸動消費者內心的情感，更要符合當

時的社會價值。最重要的是須考量外部環境因素，選擇適當的時機，跟目標顧客

說故事。

前言前言

新竹縣尖石鄉泰崗部落是臺灣水蜜桃原鄉之ㄧ，當地泰雅族人辛勤且務實地

種植水蜜桃及其他經濟作物，泰崗部落由於擁有得天獨厚的地理優勢，農民所栽

植的果品不論在甜度或是品質上都屬上上之選。水蜜桃阿嬤故事的緣由為，四年

前某雜誌週刊只是單純想探討貧困、自殺等議題而製作系列報導，沒想到經過媒

體披露後，來自全臺各地的善心捐款及物資不斷湧入阿嬤家，更有許多企業團體

在水蜜桃尚未成熟時就聯合團購，在當時造成話題及轟動。

原本只是平凡無奇的家庭遭遇與高山水果，但是經過媒體報導包裝後，不但

引發許多善心人士捐款及水蜜桃搶購熱潮，究其原因不外乎消費者受到故事本身

所感動，消費者購買的是一份關懷，藉由消費水蜜桃來幫助阿嬤全家人，此種行

銷方式為典型的「故事行銷」。

內容內容

一、行銷之定義

行銷（Marketing）又稱為市場學、市場行銷或行銷學。指經由個人或企業模

式來創造產品或服務的價值，實現交易以便獲得所需之物，達致雙贏或多贏的過

程。美國行銷協會(The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對行銷正式定義：行銷是一

種組織功能及其所有社會關係人獲利的過程。

二、故事行銷成功案例

（一）Louis Vuitton皮革精品

科學家在鐵達尼號沈沒的海底，打撈起了一件LV的硬型皮箱。經過七、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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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時間，這只LV皮箱竟然沒滲進半滴海水，被喻為LV的不死傳奇！

（二）SK-II化妝品

日本科學家偶然在一次參觀米酒釀造廠的過程中，發現老邁的釀酒婆婆臉上

滿布皺紋，雙手卻白嫩細滑，猶如少女肌膚一般細緻。好奇的科學家開始研究，

赫然發現在米酒提煉的過程中，會產生一種透明的液體代謝物，有助於恢復肌膚

正常的代謝週期，SK-II PITERA天然活酵母精華於焉產生。

（三）尿尿小童（Manneken Pis）英勇故事

三百多年前一個夜裏，敵人夜襲布魯塞爾，企圖引爆炸彈，被一名小男孩發

現，這位男孩半夜起來尿尿，看到法軍正要以火藥炸城，鄰居的房子伸出一條燃

燒中的引信，小男孩找不到水源撲滅，情急之下靈機一動灑尿把導火線用尿尿澆

息，救了全城。為了感念這個小童而在原地做個石雕像永遠保留，供後人追念，

這位小男孩同時也是英雄的象徵。

「故事行銷，越是含蓄，張力越大」，它不似廣告訴求的那麼直接與商業，

可以觸動人心，滿足人們內在的渴望。

三、故事行銷成功關鍵因素

（一）先告訴消費者「你是誰」

全國電子「揪甘心」，全國電子系列廣告不僅拍出消費者的真實生活，廣告

裡也運用「換句話說」的手法，讓消費者有被照顧的感動。行銷結果不僅提高品

牌的好感度，營收也大幅成長。

（二）幫消費者找出「他們是誰」

好的故事源頭除了來自觀察，有時候也藏在生活中的記憶和經驗。統一超商

梁經理想起自己小時候，每年寒暑假跟阿嬤從南部上來台北找親戚，最喜歡在火

車上，吃到雞腿和油豆腐都滷得香噴噴的鐵路便當。於是開發人員到全台灣的車

站進行田野調查，結果找到被遺忘許久的奮起湖鐵路便當。

（三）連結消費者來自真實感

故事之所以讓人難忘，就在於將真實感「深刻化」。信義鄉農會推出的「山

猪迷路」、「小米唱歌」等小米酒農特產品，酒莊的開發團隊每天到處蒐集原住

民的故事與畫冊，和原住民聊天，觀察他們喝酒的表情，每瓶小米酒都說著關於

「來自信義鄉原住民」代代相傳的故事，消費者自然會知道，這不是一般在外面

買了就有，喝完就丟的酒。

（四）邀消費者參與故事發展

一位剛從北京回來的行銷主管，很難忘懷在當地百年烤鴨店「全聚德」用餐

的情景。服務人員在客人用餐結束之前，每個人送上一個信封，裡頭寫著一串數

字。當客人步出餐廳，門口的電子看板上就顯示著剛收的那串數字，告訴你吃的

是全聚德開張以來的第幾隻烤鴨。

四、農產品行銷的創新思維

（一）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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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不可忽略身邊一些微小或不重要的事物和感受，透過時間和空間的傳遞

效應可能會引起很大的事件。

（二）生物共振（Bio-resonance）
每一個分子都具有一個原始頻率original frequency，頻率相近時可以創造共振

效應。

（三）傳遞效應（Transfer Effect）
神經與細胞都具有傳導性效果，無論是自己對自己或人與人之間，細胞會影

響細胞，神經會影響神經，彼此間互相聯結，相互影響。

（四）視網膜效應（Retina Effect）
透過視覺傳導創造集體潛意識的效果，如耳濡目染、集體創作、非語言的溝

通均屬之。

結語結語

1. 任何故事的中心力量就是碰觸到個人的某種情感，能喚醒真實的自我，看清內

心深處的情感，或者能誠實的面對自己。因此，農產品故事行銷要能讓人感

動、產生投射反應或具激勵作用。

2. 農產品故事設計思維須考量影響消費者行為因素及了解目標顧客內在真正的需

求。

3. 故事設計者必須深深了解消費者的語言、習慣、恐懼、夢想與慾望，最重要的

是，選擇對的時間，在對的地方，向對的人，說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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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施肥管理應用於蟲害綜合防治之探討作物施肥管理應用於蟲害綜合防治之探討
王妃蟬

摘要摘要

在昆蟲與其寄主植物間的交互關係中，植物的養分、防禦物質、物理性狀等

因子均會影響兩者關係的平衡，而肥料對於植物養分之改變，更能向上影響其害

蟲之生長表現或族群數量。在許多植食性害蟲研究發現，其族群密度常與寄主植

物的養份，尤其是氮肥含量呈正相關，但對部分害蟲而言，作物過量施肥卻會降

低幼蟲的生長表現，且作物施肥與否、施肥量或種類會進一步影響昆蟲對其寄主

植物的產卵偏好性。除氮肥外，在許多十字花科專一性害蟲，作物用磷、硫等元

素的高低，亦會影響十字花科蔬菜的次級代謝物-硫配醣體（glucosinolates）含

量，進而影響害蟲產卵偏好及生長表現。此外，在天敵、害蟲與寄主植物三者的

交互關係中，施肥的高低亦會影響共育性（koinobiont）內寄生天敵之寄生率；在

花卉栽培管理上，降低氮肥施用量，可降低二點葉蟎的族群數量，若加上捕植蟎

防治，害蟲族群數量顯著降低。綜合上述，作物施肥管理技術應亦為病蟲害綜合

防治管理(IPM)之重要ㄧ環。

在目前的農業環境下，農友慣用大量化學肥料來增加作物收穫，因此若降

低作物施肥量，除可降低生產成本外，亦可能降低害蟲防治之化學藥劑成本，提

高農民收益及維護環境健康。惟不同作物甚至不同品系間，養分需求不盡相同，

各種次級代謝物的比例與含量亦有所差異，故要建立每種作物或品系適合的施肥

量與比例，利用施肥管理達到降低害蟲族群之目的，並同時維持作物之產量與產

值，以使農友的獲得最佳收益。

前言前言

植物、昆蟲與其天敵三者間在長期演化下存在著複雜的交互作用，其中包含

植物獲得之資源向上影響其害蟲或害蟲天敵的生長表現，或天敵之寄生率等影響

（Bottom-up effects），及害蟲天敵之作用向下影響植物之生長，或植物為了抵抗

昆蟲攻擊而產生的防禦機制或補償反應等影響（Top-down effects），藉著彼此間

的交互作用達成生態平衡（Sarfraz et al., 2009; Walker & Jones, 2001）。

在昆蟲於其寄主植物間的交互關係中，植物的養分、防禦物質、物理性狀等

因子均會影響昆蟲與其寄主植物間的關係。一般認為昆蟲會偏好產卵及取食於對

族群適存值（fitness）較高的寄主植物，即preference-performance hypothesis假說。

於此假說下又有兩派理論，Plant stress hypothesis，指在壓力條件下的植物，如營

養元素缺乏時，比較容易成為植食性昆蟲的寄主。當植物面對壓力時，會降低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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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質的合成，其組織內的游離胺基酸增加，使其防禦物質的合成也隨之降低，故

容易被害蟲之寄主。另一理論則是Plant vigour hypothesis，認為昆蟲偏好選擇生

長快速、有活力的植物為寄主，當植物養分較高時，害蟲取食後相對地提高其生

長表現。然而，不同種昆蟲的偏好反應不同，於十字花科蔬菜專一性害蟲小菜蛾

（Plutella xylostella）的試驗中發現，小菜蛾雌成蟲產卵偏好於適度施肥之甘藍，

且幼蟲的生長表現亦於適度施肥時最佳，其選擇寄主的表現同時符合上述兩種假

說。

一般於農業栽培上慣用化學肥料來增加作物的品質及產量，尤其普遍認為增

加氮肥可提高作物之收穫。然而於目前許多研究中發現，作物施肥程度越高越容

易造成植食性昆蟲的危害。尤其當氮肥增加，植物的營養成分提高，其害蟲的生

長表現亦隨之提升，如幼蟲期生長速率變快、成蟲體重增加，族群增殖率變快，

子代的適存值提高，甚至會增加害蟲抵抗病原菌之能力。其它要素，如硫、磷、

鉀等亦會影響植物之營養成分或次級代謝物含量。因此作物施肥上的調控，可進

一步影響植物與植食性昆蟲間的關係，並可為作物害蟲防治綜合管理之一環。

內容內容

一、作物施肥對害蟲偏好與生長表現之影響

紋白蝶為十字花科蔬菜之專一性害蟲，於先前研究中證實，施肥會改變作物

之營養成分及次級代謝物含量。甘藍施肥後，其葉片含氮量較高，次級代謝物如

硫配醣體或花青素（anthocyanin）含量較低，而紋白蝶雌成蟲偏好產卵於有施肥

之甘藍，而幼蟲取食後，生長速率較快且幼蟲生長表現較佳。（Chen et al., 2004; 
Hsu et al.,2009）。然而，作物施肥的量與害蟲的偏好性非呈線性正相關，以十

字花科蔬菜之另一專一性害蟲小菜蛾為例，其雌成蟲偏好產卵在適度施肥之油菜

上，當油菜施高量肥料時，反而影響小菜蛾的存活率（Sarfraz et al., 2009）。另

外，不同品系甘藍，無論施有機肥或化學肥，硫配醣體含量均與施肥量呈正相

關；當施化學肥時，小菜蛾於硫配醣體的含量較低的品系的幼蟲生長表現較好

（Staley et al.,2009）。綜合上述，十字花科蔬菜之專一性害蟲均偏好產卵於硫配

醣體含量較低之寄主植物，且其幼蟲生長表現均較佳，而肥料施用量與種類，會

影響植物之養分及次級代謝物含量，進而影響幼蟲之生長表現。

但其他研究中卻發現，硫配醣體濃度較高會吸引小菜蛾產卵，且提高油菜

硫的施肥量，對小菜蛾具有產卵偏好；且於具有小菜蛾抗性之油菜（Barbarea 
vulgaris var. arcuata G-type），施硫元素後植株之硫配醣體顯著增加，且產卵偏好

更顯著（Badenes-Perez et al., 2010）
在另一種十字花科蔬菜之專一性害蟲甘藷捲心象鼻蟲（Ceutorhynchus 

obstrictus），作物施較高的氮肥時，較易吸引雌蟲產卵造成危害，又當施氮肥

濃度較低時若增加磷肥，亦會提高油菜豆莢被產卵率，但其試驗中發現，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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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育期卻隨氮肥增加而增加，但體重無差異。此結果與preference-performance 
hypothesis相反，但象鼻蟲發育期增加是否是受種子內的其他因子，如油、蛋白

質、硫配醣體等成分影響，及對其族群的fitness是否增加仍待後續研究（Blake et 
al., 2011）。

二、氮肥對非專一性害蟲生長表現之影響

在一些多食性的害蟲，如薊馬、粉蝨、蚜蟲，作物的氮肥施用與害蟲的族群

數量有密切的關係。如西方花薊馬（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其於族群豐度

會隨菊花氮肥施用量增加而提高，但過度施氮肥後族群豐度降低，故當降低50％
氮肥（188 ppm）時，其害蟲族群豐度與氮肥增加150％或200％時相近，而降低

50％氮肥對菊花切花品質影響不大，但薊馬的數量可降低44％（Chau and Heinz, 
2006）。於玫瑰二點葉蟎（Tetranychus urticae），當氮肥量降低33％、50％，其

害蟲數量及產卵量可降低2倍以上。（Chow et al., 2009）
在刺吸式口器的昆蟲，如夾竹桃蚜之研究中發現，當寄主葉片中的氮含量適

量時，其族群之增值率最高，但土壤若施高量的氮、磷肥時，植物葉片內的氮含

量會增加，然過高的氮含量反而會降低蚜蟲的族群增值率（Zehnder and Hunter, 
2009）。所以作物所需的C/P/K的Threshold elemental ratios（TER）比率高於昆蟲

所需，所以植物施肥增加，有助於其氮的吸收，但對昆蟲而言，確有可能會降低

其生長表現。由於刺吸式的昆蟲，如蚜蟲，吸食韌皮部汁液，而一般植物組織內

韌皮部的氮含量較低（0.004-0.006％），在大部份的研究中發現，蚜蟲的生殖力

及族群增值率與植物施的氮肥呈正相關，然而仍有少部分研究中發現，兩者間存

在負相關或不相關。這個問題在於蚜蟲等刺吸式的昆蟲取食韌皮部，惟施氮肥可

使植物內的氮含量增高，但韌皮部的氮含量卻能非同其他部位組織累積氮含量，

因此，施肥對植物韌皮部中營養成份的影響之研究仍闕如，故無法直接證實施肥

對刺吸式害蟲族群生長及表現的切確影響。

在多食性的蚜蟲，如棉蚜，Hosseini等人2010年之研究中發現，花胡瓜的產

量與所施氮肥量呈正相關，惟棉蚜發生時，其產量卻與施氮肥量呈負相關。根據

其研究中發現，棉蚜的生長表現與族群內在增殖率均與施氮肥量呈正相關。推測

可能當植株施較高氮肥時，其軔皮部的養分、可溶性胺基酸增加，另外植株含水

量亦隨之增加，亦可能有助於蚜蟲對可溶性蛋白質之吸收，因而增加其生長表

現。另外，另一原因可能在於，植物的氮肥增加時，其含碳基的一些次及代謝物

含量會降低，如phenolics、tannins、terpenes類之化合物，因此增加氮肥，降低

alleochemicals，進而增加蚜蟲的生長表現與族群數量。

三 、作物施肥與害蟲及其天敵間的三角關係

作物施肥除了會影響植物之營養成分外，進一步會影響害蟲之生長表現或族

群增長，更進一步，影響害蟲與其天敵間的交互關係。因此，有些學者認為，作

物的施肥管理將有助於害蟲天敵防治之效益。在玫瑰之研究發現，當施氮肥量降

低時，其害蟲二點葉蟎（T. urticae）的密度會隨之降低，若同時降低的氮施肥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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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釋放天敵智利捕植蟎（Phytoseiulus persimilis）時二點葉蟎之卵數顯著降低，與

化學藥劑防治成效相似，降低50％的氮肥（75ppm），對玫瑰的切花品質及經濟

收益並不會造成很大損失，但卻有助於天敵防治，並提升整體收益（Chow et al., 
2009）。

當甘藍施肥量增加時，會提高植物本身的養分，並且提高小菜蛾寄生蜂

（Diadegma insulare）的寄生能力及幼蟲期存活率，但施肥過度時，植物內的P、
K、S等含量反而下降，進而影響寄生蜂之寄生率，因此，與小菜蛾相同，寄生蜂

亦同時符合plant stress and vigour hypothesis，惟加入天敵進行甘藍小菜蛾之綜合防

治時，提高一些施肥量反而有助於害蟲管理(Sarfraz et al., 2009）。

結語結語

作物施肥與否及肥料種類會向上影響害蟲之表現及行為，雖然在不同作物

及不同昆蟲中，植物施肥量的高低與害蟲的產卵偏好、生長表現及族群增值率不

一定呈正相關，且每一種作物，甚至是不同品系間所需之施肥需求比例亦不同，

惟面對不同作物，可針對其主要害蟲建議一套適合的施肥管理模式，達到降低防

治成本又不影響作物收穫的最佳施肥比例。若再配合天敵及其他非農藥的防治資

材，在作物生產綜合管理（IPM）下，減少化學藥劑及肥料之施用，卻可有效管

理害蟲，維護農民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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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損澱粉受損澱粉
許愛娜

摘要摘要
受損澱粉(damaged starch)是麵粉在碾製過程中不可避免產生的結果，其會影

響到所有產品的烘焙品質。受損澱粉對於麵包品質有正面與負面的效用，本文探
討包括碾製過程、最終產物(1)無酵母麵包(2)阿拉伯平麵包(3)餅乾(4)麵條(5)杜蘭
小麥(6)扁餅等相關影響因子，並探討測定受損澱粉的分析方法，以供日後研究與
應用之參考。

前言前言
受損澱粉(damaged starch)是在碾製粉末的過程中因機械傷害所造成。以小

麥而言，澱粉佔了整個穀粒的67~68%，碾製後可獲得78~82%麵粉，其中直鏈
澱粉佔26~28%，支鏈澱粉佔72~74%，圓球狀的澱粉粒有兩種，澱粉A大小在

20~25μm，澱粉B在2~10μm。
由於小麥澱粉粒為半結晶狀的構造，像其他較硬的穀粒，容易受到機械損

傷，大約有5~12%的澱粉粒在碾製過程中會受到損害，受損澱粉會吸收本身2~4倍
重量的水分，正常澱粉會吸收0.4倍，故對烘焙品質影響極大。除此之外，受損澱
粉容易受到某些特殊酵素(如β-amylases澱粉分解酵素)的分解，而這些特殊酵素並
不會攻擊完整澱粉粒。

受損澱粉對於麵包品質有正面與負面的效用，受損澱粉有特別大的保水能
力，但是受損澱粉太多時，麵糰會太粘、強防護性以及不希望出現的紅色外殼(麵
包皮)，最適當的受損澱粉含量因製作產品方式而異，主要是與麵粉的蛋白質含
量、∝-amylases活性以及麵包製作的種類有關。

內容內容
一、碾製過程的影響

愈大粒的澱粉粒愈容易受到機械傷害，又可分為有破口(break)與上下整個裂
開(crack)兩種，正常磨粉最多只會造成20%的受損澱粉，主要是前方末端的縮小以
及磨得太細的關係，機械利用的程度愈高，傷害的可能性就愈大。例如捲軸轉太
緊、加入樣品的速度太快、捲軸的壓力增加、捲軸速度變慢等。

增加受損澱粉 減少受損澱粉

• 捲軸用力轉得太緊

• 一層一層擠得太滿

• 避免捲軸轉得太緊

• 減少每層農產物，不要擠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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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不利碾製的營養物

• 減低薄片分散機的效率

• 關閉磨粉機前面的四個篩網

• 讓壓榨機直接以中等速度運轉

• 選擇硬的小麥穀粒

• 若允許灰分產生，可利用有凹槽的
捲軸

• 選擇有效率的薄片分散機

二、最終產物的影響

(一) 無酵母麵包(Aerated breads)
例如baguettes與pan breads對受損澱粉非常敏感，影響麵糰製作與烘焙麵包的

因素很多，例如受損澱粉、蛋白質含量、蛋白質品質與amylases的活性。受損澱粉

會促進麵粉的水合作用(hydration)，明顯有助於特別硬的小麥(例如特玻璃種，通

常蛋白質含量很高)的烘焙品質，這些水亦可以機械混合之方式加入，讓麵糰變得

比較粘再進行烘焙。

但對水合作用敏感時，卻會造成下列三種現象：1.麵包皮的顏色會特別深濃

(焦糖化與梅納反應)。2.過多的水合作用會造成麵糰與麵包心變得粘粘的。3.麵包

的體積會變得較大(發酵氣體若可以被控制住)，否則麵糰就會變得多孔，放入烤箱

烘烤時體積就縮小。

(二) 阿拉伯平麵包(Arabic flat breads)
主要成分為麵粉、水、塩與酵母，麵粉蛋白質含量10~13%，未發芽的麵粉

(沉降數＞250)，是此種麵粉中最常製作的產品。和無酵母麵包相較，平麵包口

感更為緊實，水合作用降低會讓麵糰操作時之手感較好，加水量是依據蛋白質含

量、受損澱粉含量以及糠層含量而定。

水分吸收太少時，麵糰變小，麵包太乾口感差，水分吸收超過65%時，麵糰

就很難操作，所做的麵包容易碎，沒有嚼感，所以有必要瞭解此種麵包製作與受

損澱粉間的關係。

(三) 餅乾(Biscuits/Cookies/Cracker)
受損澱粉會影響餅乾的長度、大小、密度等，一般而言，餅乾製作需要低受

損澱粉的麵粉，水分減少才會減少烘焙時間。

(四) 麵條(Noodles)
製作麵條麵粉的好壞端賴麵的種類與當地的口味，一般而言好的麵粉要製

麵率高與低灰分含量外，蛋白質(會影響緊實性)、顏色(消費者喜歡白色)，不具

amylase活性以及麵條產品本身的顆粒粒徑(<180μm)亦很重要，粒徑太細容易造

成受損澱粉。

受損澱粉太多時，會增加烘焙時間，煮麵時減少水分滲透到麵條內，造成流

失物之增加，麵會變得粘糊且口感不佳，且麵條會變褐色，外觀不佳，影響消費

者購買慾。

(五) 杜蘭小麥(Durum wheat)
1. 製作麵包(In the bread making process)
杜蘭小麥主要是用來製作通心麵，但某些地區亦用來做麵包(例如中東、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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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南義大利等)，利用不同蛋白質含量，調整產品本身顆粒的大小以及受損澱粉

含量的麵粉，使得澱粉的流變反應(rheological responses)適合製作麵包。

2. 製作通心麵(for pasta production)
產品顆粒大小會影響水與澱粉、蛋白質等的結合，受損澱粉增加時，吸水量

會增加，降低麵糰的緊實口感，同時發現在蛋白質含量較低時，〝粘性〞和受損

澱粉含量相關性非常高。

和軟小麥一樣，受損澱粉在杜蘭小麥以及麵粉加工過程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六) 扁餅(Tortillas)(墨西哥人的常食)
雖然墨西哥扁餅常常是玉米作的，但墨西哥北部與美國很多地方喜歡軟小麥

做的扁餅。受損澱粉含量和水分吸收能力、麵糰延展性與黏度(viscosity)有正相

關。當受損澱粉增加且產品顆粒變小時，扁餅會較無法延展與太過緊實，其實扁

餅的摺疊性(顧客非常重視的品質)主要和蛋白質含量、水分吸收與受損澱粉含量有

關，要做好吃的扁餅，受損澱粉不能太高，產品本身的顆粒不要太細。

三、測定受損澱粉的方法

(一) 顯微鏡(Microscopic)
用碘液染色，很容易分辨是否為受損澱粉，但需要人力，品質要求高且很主

觀。

(二) 色度計(Colorimetric)
主要是利用顏色分佈去判斷，卽萃取物的吸收值再與酵素法標準曲線比較而

獲得的數值，此法雖然簡單，但需要良好技術人員，複雜操作過程以及特殊設備

(如色度計)等。

(三) 偏光計(Polarimetric)
利用受損澱粉較正常澱粉較容易被∝-amylases分解的原理，一組對照用∝-amylase處理30分鐘，離心、蛋白質沉澱、溶解、過濾，利用偏光計測定，可獲

得正常澱粉含量；另一組不用∝-amylase，可獲得澱粉總含量，兩組結果相減即可

獲得受損澱粉的含量。此法比色度計更複雜，且並未考慮到樣品準備過程中酵素

產生的變異性。

(四) 分光鏡(Spectroscopic)
利用近紅外光線光譜分析儀(NIR)有時候亦可測定受損澱粉，此方法很快，樣

品前置作業簡單，然而是為間接測定，須校正，不像水或蛋白質有特殊的吸收條

帶，因為NIR無法辨別受損澱粉與正常澱粉。

(五) 酵素法(Enzymatic)
最常被學校、機關、研究單位使用的方法。包括五個步驟：1.麵粉加入酵素

(通常∝-amylases)，但要固定時間、溫度、pH值，酵素活性要嚴格控制。2.變性酵

素會讓作用停止。3.過濾或離心時溶液會回復到含水狀態。4.利用滴定法或光電比

色計測定還原糖濃度。5.將還原糖濃度轉換成受損澱粉所佔的百分比。

(六) 安培計(Ampero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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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碘可以被澱粉吸收，在特定情況下吸收多時，表示受損澱粉含量較多，

利用I3�-碘離子在固定時間下的所造成電流的變化，測定受損澱粉含量；又使用較

低的電流，可以吸收較多的碘離子，才可測出較高的受損澱粉含量。

結語結語

受損澱粉是麵粉在碾製過程中不可避免產生的結果，其會影響到所有產品的

烘焙品質，但其不如蛋白質含量受到重視，缺乏正確性、再現性佳且容易操作方

法的研究，雖然也已有多個測定方法，但各有其優缺點。已發展出快速且簡單的

方法或儀器，如SDmatic，若將受損澱粉含量的測定作為一例行性工作，可讓相關

的實驗室對於麵糰水合作用、產品製作(粘性)、發酵以及最終產品的特性(體積、

顏色、穩定性等)較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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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廢棄物之再生利用農業廢棄物之再生利用
田雲生

摘要摘要

農業廢棄物年產生量約500萬公噸，依其性質區分為農業廢棄物(生物性)與農

業資材廢棄物(非生物性)二大類。其中前者是生質物，可轉換為生質能應用，或經

由焚化、掩埋、堆肥、回收再利用而妥善處理，並開發成各類衍生性資材及環保

器具；後者則以塑膠製品為主，隨意丟棄、焚燒、掩埋對環境影響至鉅，應設法

落實環保4R，甚或改用生物可分解塑膠，才能達到節能減碳、能源再生的成果。

前言前言

隨著社會變遷、時代演進，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是現階段非常重要也亟待解

決的議題。而廢棄物就是垃圾，亦代表生活富裕與否的另類指標，但對於環境卻

造成極大的負荷。政府以「垃圾零廢棄」為重要環保政策，透過資源回收計畫之

推動，將資源物質有效回收再利用。農委會則成立農業廢棄物回收再利用小組，

並針對不同的標的物，建立農糧廢棄物資源回收體系，期望將這些生質物妥善處

理，進而資源化再生運用。

內容內容

行政院主計處「綠色國民所得帳編製報告」針對廢棄物排放帳彙編為五大

類，包括一般、農業、工業、營造及醫療廢棄物等，98年總產生量約8,050萬公

噸。而農業廢棄物係指農產、林產、漁產、畜產、農產品批發市場及食品加工等

生產活動中所產生之廢棄物，計約500萬公噸。依其性質區分為農業廢棄物(生物

性)與農業資材廢棄物(非生物性)二大類，前者涵蓋稻殼、稻蒿(又稱為稻草或稻

稈)、廢棄菇包、牡蠣殼、禽畜排泄物、死廢禽畜及果菜、花卉、漁產殘渣等；

後者則是廢棄農藥容器、肥料袋、育苗盤、披覆膜及果菜、花卉、漁產廢棄包裝

等，且大多數為塑膠製品。其中經由焚化、掩埋、堆肥、回收再利用及透過清除

處理機構等加以妥善處理者達95.9％，尚有近21萬公噸未妥善處理量需繼續加強

改進。

農業資材廢棄物對環境之影響至鉅，「焚燒」會產生刺激性氣體，如PVC(聚
氯乙烯)類有氯化氫及甲醛、多氯聯苯、戴奧辛等有毒氣體，而PE(聚乙烯)及PS(聚
苯乙烯)類燃燒時會產生黑煙，造成空氣污染；「掩埋」需要廣大空間，因塑膠具

不易腐爛分解特性，恐影響土壤本身的物理及化學性質，導致土壤污染；「隨意

丟棄」造成灌溉溝渠堵塞，影響田間排水。唯有妥善地加以分類、回收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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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落實環保4R(Reduce, Reuse, Recycle, Regeneration)，甚或改用生物可分解塑膠

(如聚乳酸PLA等)，才能有效解決，但成本較高問題須設法克服。另農產廢棄物資

源化利用之種類繁多，再生技術不勝枚舉，較難具體統合分項；但針對農業廢棄

物排放帳所列之12項妥善處理方法，包括就地翻耕掩埋、作物栽培覆蓋、倉庫墊

料、禽畜舍墊料、育苗栽培介質、飼料或飼料原料、堆肥、焚燒掩埋、薪材與燃

料、資源回收、化製原料、其他(如藝術品等)，也不失為可資參考的歸類結果。

茲擇取稻草、稻殼、廢棄菇包木屑及椰殼等常見且高產生量的農業廢棄物為

例，其每年產生量、再生利用產品說明如下所示。

稻草：每年產生量約150萬公噸，可作為覆蓋材料、動物飼料、造紙原料、

栽培介質、堆肥原料、工藝製品、製作草繩與草蓆、建築板材原料、衍生燃料

(RDF)、第二代生質酒精生產料源等。其中固態錠型燃料(RDF-5)具大小、熱值均

勻(約煤炭的2/3)、易於運輸及儲存，在常溫下可儲存 6~12 個月而不會腐敗，兼具

能源和環保雙重效益等特性；第二代生質能源以非糧食原料(纖維素分離技術)製造

生質酒精(乙醇汽油)，但有料源栽植面積不足，纖維素前處理成本過高等問題，技

術若能突破，仍有發展空間。

稻殼：每年產生量約30萬公噸，因含水量低、燃燒產生腐蝕性氣體少，過去

是磚瓦窯廠常用的燃料，現在則為粗糠爐榖物乾燥機之燃料；其燃燒灰分中含有

大量的二氧化矽，是提煉半導體單晶矽棒之重要原料；缺氧高溫處理為炭化稻殼

及稻殼醋液，前者供為栽培介質、活性碳，後者則可抑制病原菌，對害蟲也有忌

避效果；稻殼之通氣及排水性好，能吸收臭味及保持乾爽，適合做為牛床墊褥、

養雞墊料或堆肥廠脫臭槽的材料；另磨粉添加其他原料、膠合劑而加工製成育苗

盤、花盆、環保碗等器具。

廢棄菇包木屑：每年產生量約42萬公噸(使用4億7,300萬包)，可利用有益微生

物將廢棄舊介質混合新木屑而成栽培介質，減少20~40％原料需求，並達到少砍

樹、環境保護與廢棄資源再利用之效益；另藉由各類機械輔助破袋、輸送、篩選

等前處理作業，再擠壓條置成固化成型燃料，以及翻堆、發酵為堆肥應用。

椰殼：每年產生量約30萬公噸，可直接燃燒產生熱能與電力、碳化生產生物

碳，並加工作為固態衍生燃料與固化成型燃料、栽培介質(價格較泥炭苔便宜，符

合環保和經濟的原則，且來源穩定、產量充足，足以供應市場的需求)，椰碳纖維

(椰殼碳與聚酯混合抽絲)可生產紡織產品(如布料、衣襪、床單、被套、枕頭、棉

被填充料等)、椰殼纖維(纖維素含量高，具優良力學性能、耐濕及耐熱等特性)生
產居家產品(如地毯、床墊、刷子、花盆、繩網等)與水土保持之環保織墊(編織成

網墊，可應用於公路邊坡、裸露山坡整理、防沙護坡、水土保持等之理想環保材

料，可抵禦3 m/s的雨水逕流沖刷，韓國每年使用面積達400萬平方米)，以及製作

藝術品等用途。桃園農改場開發一台椰殼粉碎機，作業效率依據不同顆粒大小而

為500~1,000kg/hr以及高雄場研製之椰子剝殼機、椰殼切割機等，皆可輔助作業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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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結語

農業廢棄物是取之不盡、用之不竭的生質物，應妥善處理與加值運用，並

依其特性而施以減量、再用、回收與再生，讓這些未利用或未善用資源發揮最大

的功能。另以農業廢棄物為料源之生質能源發展，可避免「與糧爭地」的困擾，

但須及早克服相關技術與成本問題，進而達到節能減碳、能源再生的成果。此與

米勒的「拾穗」中描繪三位農婦彎腰曲背地撿拾麥稈與麥穗，正代表「回收再利

用」的惜物精神，可供我們學習與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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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殺草誘導水稻微芽分化及耐性之探討固殺草誘導水稻微芽分化及耐性之探討
林訓仕

摘要摘要

利用不同水稻品系為材料，在培養基中添加不同濃度固殺草，觀察是否能誘

導微芽大量生成，結果顯示在培養第一階段添加2.5×10-7 M固殺草並繼代至第二階

段2.5×10-6 M固殺草培養基中，對水稻R11-2及R11-3能有最佳之微芽誘導效果，將

上述兩階段誘導衍生之植株移植溫室，發現在葉綠素及銨累積反應上，對於固殺

草具有耐感差異。進一步利用14C-glufosinate處理植株，經TLC分析及14C同位素放

射活性測定，推測微芽衍生植株之間耐感原因為其對固殺草代謝能力上之差異所

致。

前言前言

固殺草之作用機制主要是抑制感性植物中glutamine synthetase (GS；EC 
6.3.1.2)酵素活性(Bayer et al., 1972；Lea et al., 1984)，因為固殺草係一類似

glutamate的化合物，會與glutamate競爭GS的作用位置(Lea and Ridly, 1989)。GS
分別存在於細胞質及葉綠體中，是催化植株中氮素代謝的必要酵素，其可將

glutamate與銨基結合形成glutamine。若此酵素受到固殺草抑制會造成銨的累積。

Toldi et al.(2000)以水稻為材料，利用PPT誘導產生微芽(microshoot)，並移植至溫

室噴施固殺草，發現經PPT誘導所產生之植株對固殺草有耐性的表現，其收穫之

R1種子亦具有發芽能力。此外Pornprom et al. (2000)利用大豆幼苗胚軸細胞，漸進

提高glufosinate濃度方法之懸浮培養，也能獲得對glufosinate具耐性之植株。

內容內容

固殺草為有機磷化合物，拜耳(Bayer；固殺草)公司製造之百試達(Basta)，
為水藍色液體，含有13.5%之有效成分。一般土壤對固殺草的吸附力弱，故淋洗

較強，且可快速被微生物分解成不具植物毒性的3-methlphosphincopropionic acid 
(MPPA-3) (Smith, 1989; Ullrich et al., 1990；) ，在土壤中的半衰期約為5-10天，殘

效約30-50天，固殺草的毒性極低，對成鼠的口服急毒性半致死劑量(LD50)為2,000 
mg/kg (WSSA, 2002)。目前台灣市售之固殺草登記用於香蕉、木瓜等果園，胡

瓜、洋香瓜等蔬菜田及非耕地之雜草防除，於雜草旺盛生長期至開花期前使用(植
保手冊，2002)。

Hebert-Soule et al.(1995)以葡萄胚胎癒傷組織為材料，分別培植於含有不同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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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PPT的1/2 MS培養基中結果發現，1 mg/L PPT能誘導產生大量的癒傷組織，但當

PPT濃度再增加時，則誘導效果逐漸降低。之後，Hoshino and Mii (1998)觀察不同

濃度的bialaphos對農桿菌轉殖金魚草(snapdragon)毛狀根的誘導效果，結果發現，

0.5 mg/L bialaphos顯著地促進幼芽再生，但濃度高於0.5 mg/L時，毛狀根的鮮重則

明顯下降，由此可知，利用適當濃度的bialaphos能夠促進金魚草毛狀根的誘導分

化產生小芽。

综上參考資料，曾有試驗以5個不同品系水稻為材料，在培養基中添加不同

濃度固殺草，發現利用兩階段組織培養添加2.5×10-7 M及2.5×10-6 M固殺草的確能

誘導微芽大量生成，且將誘導衍生之植株移植溫室後噴施固殺草，發現在葉綠素

及銨累積反應上，對於固殺草具有耐感差異。另為增大水稻對於除草劑耐感差異

之程度，藉由固殺草誘導水稻微芽產生時配合疊氮化鈉處理，發現經誘變後之植

株，在固殺草耐感反應上較未經誘變處理之植株差異更為顯著。

結語結語

固殺草除草劑除了原本防除雜草的功能外，仍可提供另一種用途供試驗研究

者利用，可作為誘導水稻產生微芽，誘導對除草劑具較高耐性質植株產生，亦可

配合疊氮化鈉處理，誘變產生具有不同耐感性之植株，探討其各種生理表現及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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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全球發展趨勢有機農業全球發展趨勢
劉凱翔

摘要摘要

有機農業在國際上持續進展，在生產方面，有機農地面積從1999年的1,100萬
公頃，至2009年增加為3,720萬公頃，有機食品市場部分，銷售值從2000年的179
億美元，至2009年成長達549億美元，惟主要市場皆在北美洲及歐洲。1980年代以

後，國際有機標準及國家法規陸續訂定，我國也於2007年通過農產品生產及驗證

管理法。部分國家採行同等性評估機制管理有機產品之進口，包括歐盟、美國、

加拿大、日本、台灣；由聯合國及IFOAM籌辦之ITF及後續的GOMA計畫也致力

於發展適用全球的同等性評估機制。有機農業具有緩和全球氣候變遷的功能，透

過有機耕作，能降低溫室氣體排放量；此外，由於有機土地具有較好之土壤性

質，亦較能適應氣候變遷下劇烈天氣所造成的威脅。

前言前言

近年有機農業在國內持續成長，無論是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農民參與或受到

消費者重視，皆顯示我國有機農業正進入發展階段。有機農業在國際上的進展亦

未停歇，本文試圖從巨觀角度，整理有機農業相關之原則、全球生產概況、法規

發展以及氣候變遷等議題的國際發展現況，了解全球走向。

內容內容

一、有機農業之定義

依據國際組織及重要有機農業國家對有機農業之定義，有機農業是一種著重

整體管理的農業生產系統，能維持並促進生物多樣性、生態循環、以及土壤生物

活性；作業上應善用適地性的生態系統，採行栽培、生物性及機械性操作，避免

使用化學合成物質，以生產優良品質之產品。此外，有機農業更有助於營造良好

之社會環境、促進農村發展，並與氣候變遷等全球議題相關。而有機農業原則、

研究、法規及政策則是貫穿前述有機農業架構的重要因素，有助於支撐有機農業

之穩定及發展。

二、有機農業原則

國際有機農業運動聯盟(IFOAM)公佈的有機農業原則有四項，包括：

(一) 健康：有機農業應將土壤、植物、動物、人類及地球視為一整體、不可分割

的，進而維持並增進其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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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有機農業應以具生命力之生態系統及生態循環為基礎，其操作應善

用、學習及有助於維持該系統及循環。

(三) 公平：有機農業應建立於確保對公共環境及生命機會皆公平的關係之上。

(四) 謹慎；有機農業應基於預警及負責的態度，保護現在及後代與環境的健康及

福祉。

三、有機生產概況

有機農地面積從1999年的1,100萬公頃，至2009年增為3,720萬公頃(圖一)，
同年長期草原佔有機總面積之61.7%，以大洋洲為主；短期作物及長期作物各佔

14.8%及6.5%，兩者皆以歐洲生產最多。以國家別來看，有機農地面積前5名國家

為澳洲、阿根廷、美國、中國大陸、巴西；有機農地佔國內農地比率前5名國家為

福克蘭群島、列支敦斯登、奧地利、瑞典、圭亞那。

有機食品市場部分，銷售值從1999年的152億美元，至2009年成長為549億美

元(圖二)，惟主要市場皆在北美洲及歐洲，兩洲2009年有機食品合佔全球有機銷售

值的96%。

圖一、1999-2009全球有機農地面積成長趨勢

 (Willer, H., 2011)

圖二、2000-2009全球有機食品銷售值成長趨勢

 (Sahota, A.,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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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左圖為栽培於長期有機耕作土壤之作物，顯示較非有機耕作(右圖)更能抵

抗高水量造成的危害。                                                  (Niggli, U. et al., 2008)

表三、歐、美、日、加、台對其他國家有機法規同等性認可情形表

四、有機法規發展

1980年代至1990年代，IFOAM、聯合國食品法典有機生產標準以及歐盟有

機規則陸續被訂定。2000年以後，重要經濟大國如美國、印度、中國大陸亦完

成國家有機法規之訂定，我國也於2007年通過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由於

各國規範不盡相同，為管理有機進口產品，部分國家採行同等性評估機制，目前



台中區農業改良場一○○年專題討論專集200

採行此等機制的國家有歐盟、美國、加拿大、日本、台灣，由聯合國及IFOAM
籌組之ITF (International Task Force on Harmonization and Equivalence in Organic 
Agriculture)及GOMA (Global Organic Market Access)計畫也致力於發展適用全球的

同等性評估機制。

五、有機農業與全球氣候變遷

有機農業具有緩和全球氣候變遷的功能，同時也較能適應劇烈氣候對農業的

影響。有機農業透過使用天然肥料等農場資源取代化學肥料、輪作綠肥或覆蓋作

物、限制畜禽飼養密度等措施，降低溫室氣體排放量。由於有機土地具有較好之

土壤性質，亦較能適應氣候變遷下劇烈天氣所造成的威脅(圖一)。此外，有機農業

不僅仰賴科學知識，亦重視結合農耕技術、田間觀察、種植經驗，對於運用農業

生態系統、適地育種、利用農場資源作為肥力來源(堆肥、糞肥、綠肥等)、利用天

然殺蟲資材等操作，是極重要的知識，為適應氣候變遷的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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鈣離子在植物非生物逆境反應扮演之角色鈣離子在植物非生物逆境反應扮演之角色
陳葦玲

摘要摘要

鈣為植物生長發育之必要元素，在逆境反應下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鈣離

子為細胞的二級傳遞物質，參與MAPK訊息傳遞路徑，此外，細胞內鈣離子感應

蛋白如鈣調素或鈣離子蛋白激酶可辨識訊息並與Ca2+結鍵結，經一連串的訊息傳

遞而改變細胞的溶質傳送、酵素活性、蛋白質磷酸化作用和基因表現，最終達到

對逆境適應性反應。目前已有許多研究證實外施鈣離子可增加植物對逆境的耐受

性，並應用於實際生產中。

前言前言

鈣為植物體內巨量的必要元素，其主要生理功能為參與細胞分裂、調節酵素

活性，穩定細胞壁結構，細胞壁中膠層(middle lamella) 即是由果膠酸鈣組成；此

外，鈣在質膜的外表面亦扮演著調節膜通透性的作用。缺鈣時，細胞壁形成受阻

且細胞分裂受到影響，缺鈣症狀首先見於生長點和新葉，植株矮小、組織變軟、

葉片下垂，嚴重時，葉子變形黃化，葉緣壞疽。蘋果苦痘病、番茄尻腐病、結球

類葉菜頂燒症、蘿蔔黑心及百合上位葉病變等都是缺鈣時出現的生理症狀。

內容內容

一、植物逆境反應

乾旱、鹽害、溫度、病蟲害等生物性或非生物性逆境初期會造成植株滲透勢

逆境(osmotic stress)和氧化逆境(oxidative stress)，經由對逆境訊息的感應和傳遞、

轉錄因子的調控、最終表達各種逆境基因產生適應性，包含抗氧化、滲透勢調

節、水分離子平衡、蛋白質結構穩定等，形成了一系列複雜的耐(抗)逆境反應機制

(Wang et al., 2003)。
(一) 氧化逆境 (oxidative stress)

植物在高溫、乾旱等逆境下會產生ROS(Reactive oxygen species)，包括過氧

化氫(H2O2)、氫氧自由基(*OH)、超氧自由基(O2-)、單項氧(1O2)，甚至是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 NO)、過氧化脂質(lipid peroxide, LPO)。其中非自由基的是過氧化氫

及單重態氧，其餘則是自由基。這些物質化性活潑且易氧化其他物質造成細胞損

傷，並進而造成細胞內的氧化逆境。

(二) 訊息接受及傳遞 (signal reception and transud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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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受到環境逆境影響時，會產生數種的訊息傳導途徑(signal transudation 
pathway)。在前人的研究中，ROS可以對逆境反應(stress-response)及防禦途徑

(defense pathways)做為活化的訊息。此外Ca2+在細胞質中一般都維持在低濃度，細

胞會靠著鈣離子幫浦主動的將Ca2+移到細胞外或是ER或粒腺體內的空腔。當逆境

發生時，細胞質中Ca2+濃度的升高會引起細胞內的化學反應，為一種二級訊息傳

遞者(Sung et al., 2003)。
(三) 轉錄調控 (transcription regulation)

在逆境訊息接收及傳遞後則進入遺傳訊息的傳遞，舉高溫逆境為例，細胞可

在極短的時間內，透過熱激轉錄因子(heat shock transcription factor, Hsf)的調控，調

節熱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 HSP)基因的轉錄，提升耐熱能力的功能，而根據

氨基酸序列差異來分類，植物Hsf可分為A、B、C三型。

在阿拉伯芥中可分離出21的不同的Hsf基因(水稻則有23個)，在高光、高溫、

寒害或高光及高溫同時逆境環境發生時其HsfA2 mRNA轉錄表現會大量增加，其

在過氧化氫誘導下也有大量表現，由此可知其RNA大量的表現與植物對逆境之耐

受能力有重要關連。利用GUS基因做為reporter基因，可看出阿拉伯芥在高光及高

溫逆境下處理3小時候全株都有表現 (Ayako et al., 2006)。
(四) 逆境反應機制 (stress response mechanism)

1. 去毒化作用(detoxicification)
植物細胞有兩套ROS清除機制來調節細胞內的ROS濃度，其一為酵素系

統，另一為非酵素系統。在酵素系統中，過氧化岐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即最早啟動的清除機制，另外是過氧化氫酶(catalase)、穀胱甘肽過氧化

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 GPX)、過氧化酶(peroxidase)。另一則為酵素抗氧

化系統，其中包含維生素C、維生素 E、胡蘿蔔素及glutathione(GSH)等抗氧

化物。

2. 滲透勢調節(osmoprotection)
有些植物在遇乾旱逆境時，多種滲透物質如脯胺酸(proline)、GlyBet及

sugar polyois等會累積。其中脯胺酸可保護酵素作用及穩定細胞膜，並可調節

水分潛勢。甘藍、小白菜及芥藍植體內脯胺酸含量在高溫逆境下有增加的趨

勢，且增加比率呈現品種間差異(Takeda et al., 1999)。
3. 熱休克蛋白形成

逆境訊息接收及傳遞後則進入遺傳訊息的傳遞，透過Hsf的調控，調節

熱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 HSP)基因的轉錄而形成HSP。熱休克蛋白為

一成員龐雜且序列具有高度保守性的多肽類蛋白質家族，按照蛋白質大小

共分為五類，分別為Hsp100、Hsp90、Hsp70、Hsp60及小分子熱休克蛋白

(small heat shock protein, sHsps)，這些HSP其功用在於穩定細胞中蛋白質在高

溫下之結構或誘導其折疊成更穩定之結構，因此也被稱為分子伴侶(molecular 
chaperone)，而Hsp90和Hsp70則與逆性訊息傳遞及RNA 轉錄活化相關， Hsp 



 203鈣離子在植物非生物逆境反應扮演之角色

的氨基酸序列在各種生物中保守性相當高，顯示在漫長的演化進程，生物間

需要並保留了高度相似的耐逆境機制。

4. 離子及水分平衡變化

植物體內離子與水分扮演著重要的逆境生理功能，鉀離子可平衡負電

荷、維持區域電中性、控制細胞膜的極性或膜電勢、調節滲透勢等，其後續

效應是維持膨壓和水勢，帶動細胞的伸展、延長和物質的運輸，亦參與了氣

孔的開閉；鈣離子是細胞的信號分子，亦參與細胞間的通信與聯繫。鈉離子

是維持細胞膨壓或滲透勢的重要成分，鈉離子的轉運機制則與乾旱及鹽分逆

境耐受性有關，水稻中發現的SKC1就是一個鈉離子的轉運體，是水稻耐鹽的

主效基因。

二、鈣離子與逆境反應

鈣離子因其離子濃度梯度大且能與蛋白質緊密結合，在逆境反應中作為細

胞的二級傳遞物質(secondary messenger)，在非逆境狀態下，細胞內的Ca2+濃度約

為100~200 nmol·L-1，當受到逆境刺激後，細胞膜上鈣離子通道(calcium channel)
通透性及calcium pump Ca2+-ATPase活性增加，胞外Ca2+內流；同時液泡及內質

網膜上鈣離子反向傳送蛋白(H+/Ca2+ antiporter )、Ca2+-ATPase親和性增加與鈣離

子通道通透性提高，Ca2+釋放，造成細胞質基質中Ca2+濃度迅速升高而形成Ca2+

信號(Anthony and Malho, 1998)。當Ca2+訊息被辨識後隨即進入MAPK訊息傳遞

路徑(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 訊息路徑參與了細胞的生長、分

化、存活、死亡的調節，其主要由三類蛋白質磷酸家族的成員組成，含通常位於

下游的MAPK、中游的MAPKK(MAPK kinase)和上游的MAPKKK(MAPK kinase 
kinase)。為了要能快速放大細胞外之刺激物質要傳遞的訊息，其以磷酸化連級

(phosphorylation cascade)為作用模式。當細胞膜上受器(receptor)接受了刺激物質

之後，會間接的以蛋白質磷酸化的形式先將MAPKKK活化，活化的MAPKKK再

將其下游的MAPKK上特定的threonine及serine 磷酸化而使MAPKK活化，活化的

MAPKK再將下游MAPK第8個演化高保守區內的TEY和TDY motif上的threonine及
tyrosine磷酸化，因而使MAPK活化。

此外，細胞內鈣離子感應蛋白(calcium sensor)如鈣調素(calmodulin, CaM)或鈣

離子蛋白激酶(Ca2+-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CDPK)辨識訊息並與Ca2+結鍵結，其結

構或酵素性質改變並繼續和下游蛋白作用，經此一連串的訊息傳遞而改變細胞的

溶質傳送、酵素活性、蛋白質磷酸化作用和基因表現，最終達到對逆境適應性反

應。

已知，外施氯化鈣等可誘導植物對逆境的耐受性(Larkindale and Knight, 
2002；Larkindale and Huang, 2004；Xu et al., 2008)。酪梨果肉中鈣含量與寒害發

生與否有密切關係，以0.1~0.3M氯化鈣處理酪梨能顯著降低果實寒害發生率(Eaks, 
1985)。甜椒於田間施用鈣肥可減輕植株寒害發生率及增加果實對低溫之抗性(范，

1992)。以0.1%氯化鈣於低溫前2~4天噴施黃金葛和粗肋草，可減輕5℃低溫處理兩

天下之寒害發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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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葉雄性葉蟎與族群增長之關係與族群增長之關係
白桂芳

摘要摘要

葉蟎係以孤雌生殖(parthenogenesis)之arrhenotoky型式延續其族群發展，此生

殖方式可藉由受精與否分別出現diploid及haploid等2種卵而分別發育為雌、雄子

代，因此葉蟎的族群增長與雄蟎是否能在短期內提高族群的子代性比有絕對相

關。有效交尾之雌蟎一生總產卵量及每日產卵量顯著高於未交尾之雌蟎，且已交

尾之雌蟎其繁殖力(總產卵量及每日產卵量)不受其交尾次數及與其交尾雄蟎之日齡

高低而影響。子代性比顯著受親代雄蟎交尾日齡之影響，但與雌蟎交尾時之日齡

無關，即雄蟎交尾之日齡愈高，則雌蟎所產之子代性比愈低。多數雌蟎一生交尾

一次，如多次交尾亦未能提高其子代性比。此外，新棲地首批出現的雄蟎對雌蟎

有較強的搜尋能力，學者推測此乃新棲地的葉蟎密度低，干擾性費洛蒙的因子較

少；而雄蟎衛護行為如提早出現，將有助於族群的加速增長。

前言前言

雄性葉蟎對於族群的貢獻主要含交尾(copulation)、受精(insemination)及生殖

(reproduction)等作用，進而提高其雌性子代所佔比例(以下簡稱子代性比)及繁殖

力。諸多學者報導，影響葉蟎子代性比的因子包括品系、交尾時間、交尾次數、

族群密度、雌蟎或雄蟎日齡及寄主植物等。有關影響葉蟎性比例的因子包括品

系、交尾時間、族群密度、雌蟎日齡及寄主植物或其品質等另有學者發現化學藥

劑或放射線等生物因子亦會改變葉蟎的雌雄性比。研究指出二點葉蟎之產卵期、

壽命、產卵高峰及子代孵化率等均不受其交尾與否、交尾次數、雌或雄蟎交尾日

齡之影響；但研究指出有交尾的雌蟎其生殖力較高，且雄蟎日齡影響其每尾的交

尾次數及其子代的性比。諸多學者證明雌性葉蟎僅第一次交尾有效，並認為雌蟎

於第一次交尾後即獲充足之精子量，因此無法再容納第二次交尾時雄蟎所傳遞的

精子。

雌雄二點葉蟎的交尾日齡、交尾次數及雌蟎二次交尾後對其卵之受精率、產

卵量、壽命及子代性比等影響，由於葉蟎體形微小，其精子傳送、受精囊內接受

之精子量及精子品質之確認，迄未有精確的形態方法可茲利用，故由其後代之雌

雄個體，可確認該親代雌蟎受精與否及真正有效之受精卵數，進而確認其各次交

尾是否接受雄蟎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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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

一、新熟化處女雌蟎交尾次數對其生命介量、子代孵化率及性比之影響：

雌蟎交尾與否對產卵期，壽命及子代孵化率之影響不顯著，交尾之雌蟎其平

均總產量及每日每雌產卵量均顯著高於未交尾之雌蟎(表一、二)。處女雌蟎一生與

同隻雄蟎僅交尾一次；於其熟化首日與不同雄蟎“有效交尾＂一次後，第二次交

尾並不影響其子代性比，“有效交尾＂雌蟎之子代性比為皆為0.77(表二)；未交尾

雌蟎產下之子代則全部為雌性個體。熟化首日的處女雌蟎與處男雄蟎交尾一次或

二次，其一生分別可產94.0及987.9卵/雌，每日每雌平均產卵量為10.02及9.57卵/雌
/日；受精之雌蟎其一生平均總產卵量及每日雌平均產卵量顯著地較未交尾雌蟎為

高(表一)。未交尾及交尾一次或二次的雌蟎平均產卵期及壽命分別為8.55、9.17、
9.30日及10.82、11.25、11.50日，卵的孵化率為95%、95%及93%，其間並無顯著

差異(表一、二)。
學者曾報導飼育於30˚C大豆之二點葉蟎總產卵量1112.2卵/雌，每日每雌產卵

量10.42卵/雌/日，產卵期10.9日，壽命11.9日。又交尾後的雌二點葉蟎總產卵量較

處女雌蟎12%，且處女雌蟎及交尾後的雌蟎產卵高峰分別出現於第4.4日及5.7日；

處女雌蟎的壽命較有交尾雌蟎長17%。“有效交尾＂雌蟎總產卵量為處女雌蟎的

1.5倍，每日每雌產卵量亦為處女雌蟎的1.36倍(表一)。學者報導受精雌蟎的生殖力

高於處女雌蟎，及二點葉蟎的卵孵化率不受雌蟎受精與否之影響，但與交尾的雌

蟎其產卵高峰延後及壽命縮短的結果間有差異。另外，二點葉蟎雌雄性比為3:1。
學者認為交尾一次約可使雌蟎75%的卵受精，並認為第二次的交尾根本沒有或甚

少精子進入雌蟎體內。因此，第二次交尾與卵受精率無顯著關係且新熟化之雌蟎

交尾次數(交尾一次或二次)與其卵受精率無關。總之，新熟化雌二點葉蟎“有效交

尾＂一次即獲正常之卵受精率(77%)。
二、處男雄蟎交尾日齡對雌蟎生命介量、子代孵化率及性比之影響：

處男雄蟎交尾的日齡對與其“有效交尾＂之雌蟎的總產量、每日每雌產卵

量、產卵期、壽命及卵孵化率均無顯著差異(表三、四)。新熟化的處女雌蟎與不

同日齡的處男雄蟎(1、4、7或10日齡)交尾，其平均總產卵量(87.75-94.75卵/雌)、
每日每雌平均產卵量(9.53-10.03卵/雌/日)、平均產卵期(9.00-9.50日)及平均壽命

(11.25-12.13日)等均不受處男雄蟎交尾日齡之影響(表三)。處女雌蟎次熟化後一日

內與不同日齡處男雄蟎之有效交尾率平均為86.67-91.767%(表三)，雌蟎所產子代

孵化率平均為95-97%(表四)。新熟化處女雌蟎與不同日齡的處男雄蟎交尾，所產

子代性比分別為0.79、0.73、0.63及0.44，其中興較高日齡(7及10日齡)處男雄蟎交

尾者，子代性比顯著降低(表四)。
前人研究處女雌蟎與1或7日齡雄蟎交尾，其子代性比介於0.69-0.73間，若與

11或20日齡雄蟎交尾者，其子代性比則降至0.48-0.52間。雄蟎因日齡的增加，於

其交尾時所能傳送的精子量減少；其試驗的雄蟎每日均經多次交尾，故未考慮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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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交尾次數之雄蟎影響子代性比之可能性。另有學者指出1日齡處男雄二點葉蟎之

貯精囊(vesicula seminales)內有1366個精子，而8日齡已交尾之雄蟎其貯精囊所含有

的精子數為2241個，雄性二點葉蟎體內的精子隨日齡的增加而提高，但本試驗之

子代性比隨其親代交尾時雄蟎日齡成反比。推論其因可能為日齡較高的雄蟎其貯

精囊成熟的精子比例降低，或雄蟎日齡愈大，於交尾時傳遞至雌蟎體內的精子量

愈少，或其相對比例的精子在品質上會隨雄蟎日齡增高而使其活動力或有效性減

弱。

總之，雌蟎的產卵量、產卵期、壽命及產卵高峰出現的時間並未受雄蟎日齡

高低的影響，但接受較年經雄蟎精子的雌蟎，其子代的雌性個體顯著較高；雌蟎

與1日齡雄蟎交尾，可產下65.63隻子代雌蟎，與4、7與10日齡雄蟎交尾，則分別

產下58.63、46.38及36.63隻子代雌蟎。較年輕雄蟎於提昇雌性子代所佔比例影響

顯著，又提早其每日子代性比高峰出現日等，故族群內高比例之新熟化或較年輕

之雄蟎，有利於族群增長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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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新熟化處女雌蟎交尾次數對其總產卵量、每日每雌產卵量、產卵期及壽命

之影響

Copulative Oviposition1 Fecundity1

occurrences period (days) Eggs/female

Mean (S.D.)

Eggs/female/day

Mean (S.D.)of female N Mean (S.D.)

non-mating 11 10.82 (2.00)a 58.08(21.65)a 7.38 (0.74)a

mating once 12 11.25 (1.74)a 94.00 (23.56)b 10.02 (1.15)b

mating twice 10 11.50 (3.14)a 87.90 (27.73)b 9.57 (1.03)b

1. Means followed by the different letters within the same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at 5% level 
by Duncan＇s new multiple range test.

表二、 交尾次數對一日齡處女雌蟎之子代孵化率及性比影響

Copulative

occurrences

of female

Hatching rate Sex ratio F/(F+M)

Range Mean 
(S.D.)1

Range Mean (S.D.)
N (%) (%)

nonmating 11 69-100 95(9) 0 0

mating once 12 80-100 95(6) 0.63-0.87 0.77(0.07)

mating twice 10 82-99 93(5) 0.53-0.87 0.77(0.10)

1. Means with the same column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at 5% level by F-test in 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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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處男雄蟎交尾日齡對一日齡處女雌蟎之有效交尾、每雌總產卵量、每日每

雌產卵量、產卵期及壽命之影響

Male age

at 
copulation

Oviposition1

period (days)

Lognevity1

(days)

Fecundity1

Eggs/female

Mean(S.D.)

Eggs/female/day

Mean(S.D.)
(days) N Mean (S.D.) Mean(S.D.)

1 8
9.50(1.50) 11.63(1.21)

94.75(20.11) 9.64(0.92)

4 8
9.00(2.35) 11.25(2.05)

88.63(17.99) 10.03(1.26)

7 8
9.38(3.31) 12.13(3.89)

87.75(27.32) 9.53(0.93)

10 8
9.50(2.29) 12.00(2.06)

92.75(23.68) 9.77(0.81)

1. Means with the same column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at 5% level by F-test in ANOVA.

表四、 處男雄蟎交尾日齡對一日齡處女雌蟎交尾後所產子代孵化率及性比之影響

Copulation

virgin male 
ages

Hatching rate of eggs Sex ratio F/(F+M)

Range Mean(S.D.)1

Range Mean(S.D.)1

(days)
N (%) (%)

1 8 90-100 95(4)a 0.73-0.85 0.79(0.04)a

4 8 85-100 95(5)a 0.66-0.81 0.73(0.07)ab

7 8 95-100 97(1)a 0.56-0.71 0.63(0.05)be

10 8 86-100 96(4)a 0.05-0.67 0.44(0.19)d

1. Means followed by the different letters winthin the same cou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at 5% 
level by Duncan＇s new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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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對溫帶作物的生育影響高溫對溫帶作物的生育影響
徐錦木

摘要摘要
溫帶作物栽種在溫度偏高地區，多數會出現生育不良反應。不同時期的高溫

對作物影響部位及程度不相同。以豐水梨為例，秋冬時期高溫會影響已分化完成

的芽體再發育及增加花芽壞死比率。在開花後(約花後30天內)的高溫，可促進果

肉的發育，採收時有平均果重增加，果肉比重及硬度下降，但發生梨蜜症的比率

提高。櫻桃` 佐滕錦＇品種在開花期溫度超過20℃，會促使胚珠提早衰敗而著果失

敗。在苞片及萼片分化過渡期，長期超過30℃的高溫，會增加花芽分化時雙子房異

常比率。找出溫度對植株生育影響的時間點及程度，將有助於在栽培技術上改進。

前言前言
在全球暖化的趨勢下，各地平均溫度逐漸上升，導致溫帶作物一些生理上的

變化。其中最明顯在於累積低溫時數不足，無法有效打破芽體休眠，導致第二年
芽體萌發率低、壞死、開花不正常、著果率偏低及夏季枝梢生育不良等問題。從
植物生理方面來看，除了冬季芽體的休眠和溫度息息相關之外，光合作用及呼吸
作用等生理反應，和溫度的關係也相當密切。芽體打破休眠後，生長初期溫度上
升可加快生長，提早開花結果及採收。另一方面生長季節的環境溫度，會影響分
化的進行及程度。

                       

內容內容
溫帶果樹在日長變短同時，休眠也逐漸加深，到落葉前休眠達到最深，配合

氣溫的下降，芽點在低溫環境中慢慢打破休眠，滿足低溫休眠後，只要累積足夠
的生長積溫後即順利萌發。豐水梨是目前優良的褐皮梨品種之一，一般認為低溫
需求在750小時(7.2℃/小時)，許多地區均有栽種。在巴西、紐西蘭及泰北高地等
區域，秋天氣溫變化較大且冬季低溫量稍有不足地區，豐水梨在暖冬後隔年春季
常有花芽大量壞死的問題出現。日本學者利用生長溫室模擬秋季高溫，分為自然
天候轉涼、11月底及12月底開始讓植株接受低溫，當低於7.2℃溫度累積時數到達

600小時，即將植株移至生長溫室，控制生長溫度在16℃～28℃，發現延後接受低
溫植株的花芽壞死比例增高，且副芽(葉芽)會再分化成花芽，實驗顯示持續的秋季
高溫會提高花芽壞死及花序的再分化的比例。

利用設施提高溫度促使作物提早生育有良好效果，但豐水梨在促成栽培時，
梨蜜症發生的比例大幅提高。日本學者分析各年度氣候資料，和平均值相比春季
高溫而夏季低溫年度，梨蜜症發生的機會大幅提高。實際測量4-7月設施內溫度發
現，在夜溫方面並無明顯差異，但日溫方面設施內較外面高約6-10℃，可促使植
株早期生長。分析各時期的溫度顯示，細胞分裂期的高溫影響最大，和露天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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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果實相比，採收時果重增加、果肉早熟、比重下降的效果，若以正常採收天
數(花後150 天)或果實底色4.0作為採收標準時，梨蜜症發生的比例大幅提高。

櫻桃一般栽種在較寒冷的地區，日本近年在廣島、香川及和歌山等地區也開
始栽種` 佐滕錦＇櫻桃，但產量極為不穩定，開花不結果或畸型果佔極高比率。開
花不結果部份，檢測花粉活力、萌芽率均為正常，人工授粉也無法改善結果率。
最後發現開花期間20℃以上的氣溫，胚珠在第2天以後快速衰敗，而無法著果。雙
生畸型果比率最高，檢測花芽分化時間對照氣溫，在7月初苞片分化和萼片分化的
過渡期間，若長期30℃以上的高溫，會大量生成雙柱頭的畸型花。花瓣期、雄蕊
期及雌蕊期受到高溫的影響反而較小。利用促成栽培方式提早分化時間，使苞片
分化到萼片分化期避開7月的高溫期，或採用遮蔭方式及噴霧方式降溫可減少畸型
果發生的比率。

結語結語
植物無法任意移動去選擇適當的生活溫度，因此受栽種環境的溫度影響生長

及代謝，栽種溫帶作物限制因子之一就是溫度。研究高溫對作物不同生育階段所
造成影響及導致變化程度，將有助於在栽培技術上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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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政弘

摘要摘要

目前已有超過600種以上植物雄不稔被發現，其中以雙子葉植物為主，其表現

型通常為雄蕊無法產生花粉、產生花粉卻失去功能或花器結構改變等。由於雄不

稔性之應用可解決十字花科蔬菜等諸多育種問題，頗具應用潛力。本文將探討雄

不稔性在十字花科蔬菜育種上研究與應用，以供日後研究與應用之參考。

前言前言

雄不稔之類型大致分為可遺傳性與不具遺傳性的兩大類，不具遺傳性的雄不

稔主要僅受外在環境的影響，諸如溫度、光強度、光週期、化學除雄劑等，一旦

環境干擾因素消除，植物體的雄性器官便恢復正常功能；而可遺傳的雄不稔主要

受制於基因的控制，有時亦伴隨著基因與環境間的交感作用。

十字花科蔬菜為世界重要蔬菜，臺灣地處亞熱帶，在此環境下所開發出之品

種因具早熟耐熱性狀，產品(如花椰菜及青花菜)與歐美日等國品種有所區隔，具相

對競爭力。然利用自交不親和性之自交系育成雜交一代品種，為目前多數十字花

科蔬菜所採用之方法，但其缺點為自交系易隨親本流出，雜交率不穩定影響種子

純度、自交系親本繁殖耗工、自交弱勢致採種量低及繼代退化等問題，而雄不稔

性之應用應可解決上述育種問題。

內容內容

目前十字花科蔬菜雄不稔性之產生途徑包括：1.自然存在如Ogu-CMS由鹿兒

島的野生蘿蔔中發現；Pol-CMS 由甘藍型油菜(B. napus) Polima的品種中發現雄不

稔性株。2.品種間雜交如Nap-CMS由Chisayanatane品種與Hokuriku23品種雜交，

後裔可出現雄不稔株。3.種間或屬間雜交如黑芥與甘藍，屬間雜交如產生之Nig-
CMS；B.oxyrrhina × B.campestris雜交產生之Oxy-CMS。4.化學誘變及基因轉殖：

如誘變處理中以X-rays照射及化學誘變劑EMS處理，此外，目前分子生物學上利

用基因的調控甚至將雄不稔相關基因選殖後轉移至目標作物上，均可能創造出新

的雄不稔遺傳資源。

利用雄不稔之遺傳機制進行育種及採種，因遺傳方式不同可分為:1.細胞核雄

不稔，假設雄不稔基因為隱性ms，近同源系且異質結合的Msms植株可維持該品

系的雄不稔性及其他園藝性狀，每次雜交的後裔均有50％的可稔株與50％的不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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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欲生產F1種子時，須於母本品系開花前拔除50％可稔株（Msms）再與父本雜

交，F1雜交種可能全為可稔株或部分可稔株。2.核質互作型，當雄不稔細胞質S配
合細胞核內隱性的恢復基因rfrf，則表現雄不稔性；反之，正常的細胞質N或細胞

核內含顯性恢復基因RF則表現雄可稔，採種時母本均為不稔株，而F1之稔性可由

父本的基因型控制，核質互作型雄不稔在遺傳上雖較複雜，但母本均為雄不稔因

此不需拔除可稔株故於雜交種F1生產時較方便，此外F1之稔性可視需要由父本控

制。雄不稔的應用：1.種內的利用： Ogura-CMS引入法國櫻桃蘿蔔；低芥酸的油

菜品種。2.種間的利用： Ogura-CMS及Pol-CMS經種間雜交、屬間雜交或原生質

融合的方式轉移至其他十字花科作物上，如不稔細胞質的青花菜、花椰菜、結球

白菜、不結球白菜、甘藍等品系以提升各作物的採種效率。

結語結語

雄不稔性之利用有利十字花科蔬菜育種及採種品質的提升，但仍存在一些應

用瓶頸，如遠緣雜交雄不稔性轉移後，產生低溫環境下會有葉片黃化的現象及缺

乏蜜腺等不良性狀，且部分不稔性基因如Pol-CMS常因溫度而改變其稔性，而雄

不稔之應用，需有足量的維持系與恢復系才能擴大其利用，有些雄不稔細胞質轉

移至其他作物後，不易於目標作物的細胞核內找到相對應的恢復基因，如Ogura-
CMS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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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雄不稔性之採種模式圖（A）細胞核基因雄不稔（B）核質互作型雄不稔

(林等，2006)

表一、十字花科蔬菜主要細胞質雄不稔(CMS)種類

CMS 種類 發現 年代 發現者

Ogu-CMS 鹿兒島野生蘿蔔 1968 Ogura

Pol-CMS 蘇聯甘藍型油菜Polima品種 1972 傅廷棟

Nap  
CMS

S-CMS Chisayanatane × Hokuriku23- 1971 Shiga ＆Baba

T-CMS RD58 × Bronowski 1972 Thompson

Shan2A-CMS
油菜品種S74-3 ×（豐收四號

＋7270）
1976 李殿榮

Nig-CMS
黑芥 (B.  n igra )  ×  甘藍 (B. 
oleracea)

1972 Pearson

Oxy- CMS B. oxyrrhina × B. campestris 1990
P r a k a s h  ＆
Cho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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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主要十字花科蔬菜細胞質雄不稔(CMS)應用缺點

CMS 種類 缺              點

Ogu-CMS 以細胞核或雜交導入，在12℃低溫下葉片易黃化

Pol-CMS 對溫度敏感，在不同物種表現不一致

Nap  
CMS

S-CMS 維持系效率低

T-CMS 維持系效率低

Shan2A-CMS  --

Nig-CMS 蜜腺消失結實率低

Oxy- CMS 綠葉黃化，無恢復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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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士財

摘要摘要

在台灣50科150種的產癭植物，計有200類蟲癭及55類其他生物癭，較容易

找到蟲癭的植物有樟科、殼斗科、桑科等。造癭昆蟲主要種類有雙翅目的癭蚋、

果實蠅、黃潛蠅；膜翅目的癭蜂、葉蜂，半翅目的木蝨、蚜蟲、介殼蟲、粉蝨、

沫蟬、網蝽；纓翅目的薊馬；鱗翅目的捲葉蛾、透翅蛾及鞘翅目的天牛、象鼻蟲

等。多數蟲癭裡可能住著1至數隻造癭昆蟲，例如木蝨及癭蚋的蟲癭，而薊馬與

蚜蟲的蟲癭則有較多幼、成蟲在內部，經林試所調查超過2種蟲口數以上的蟲癭

佔39.1%，有81.3%的造癭昆蟲屬於癭蚋科。大多數造癭昆蟲為匯集營養形成蟲癭

或果樹本身防禦行為之反應，例如荔枝癭蚋、龍眼木蝨、蓮霧木蝨、檬果木蝨或

桑木蝨等，被寄生後造成植株生育不佳，影響產量甚鉅。某些果樹蟲癭的形成，

除了其繁衍機制外，也可供人類利用，愛玉子是專一性的愛玉小蜂以愛玉果為癭

室所造成，小蜂以癭室孕育幼蟲成長，也間接幫助其授粉，形成了互相依賴的共

生，所結的果實「愛玉子」能用水洗出凝膠成「愛玉凍」，為夏季的珍品。

前言前言

何謂植物癭，引起植物不正常生長增生或增大現象稱為「癭」，如真菌癭、

根瘤菌癭、細菌癭、病毒癭、線蟲癭、銹蟎癭等引起的癭。若寄生的生物是昆

蟲，即為「蟲癭」（insect gall）。可以產生蟲癭的昆蟲，稱做造癭昆蟲(gall-
inducing insect)。產生蟲癭的果樹，叫做成癭果樹。蟲癭通常是由幼蟲或成蟲寄生

於果樹的組織內，其組織包括根、莖、葉、枝、芽、花或果實等，並注入化學物

質、或機械性刺激誘導產生蟲癭。一般造癭昆蟲多屬專一性，最多僅在同屬間造

癭，形成蟲癭的時期在植物細胞分裂最旺盛的時期，幼蟲於寄主內發育成長，直

至成熟後才離開蟲癭。

造癭昆蟲其分類如下：

一、依生物學分類：有7大類、分成6個目：膜翅目的癭蜂、葉蜂等；雙翅目的癭

蚋、果實蠅、黃潛蠅等；半翅目腹吻亞目的蚜蟲、介殼蟲、網蝽及木蝨等；

纓翅目的薊馬；鱗翅目的捲葉蛾、透翅蛾等；鞘翅目的天牛、象鼻蟲等。

二、依蟲癭發生的位置與外觀分類：包括根、莖、葉、枝、芽、花或果實上，

其形狀如毛毯狀癭（filz gall）、凹穴狀癭（pit gall）、水泡狀癭（blister 
gall）、 囊袋狀癭（pouch gall）、捲曲狀癭（roll gall）、摺疊狀癭（fold 
gall）、 被覆型癭（covering gall）、隆凸狀癭（mark gall）、芽苞狀癭（b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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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 與花座狀癭（rosette gall）10類型。

三、依據蟲室形式分類：（ 1）單 1癭內僅含 1隻造癭昆蟲者稱為單生癭

（monolocular gall）。（2）許多單生癭聚成一起者稱之聚生癭（gregarious 
gall）；若雌成蟲將蟲卵產於同一處，而發育成數個單室的癭者稱之多室癭

（multilocular gall）。（3）癭依器官組織又分成兩大類：1.器官癭（organoid 
gall），為器官不正常的形變或器官排列位置的改變，但依舊能夠分辨原有

器官。2.組織癭（histioid gall），為組織不正常的增生及肥大，或形成一全

新的分化器官，在形狀及大小差異而改變，形成不規則、分化較不完全的異

質性癭（kataplasmatic gall）及組織高度分化、維管束重新排列的原質性癭

（prosoplasmatic gall）。

蟲癭能提供幼蟲良好的成長環境及保護，其形成時間隨昆蟲種類而異，無論

草本或木本、水生或陸生植物，幾乎都可以發現蹤跡。某些昆蟲為讓幼蟲在內生

長，刺激植物使其長出不正常組織，大致有兩種形成的方式：1、植物組織肥大或

增生。2、因幼蟲取食注入化學液。

依據林試所調查，除了優勢造癭植物如樟科、殼斗科外，大多數寄主植物上

僅有單一種癭。樟科中最優勢的造癭屬是楨楠屬 (37.3%)，僅有8種植物，卻可採

集到57形態種癭，主要造癭者為雙翅目癭蚋科 (Cecidomyiidae) (50形態） 50科150
種的產癭植物，計有200類蟲癭及55類其他生物癭，相同植物癭形態種具有種專一

性，其中紅楠 (Machilus thunbergii) 上包含9種形態種癭（董景生,2006）。

內容內容

究竟是什麼力量驅動著造癭昆蟲與果樹間的演化，其歸屬有：中性共生

（neutralism）的非適應假說（nonadaptive hypothesis）；屬於植物的防禦行為的

植物防禦假說（plant protection hypothesis）；造癭昆蟲匯集營養與植物防禦行為

的互利假說（mutual benefit hypothesis）；（nutrition hypothesis）；為躲避環境逆

境的微環境假說（microenvironment hypothesis）；為抵抗和躲避天敵的天敵假說

（enemy hypothesis）等。互利共生中以正榕小蜂與無花果；薜荔小蜂與愛玉子之

關係，為長期共同演化結果，也有片利共生，僅為造癭昆蟲匯集營養的營養及果

樹被寄生所產生的過敏性反應，例如荔枝癭蚋、檬果癭蚋、龍眼木蝨、蓮霧木蝨

或桑木蝨等。

一、正榕小蜂(無花果小蜂)與桑科果樹之互利共生關係

無花果屬隱果花序，是無數的花生長於同一花托上，其植株有雌株及兩性

株。兩性株稱為原生種的蟲癭花無花果，不可食用，在地中海沿岸國家用來當成

山羊的食物。而榕小蜂Pegoscapus jimenezi僅寄生於無花果的兩性株上，兩性株開

花期間，雌花卻比雄花早熟3～4星期，榕小蜂於無花果底部開口鑽入，將卵產於

短花柱之蟲癭花之胚珠內，幼蟲於膨大的子房內發育成長，每一小蟲癭果只能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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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1隻或雌或雄的小蜂。羽化時雄蟲先破殼而出，尋內含雌成蟲之蟲癭果，將種皮

咬破，再將交尾器伸入與雌成蟲交尾，不久後，雌成蟲進行破殼及鑽穿，具翅及

飛翔能力，適逢兩性株之雄花成熟期，因雄花區在隱果底部開口內處，雌成蟲必

需鑽過雄花區，至沾附花粉飛出，至兩性株上繼續完成產卵工作。如果飛至雌株

上，雌花已成熟，在果實的尖端就開個「小毛孔」（ostiole）。雌花分泌出特殊

氣體，自小毛孔溢出散布到空氣中，可誘致10公里以外的小蜂，因雌株之雄花演

化時早已萎縮退化，雌株上的雌花因長花柱太長，榕小蜂的產卵管太短，致使無

法達到底部產卵，因此在內部亂鑽而完成雌株之授粉作用，而形成可食用的無花

果，如果無法授粉則無花果雌果會萎凋。當蟲癭果成熟時，其他蟲癭花也準備要

授粉，於溫帶地區，榕小蜂在蟲癭果內越冬，以等待不同時期之蟲癭花開放，據

統計，每年可採收3次不可食用之無花果，收穫2次可食用之無花果。某些單為結

果的無花果品種不需要兩性株和榕小蜂授粉，就可以結成無花果，目前多用於經

濟栽培上。無花果從結實到成熟的約7～8個月左右，年結果2次，首次在11月結果

至翌年6月才成熟，為「冬季果」，第2次在5月結果至12月才成熟，稱為「夏季

果」。因此除採收期以外，任何時期都可見到無花果果實掛在樹上。

榕屬（Ficus）植物有些是雌雄同株（皆為兩性花）或雌性異株（兩性花或

雌花），而大多數為雌性異株，這些物種的花序具有長花柱的雌花，某些為短

花柱蟲癭花和雄花混合。原產在美洲地區之榕屬植物大多為雌雄同株植物，例

如正榕 （Ficus microcarpa）、印度橡膠樹 （F. elastica）、西克莫無花果（F. 
sycomorus）、孟加拉榕 （F. benghalensis）、垂葉榕 （F. benjamina）、琴葉榕 
（F. lyrata）、菩提樹 （F. religiosa）、澳洲大葉榕（F. macrophylla）。而雌雄

異株植物如Ficus aspera、象耳榕（F. auriculata）、三角榕（F. deltoidea）、F. 
pseudopalma、薛荔（F. pumila）、愛玉子（F. pumila var. awkeotsang）等物種。正

榕隱花果內有長花柱的雌花、短花柱的蟲癭花及雄花，長花柱的雌花是為了避免

榕小蜂在胚珠內產卵，而是讓卵產於短花柱的癭花胚珠內，有產卵的子房形成封

閉的癭，至羽化後交尾飛出，並交互授粉來延續後代。

二、薜荔小蜂(愛玉小蜂)與桑科果樹之互利共生關係

愛玉子屬於桑科（Moraceae）、榕屬隱花植物，雌雄異株，分布於平地至

中海拔1,500公尺以下山區，其授粉方式必須依靠愛玉授粉小蜂（Blastophaga 
pumilae Hill）來完成，愛玉與薜荔之授粉小蜂皆屬同種，此小蜂之形態具有高度

之特化性，雌成蟲具翅可飛翔，且頭部較為發達，適宜鑽穿；雄蟲翅及眼睛已退

化，交尾器特別尖長，適宜黑暗中交尾。每年11~2月份為蟲癭果內愛玉小蜂越冬

之重要時期，亦為次年果期授粉小蜂之種源，此期為靜滯期以渡過不良氣候，至3
月雌株上之雌隱花果始生；於兩性株上的第2次蟲癭果也同時始生，至6月間第1次
蟲癭果裂開，花粉釋出，已交尾過的雌成蟲經雄花區飛出，並沾粘許多花粉，飛

出後壽命僅存 2~4 天，飛行範圍在 1~2 公里內，鑽穿至第2次兩性株上的短花柱蟲

癭花，並將卵產於短花柱之蟲癭花之胚珠內，幼蟲則在膨大的子房內發育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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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鑽至雌株之雌長花柱上，因產卵管不夠長，無法產卵，隨即亂鑽完成授粉，至

10月間雌隱花果成熟，即可採收，即為愛玉子，無授粉的雌花會發育不良或脫

落。至8月間第1次蟲癭果再度始生，長至11月間已開花，巧遇第2次蟲癭果成熟，

已交尾過的雌成蟲經雄花區飛出，並沾粘花粉，飛至第1次蟲癭果鑽穿進入產卵，

至11~2月間靜滯發育，周而復始以完成世代交替。此愛玉小蜂與愛玉授粉，為自

然界中昆蟲與植物共同演化互利共生的典型。

無花果小蜂（體長約2mm）或愛玉小蜂（體長約2~3mm），雌雄形態各異，

雄成蟲無翅，頭部扁長，呈水平方向，前足為開掘型，前、後足之脛節長度僅為

腿節長度的1/2﹐且複眼退化，雌成蟲具翅，上顎扁平鐮刀狀細長，具長的產卵

器。

三、龍眼木蝨、荔枝癭蚋與果樹之片利共生關係

台灣木蝨蟲癭之寄主植物共有21科30屬57種，其中於樟科發現最多，次為桃

金孃科。開放式蟲癭類型(38％)少於封閉式(62％)。開放式以凹穴狀最多，例如龍

眼木蝨、桑木蝨，另有捲葉與摺葉形式。封閉式則變化較多，常見有圓球形及椎

狀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蟲癭顯現有造癭部位的專一性，其中以葉片為主，佔四

分之三以上。蟲癭在葉片著生部位亦具高度專一性，以著生葉肉者佔多數(46％)。
造癭之木蝨以 Trioza一屬最多，所造之癭多為凹穴狀。 

龍眼木蝨（Cornegepsylla sp.）及荔枝癭蚋（Litchiomyia chinensis Yang and 
Luo）蟲癭的成長過程：(1)初始形成期：木蝨或癭蚋幼蟲取食並刺激植物，使葉

片隆起。(2)成長分化期：幼蟲持續刺激植物，使植物細胞增長成封閉空間（荔枝

癭蚋），並形成營養層、木質化細胞及皮層，包住幼蟲，或產生凹穴狀（龍眼木

蝨），形成增生及肥大現象，無完全包覆幼蟲。(3)定型成熟期：蟲癭不再變大，

植物養份會匯集至營養層。(4)離癭開裂期：幼蟲羽化後，直接掉落地上化蛹（荔

枝癭蚋），或直接飛離蟲癭尋找配偶（龍眼木蝨）。荔枝癭蚋在中部地區年發生

9~11代，除了冬季寒流來襲發育遲緩之外，幾乎無越冬現象，其受害部位褐化變

形，並誘發炭疽病（Glomerella cingulata）。龍眼木蝨年發生8~10代，成蟲產卵於

嫩梢、頂芽、嫩葉或葉背，受害組織變形不產生褐化現象。

結論結論

造癭昆蟲與果樹之間關係複雜，可共生相互幫忙繁衍後代，並增加農民收

益，例如愛玉小蜂與愛玉子之關係；亦可寄生為害，造成寄主生育不佳，影響產

量甚鉅，例如荔枝癭蚋與荔枝之關係。因此，有共生益應需保護，對果樹生育及

產量影響的害蟲必需施以藥劑防治，才能確保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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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逆境對植物根部生育之影響缺氧逆境對植物根部生育之影響
許榮華

摘要摘要

植物的生長發育過程與許多的代謝途徑皆需要氧氣的參與，方得順利進行，

一但遭遇到氧氣不足時，便容易導致生育不良及生理障害的現象，然而造成植物

缺氧的原因大致上是因淹水或介質之排水透氣性不良所導致；缺氧對植物所造成

的影響主要可分成外觀上的影響、構造上的影響及生理上的影響三個層面，在外

觀上的影響包括造成葉片黃化、下位葉脫落、上偏生長、植株萎凋、根部變黑、

腐爛等，在構造上的影響包括使植株形成通氣組織、不定根或皮孔等形態，在生

理上的影響則包括了造成ATP供應不足、細胞質酸化、乙醇毒害、營養失調及植

物荷爾蒙的變化等；植物在缺氧發生時，耐淹水植物在其構造上及生理上會進行

一些調適反應來因應逆境的發生，在構造上的調適反應，主要是形成通氣組織、

不定根或皮孔來增加與外界的氣體交換及植體內的氣體流通，增加植物內部組

織的獲氧量，並增加水分和養分的吸收，而在生理上的調適反應則是藉由植物逆

境荷爾蒙的變化與代謝途徑改變，在逆境荷爾蒙含量變化上，乙烯含量大量的增

加，致使程序性細胞死亡，調控通氣組織的形成，來增加細胞對氧氣的獲得，在

代謝上則藉由代謝速率下降、多樣化的代謝產物以及不同的代謝路徑等調適反應

來因應缺氧逆境，使植物能在此逆境下存活或生長。

前言前言

植物的生長發育過程與許多的代謝皆需要氧氣的參與，方能順利進行，例

如：呼吸作用，一但遭遇到氧氣不足時，便容易導致生育不良及生理障害的現象

發生，嚴重時甚至致使植物死亡；造成植物缺氧的原因不外乎是淹水或者是介質

透氣性不良所造成，然有些植物可較耐淹水缺氧的環境，如：水生植物的睡蓮、

浮萍、布袋蓮等，沼澤植物的水筆仔、海茄、欖李等以及耐淹水之陸生植物的水

稻、玉米等，而不耐淹水的植物則包括了仙人掌植物及蘭科植物等。

內容內容

一、缺氧對植物生育之影響

(一) 對外觀上的影響：

在缺氧的逆境下，植物的外觀上會產生的變化，包括了造成葉片黃化、下

位葉脫落、上偏生長(或葉片捲曲)、萎凋、根部黑化、腐爛等現象發生，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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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其生理代謝發生障害，或是受植物荷爾蒙變化的影響，而造成外觀上的變

化。

(二) 對構造上的影響：

在缺氧的情況下，植物在構造上會產生皮孔、通氣組織、不定根等構造，

來因應缺氧的逆境，這些構造的形成有助於植物能與外界空氣接觸，或內部的

空氣能有效的進行交換，增加植物體內氧氣的儲存空間及植物內部組織的獲氧

量，並增加水分和養分的吸收。

(三) 對生理上的影響：

1. ATP供應不足：

植物在適當的環境下生長時行有氧呼吸，每分子的glucose經過醣解作

用、檸檬酸循環以及電子傳遞系統後可得到二氧化碳、水和36分子的ATP，
在缺氧時，植物會轉行無氧呼吸，每分子的glucose僅能產生2分子的ATP，使

植物難以獲得足夠的能量來維持生長發育。 
2. 細胞質酸化：

無氧呼吸的代謝路徑上會產生乳酸的物質，致使細胞內的pH值下降，導

致細胞質酸化，而造成了細胞的傷害。

3. 乙醇毒害：

缺氧時無氧呼吸的代謝路徑上也會產生乙醇，當乙醇累積量大時，會對

細胞產生毒害，造成細胞膜及胞器的膜層構造受到破壞。

4. 營養失調與毒害：

淹水時土壤無氧呼吸易進行之反應包括有：

NO3
- + 2 H+ + 2 electrons → H2O + NO2

-

MnO2 + 4 H+ + 2 electrons → Mn2+ + 2 H2O
Fe(OH)3 + 3 H+ + 1 electrons → Fe2+ + 3 H2O
SO4

2- + 10 H+ + 8 electrons → H2S + 4 H2O
因此當土壤缺氧時，易造成如：H2S、NO2

-、Fe2+、Mn2+…等離子的生

成，使得NO3
-、Mn、Fe等無機離子易被還原流失，造成營養吸收受限及產生

有害的還原性物質，如：H2S(硫化氫)。
5. 植物荷爾蒙變化

(1) Auxin在地上部含量增加，地下部減少：

當植物淹水缺氧時，由根部分生組織產生auxin的動作會中止，由葉片

產生的auxin會向下運送，此時根部中因逆境產生大量的乙烯含量，而抑制

auxin往下運送，因而累積在植株莖幹底部。

(2) GA與Cytokinin兩者含量皆下降：

根尖是GA生合成的部位，同時根部也是Cytokinin生合成主要的部位，

當淹水現象發生時，兩者的合成作用受阻，因而使得含量有下降的現象。

(3) 根部ABA含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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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含量的增加，可以誘使植物葉片氣孔關閉，因此在缺氧下，植物

的葉片氣孔和乾旱時一樣，呈現關閉的狀態，葉片氣孔的關閉，影響到毛

細管作用與蒸散作用，因此在缺氧時，植物的根部不易吸收水分，易使植

物缺水萎凋。

(4) 根部乙烯含量大幅增加：

乙烯是一種逆境荷爾蒙，在缺氧逆境下會有大量的表現，缺氧時，乙

烯含量的增加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生理調適，除了造成植物地上部呈現上

偏生長、葉片黃化脫落、植株老化死亡之外，亦可使植物形成通氣組織，

以因應植物在逆境下的生長。

二、缺氧時植物根部之調適反應

(一) 構造上的調適反應

1. 不定根形成：

指植物在適宜條件下，能從莖部和葉等部位長出的根，由於其生長的部

位不定，因此稱之為不定根；不定根的功能為提供根部氣體交換的作用、接

觸空氣以及增加水分養分的吸收；在淹水缺氧的逆境下，植物不定根形成的

位置常見於莖幹底部，原因為在淹水時，此處為auxin累積的部位，容易誘發

不定根的生成，不定根的形式包括了沼澤植物的出水通氣根及膝根等。

2. 通氣組織形成

通氣組織(aerenchyma)是植物薄壁組織內一些氣室或空腔所形成的通氣

構造，主要分布於根部、莖幹和葉柄等部位，通氣組織的功能則為增加植物

體內氧氣的儲存空間、降低氣體運送的阻力、使地上部與地下部的氣體相連

通、促進空氣交換，使植物能在低氧的情況下生存；而根部通氣組織形成的

位置主要是在於在根部的成熟部可明顯觀察到通氣組織的存在，而在延長部

及分裂部的區域，則無顯著的通氣組織的形成；根部的通氣組織可分成二種

形式，分別是裂生性通氣組織(Schizogenous aerenchyma)及溶生性通氣組織

(Lysigenous aerenchyma)，裂生性通氣組織是藉由分開皮層或是周皮間的細

胞，來增加細胞空隙以形成通氣性的結構，多數的溼地及沼澤植物形成的通

氣組織多為裂生性通氣組織，但其形成的機制並不清楚；溶生性通氣組織是

藉由溶解部分的細胞構造，造成細胞間隙，而形成通氣組織，在低氧或缺氧

逆境下可經由逆境荷爾蒙的含量增加所促進，幾種主要作物如稻，小麥，小

黑麥，大麥的通氣組織屬此類型，溶生性通氣組織的發育，通常與一些較耐

淹水的植物有高度相關。

 (二) 生理上的調適反應

1. 逆境荷爾蒙的作用

當植物根部發生缺氧時，會發現根部內之乙烯含量會有大幅增加的現

象，乙烯含量的大幅增加對植物造成的影響有上偏生長(epinasty)、葉片黃化

脫落，通氣組織的形成等現象；造成乙烯產量大幅增加的原因包括有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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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ase活性增加、ACC含量增加以及ACC Oxidase活性增加等；乙烯對通氣

組織的調控是與細胞的程序性死亡有密切相關，當缺氧的情況發生時，細胞

內會有一連串的訊息傳導，而致使逆境荷爾蒙-乙烯的生成，乙烯再催化一些

Cellulase、Xyloglucanase等酵素的作用，產生細胞的程序性死亡，致使空腔

的形成，這些空腔便是所謂的溶生性通氣組織；在水稻栽培的研究中，利用

外加乙烯的方式可觀察根部有明顯的通氣組織形成，反之同時外加乙烯和乙

烯抑制劑，如AOA、AVG時，則會抑制通氣組織的形成。

2. 生理代謝上的改變

缺氧逆境下，植物的呼吸作用會由有氧呼吸轉行無氧呼吸，無氧呼吸產

生能量少及造成有毒物質累積，致使生長發育不良，醣解作用所產生的丙酮

酸代謝途徑會轉向醱酵作用去產生乙醇和乳酸等物質，造成細胞酸化毒害，

植物為求生存及避免毒害，在生理代謝上會有所改變，其變化如下：

(1) 代謝速率下降：

植物本身會降低其生理代謝的速率，使得有限的氧氣能夠供應植物進

行有氧呼吸，來產生能量。

(2) 多樣化的產物：

耐淹水植物可在無氧呼吸的代謝過程中，產生甘油、莽草酸、草醋

酸、蘋果酸等產物，避免直接形成乙醇，而造成毒害；不耐淹水植物在代

謝時則會直接形成乙醇。 
(3) 不同的代謝路徑：

以戊糖磷酸途徑(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簡稱PPP)取代醣解作用，

戊糖磷酸途徑是另一個消耗葡萄糖以產生能量的重要生長路徑，可合成五

碳糖之中間產物，如：核糖、木質素等成分，以做為細胞原生質或細胞其

他結構之材料，對新細胞的形成是有所助益的，且所合成的五碳糖產物可

參與其他重要的代謝路徑或合成路徑，如：在光合作用中，五碳糖產物可

固定二氧化碳，並將之還原成六碳糖，另外戊糖磷酸途徑也是產生還原態

輔酶NADPH之重要代謝路徑，因此戊糖磷酸途徑對於成長中的分生組織而

言是相當重要的，以戊糖磷酸途徑取代醣解作用，避免產生有毒物質，是

一種生理上的調適反應，尤其是水生植物以此途徑代謝居多。

結語結語

植物面對缺氧逆境時，其生長發育及生理代謝上常會發生生理性障害的現

象，而在對缺氧較具有耐受性的植物種類，其生理代謝或是根部的發育上會以不

同的調適反應去因應這樣的逆境，如莖幹的構造上產生皮孔或根部的構造上形成

不定根、通氣組織等發達的通氣系統，來幫助氣體的流通及植物的呼吸，以避免

植株長時間處於缺氧狀態，克服缺氧的逆境，以求生存；通氣組織的形成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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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在淹水逆境下的適應性，而研究上外加乙烯可促進通氣組織的形成，而加入

乙烯抑制劑可抑制通氣組織的形成，可知乙烯這種逆境荷爾蒙在通氣組織形成過

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淹水時在生理上的調適則主要利用代謝途徑的改變，形

成多樣化的代謝產物，如：甘油、莽草酸、草醋酸、蘋果酸等產物，去避免有毒

物質的累積，或是改以戊糖磷酸途徑取代糖解作用來避免毒害，以維持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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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桔梗生長習性與開花之影響洋桔梗生長習性與開花之影響
蔡宛育

摘要摘要

洋桔梗(Eustoma grandiflorm)別名麗缽花、土耳其桔梗、德州藍鈴。是台灣

近年來頗受歡迎的新興花卉，花形優美、花色鮮麗，切花除供內銷外亦供外銷經

濟價值高。有「無刺」玫瑰之稱的洋桔梗生產面積，出口量漸增，相當有發展潛

能。洋桔梗生長過程易受溫度條件影響容易產生簇生化(rosette)，是栽培上最大的

問題，有學者認為高溫影響洋桔梗內生GA3 (Gibberellic acids)合成途徑，阻斷調節

莖部伸長作用，使洋桔梗出現簇生化的情形，諸多改善此現象的研究指出，以種

子低溫處理、涼溫育苗、冷涼高地栽培、植物生長調節劑、選育耐熱品種及適合

栽培季品種分類，都是有效降低簇生化，提高開花率的方法。

前言前言

洋桔梗為龍膽科草本花卉，學名為Eustoma grandiflorum Shinn.，英文名是

Eustoma、Lisianthus或Texas Bluebell。中文別名又稱為土耳其桔梗、德州藍鈴及

麗缽花。原生於美國中南部內布拉斯加至德州多為富含石灰岩的草原地帶。日本

1935年自美國引進後陸續研發許多新品種，而臺灣在1968年由日本引進洋桔梗，

並在1976年於埔里試種成功。洋桔梗花型及花色豐富多變，品種多樣，加上栽培

技術日益純熟，面積與產量均急速增加，主要產地在彰化田尾、永靖、北斗、嘉

義新港、東石以及臺南佳里、麻豆等地。洋桔梗是近年來國內發展迅速的新興花

卉之一，主要外銷日本，切花吸水性佳，瓶插壽命長，國內需求性也急速增加。

內容內容

影響洋桔梗生長與開花之因素，主要分為三方面探討：一、造成洋桔梗簇生

化之原因。二、解決簇生化發生之方法。三、日長與溫度對洋桔梗生長與開花之

影響。

一、造成洋桔梗簇生化之原因

正常苗株—5、6片葉會斜上生長，第3、4節的節間會開始抽長。而簇生化苗

株，葉片臨貼地面平展，葉形也較渾圓，節間短縮緊密。造成簇生化之因素甚多

而複雜，諸如種子品質、育苗期之溫度、品種、苗株是否老化、定植時之溫度，

定植後管理等等，皆為導致發生簇化之原因(楊，1994)，根據文獻資料顯示簇生化

形態，由於低溫或乾燥的環境不適合，亦即由於外在因素導致莖無法伸長，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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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週期性的韻律改變生理活性，使生長活性下降，即使在適合生長條件下，仍

然不能伸長。

造成洋桔梗簇生化之原因主要有幾項(1)溫度：苗期溫度、生育期溫度、種子

採收期溫度(2)品種(3)其他因子：水分、強光、盤根苗。苗期溫度高溫(日/夜溫，

33/28℃)的苗，極少數植株會抽苔，曝露在高溫下的時間愈久，抽苔率也隨之下

降。

涼溫(23/18℃)育苗：抽苔率高達90%，洋桔梗對高溫敏感的時期是在植株產

生2對本葉以前，即播種後6週內，而在吸水後2週最敏感，此敏感度隨時間而下降

生育期溫度，生長在23/18℃經過15星期後，抽苔百分率超過80%，不同溫度造成

簇生化的比例不相同，溫度愈高，造成簇生化的比例越高，於夏季高溫期及冬季

低溫期過後，因為溫度過高或過低使植株頂部造成簇生化，種子採收期溫度，若

高溫下成熟的種子，在涼溫(23/18℃)培育，幾乎100%簇生化，若在23/18℃下採收

種子較不易簇生化，品種間的差異大、高溫下容易簇生化的品種比不會簇生化的

品種多。定植初期洋桔梗幼苗對於水分需求相當高，是整個栽培過程中最需要注

意的時期，在根未充份伸展前，必須充份澆水，若土壤乾燥，就容易造成植株老

化而簇生化。強光(80000Lux以上)，造成溫度提高及苗株老化、盤根苗、分株時

根部受傷、斷根易促進洋桔梗的簇生化。

二、解決簇生化發生之方法

1. 溫度調控—苗期溫度：涼溫育苗、種子低溫處理、高溫簇生化苗的低溫處

理、避免使用高溫下採收的種子。

2. 品種選育—選育在高溫環境下簇生化比例低的品種。

3. 使用植物生長調節劑：噴GA3於植株上，可促進莖伸長及開花。

4. 採用無盤根、老化或受傷苗。

三、日長與溫度對洋桔梗生長與開花之影響

多位學者認為洋桔梗為相對性長日植物，在栽培期的長日高溫易使植株提

早由營養生長轉向生殖生長使莖長變短，若在播種30天後行6-8週的9小時短日處

理，會延遲開花10-20天，但可促進莖長，提高切花品質，高溫長日促進花芽分

化，易使節數減少、莖長變短。為提高莖長促進品質，可在定植後或第一次切花

後作30天的短日處理，光照9小時，可促進莖長、分枝數及花蕾數、以提髙品質。

結語結語

洋桔梗生長過程易受溫度條件影響容易產生簇生化(rosette)，是栽培上最大問

題，也有學者認為高溫影響洋桔梗內生GAs(Gibberellic acids)合成途徑，阻斷調節

莖部伸長作用，使洋桔梗生長出現簇生化的情形，諸多相關改善洋桔梗簇生化的

研究指出，以種子低溫處理、涼溫育苗、冷涼地栽培、植物生長調節劑、選育耐

熱品種及適合栽培季品種分類，都是有效降低簇生化，提高開花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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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享在地之農夫市集鮮享在地之農夫市集
陳世芳

摘要摘要

在地化是以縮短食物供應鏈朝向環境永續發展的策略，相較於全球化，農

業在地化以距離近、小規模生產、普遍獨立生產、區域性口味、道德經濟為出發

點，在重視節能減碳、保護環境、糧食安全的歐美、日本，被政府與民間團體大

力推動，農夫市集是農業在地化運作模式之一。本文探討農業在地化運作模式所

興起之農夫市集發展源起、農夫市集在英國、美國、日本之概況，臺灣農夫市集

之定義、農夫市集特點與成立條件、現有之農夫市集型態及推展之困難。

前言前言

農夫市集是由一群具有相似理念、經過充分溝通訓練且能長期經營合作的農

民，尋找以都市或都市邊緣地區有適當消費人口的腹地，和必須的營運設備，以

常態性或臨時性之型態營運。近幾年來國內大學、社區大學、社區團體、環保團

體、政府單位及自發性民間團體紛紛投入農夫市集(Farmers＇Market)設立經營，

建立一個能使生產者與消費者能夠直接溝通平台，讓雙方能互相學習互蒙其利。

內容內容

美國國家農夫市集協會定義農夫市集是由農夫、種植者或生產者等，在指定

區域裡親自、直接販售其生產的產品予一般大眾。所有在市集販售的產品都應由

市集攤售生產、畜養、採集、釀製、烘焙、煙燻、加工等。台中興大有機農夫市

集創辦人董時叡教授認為農夫市集是一種長時間在固定地點經營，週期性定期舉

辦的社會經濟文化活動，市集中絕大部分或全部的販售者為農夫或農業生產者。

在指定區域裡親自、直接販售其生產的產品予一般社會大眾。

比較超市或大賣場之行銷通路，農夫市集的特點：1.有機或自然農法栽培為

主；2.產品是新鮮、自然和在地生產；3.提供當季、鮮採，甚至是“在叢紅＂的農

產品；4.產品量少但多樣；5.有任何關於農產品生產、處理、烹調之問題，可當場

與農民討論；6.每個攤位都可有不同的設計風格和產品類別；7.較低的行銷起始成

本；8.採用對環境友善的包裝方式；9.相對上較合理的價格和收入；10.消費者的

意見可快速直接回饋；11.可作為農民與消費者、通路商和店家的接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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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結語

臺灣現有的農夫市集有20多處，推展時遭遇場地選擇、租用不易，有機或驗

證農產品因產期因素，品項時有不足，部分市集參與農友不多，短期內財務無法

自主，須仰賴外援等囷難尚待解決。參與農夫市集之生產者在銷售的品種應能讓

消費者有耳目一新的發現與感動，多樣少量的計畫生產，以應時、成熟、有機與

低農藥等健康生產理念，創造附加價值，將市集做為食材教育活動的舞台。市集

之經營主體則可尋求政府計畫支持改進和擴張市集設備，透過學者專家提供市集

行銷研究之申請和補助，找出市場障礙和解決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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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致盛

摘要摘要

氣候變遷對農業生產的衝擊與影響日益受到重視，由於絕大部份的果樹樹

體高大，不易於利用設施生產，幾乎都在露天狀態下栽培。而果樹生長季長，較

其他作物更容易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此外，由於臺灣特殊的地理環境與栽培模

式，具經濟生產規模的果樹種類相當多，產區分佈遼闊，使得氣候變遷對臺灣果

樹生產的影響更加複雜。氣候變遷溫度上升導致滿足落葉果樹休眠所需之低溫量

不足，或者劇烈的颱風降雨或溫度的改變，都會影響果樹花芽分化、萌芽及花器

發育，可能使得開花異常及產量降低；氣候變遷可能改變果樹物候，影響果實著

色及醣類或其他內容物的含量，導致外觀及品質的改變。由於溫度上升及其他氣

候的變化可能使病蟲害生態改變。臺灣果樹產業因應氣候變遷的策略包括緩解與

調適兩項作法，緩解作法包括力行適地適作以進行果園保育，合理化施肥並推行

整合性生產體系；調適作法包括品種改良、栽培技術改進及因應氣候變遷進行產

區長期之規劃等。

前言前言

果樹是臺灣重要的經濟作物，2009年臺灣果樹栽培面積約20萬7千公頃，產量

247萬公噸，年產值高達657億元，佔全臺灣農產品生產值之36%，為臺灣最重要

的農作物之一。而根據糧食供需年報統計，民國1992年至2008年糧食自給率(以熱

量為權數)，果品類自給率雖然均維持在80%以上(COA, 2009)，相較於穀類自給率

低於30%，果樹在內需供應顯然較為充裕，但於統計的17年間，自給率仍由94.5%
下降至85.3%，此一變化仍不可忽視。

由於絕大部份的果樹樹體高大，不易於利用設施生產，幾乎都在露天狀態下

栽培，而果樹又屬於多年生作物，由花芽分化、花芽發育、開花、果實發育至成

熟的期間長，部分果樹並延緩兩個生長季，相較其他作物，更容易受到氣候變遷

的影響。由於臺灣特殊的地理環境與栽培模式，具經濟生產規模的果樹種類相當

多，產地分布零散，不易設施栽培及產期調節等特性，使得全球氣候變遷對臺灣

果樹生產的影響更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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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

一、氣候變遷對臺灣果樹生產之影響

(一) 對果樹物候之影響

影響落葉果樹之休眠進程及解除：地球氣候變遷引起的溫度升高，將

延遲滿足生理休眠所需累積低溫到達的時間，不同果樹甚或同種果樹間不

同品種，滿足休眠低溫所需時間未必相同，甚至出現極大差異。臺灣地處

亞熱帶，栽培落葉果樹原即有冬季低溫不足的問題，可確定若溫度持續上

升，現有經濟栽培之蘋果、梨、柿、桃、李、梅及葡萄等落葉果樹，將會

受到影響。

影響果樹開花及果實發育、成熟：氣候變遷並不是僅有暖化，氣候

異常溫度劇烈變化可能影響果樹開花及授粉，進而影響產量。生育期降雨

及颱風，都會影響果實發育及品質。如枇杷受霜害時，將導致花粉發芽障

礙、胚呈褐色、幼果無法發育等現象(Lin and Chang, 1994)。蓮霧催花前後

遭水害，則會導致催花無效或降低催花成功率；番荔枝則易發生裂果、落

葉、落果及開花與結果障礙；另外蓮霧遭受旱害時，主要產生落果、落葉

及裂果等症狀，番荔枝也有養分吸收困難、開花及結果障礙、影響果實生

長等現象(Kuo et al., 2001)。強風對果樹最顯著的傷害為引起落葉、落花、

落果，嚴重時發生折枝、折幹、傾倒等現象，不僅於風害發生當年造成減

產，對下一生長季或翌年以後之生育、開花、結果亦有不良影響(Chang et 
al., 2009)。短暫的溫度驟升及濕度遽降，加上強烈風速，不但對溫帶果樹

造成傷害，連熱帶及亞熱帶果樹亦無法避免，果樹會因激烈的蒸散作用而

失水，引起莖葉新梢萎凋、花粉失去授粉能力(Maki, 1995)。
(二) 對果實品質之影響

氣候變遷影響果樹的生育、果實著色及改變醣類或其他內容物的含

量，因而影響外觀及品質。由相關的報告可知，多種果實的品質與顏色有

密切關係，由於暖化後溫度升高影響著色，因而影響葡萄、蘋果、柑橘類

及蓮霧之著色，而且有些果樹內容物亦改變，因而影響品質。在臺灣由於

果樹栽培技術之進步，生產的水果品質日益提高，今後可以藉由改善栽培

技術、加強營養管理、調節產期等方法，以降低氣候變遷對果實品質的影

響。

 (三) 影響果樹病蟲害生態

根據研究顯示，氣候變遷亦使果樹栽培之病蟲害生態發生變化，進而

影響其防治策略。病蟲害的生態與環境條件有密切關聯，Tate (2001)指出全

球暖化使原本受溫度限制的病蟲害可能因暖化而更擴展。全球溫暖化趨勢

之下，病蟲害的發生規模與頻率、季節、區域分佈、防治成本等也將受到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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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將影響果樹栽培之病蟲害生態，由於各種病害與蟲害各有其

發生最適宜之環境條件，暖化造成溫度的提升，雖亦可能使適於較低溫度

發生之病蟲害比率降低，但在一般生物代謝活動的溫度變化範圍內，病蟲

害發生的比率係隨溫度升高而增加。因此，若全球氣候變遷趨勢持續，將

來臺灣地區果樹病蟲害的發生規模與頻率可能會提高，或造成病蟲害生態

的改變，且其發生季節與時期可能擴大。在區域分佈也可能隨氣候的變化

而改變，將進而影響病蟲害的防治策略與成本。

(四) 對果樹產區之影響

溫度上升影響作物分布地理之外，Seguin and de Cortazar (2005)認為地

形可以取代地理，亦即當地球暖化溫度提高通常會造成生物向兩極或轉向

較高緯度及海拔的地區等新棲地移動的現象。在此條件之下，全球暖化趨

勢可能使臺灣果樹生產之產地分佈產生變化。在水平分佈的變化上，等溫

量指數線將隨暖化趨勢而向北移動，部分熱帶及亞熱帶氣候果樹產地可能

向北移動。在垂直分佈的變化，亦可能因等溫量指數線往高海拔移動而使

中海拔的溫帶果樹逐漸延伸至更高海拔的地區，而原本種植於中低海拔的

果樹亦將可能產生移動。

二、因應策略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國際行動分為兩大主要方向，一為採取緩解的作

法，一為衝擊調適。但進行調適之前須先有衝擊評估 (impact assessment) 與脆

弱度分析(vulnerability analysis)，再針對脆弱度進行調適，加強其在氣候變遷

下的適應能力(Chen and Liu, 2008)。本文探討針對氣候變遷包括氣候變異情形

的發生，如溫度上升暖化、極端溫度與不正常降雨等對果樹產業之影響進行

因地制宜的因應策略。

(一) 緩解作法：

作物在生產過程各個階段均可以造成環境及資源之衝擊，採行緩解作

法之目的為降低果樹生產對環境之衝擊。臺灣近年來推展如合理化施肥、

整合性生產體系、有機栽培、產銷履歷等多種相關的栽培理念及技術，以

期減輕果樹產業生產對生態環境及氣候變遷的衝擊。

(二) 調適作法

果樹產業調適必須先有充分的資料，包含了氣候資料，例如溫度，

降雨與極端事件發生頻率等數據，還有非氣候領域的資料，例如不同地理

區域的水資源，農業生產，地球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才能做妥善的因

應。根據未來氣候趨勢，擬定以下之調適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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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結論

氣候變遷改變環境與生態之問題，進而改變生產環境而對農業生產造成衝

擊。由過去長期蒐集的資料進行分析，此一緩慢的變化確實存在且逐漸擴散，果

樹受到影響較為明顯，且已遍及多數果樹樹種。即使是短暫的氣候變化，都可能

對農業生產造成顯著的影響。面對臺灣未來氣候變遷趨勢，果樹產業將就適當之

因應策略，採取有效的緩解與調適作法，以促進未來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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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推動GAP制度之探討台灣推動GAP制度之探討
戴登燦

摘要摘要

從民國83年起政府就開始管制農產品的農藥殘留量，到了93年更引進國外產

銷履歷制度，兩項經黏貼標章的產品已在市場上被消費者熟悉且接受，並願意多

付金額來購買有標章的農產品，但由於國人對食品安全的日益著重，強化GAP的
安全風險評估及管控更是時代的趨勢。

從吉園圃GAP、台灣良好農業規範TGAP及新版TGAP的分析中，得知新版

TGAP的風險評估及管控優於前二者，且符合世界趨勢，但需政府在政策面及輔導

面多予強化，並持續推廣，才能有較廣泛的影響效果。

前言前言

台灣地區消費者對蔬果農藥殘留的問題表現高度的關心，認為目前農藥殘

留問題非常嚴重者佔33.27%，認為嚴重者則有47.97%。因此有72%認為安全認證

制度有其必要存在（7）。而GAP是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的縮寫，中文翻譯為

「良好農業規範」，聯合國糧農組織（FAO）定義其為「一種方法可以對環境、

經濟和社會的永續發展做出具體貢獻，並且用於安全健康的食品和非食品的農業

生產」（19）。而另一種說法則認為良好農業規範與作物整合管理有異曲同工之效
（21）。

內容內容

一、台灣GAP之演進

民國83年開始推動吉園圃，吉園圃是由英文「 GAP 」音譯而來，為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 之縮寫，意思係優良農業操作。「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係供

蔬果產銷班申請使用，將之粘貼或印製於蔬果包裝上，代表品質的安全，消費者

可放心採購，安心享用。 
民國93年為保障生產者及消費者的權益，  開始推動臺灣良好農業規範 

「TGAP」(Taiwan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指農產品之產製過程，依照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之標準化作業流程及模式進行生產(含初級加工及屠宰)作業，有效排除

風險因素，降低環境負荷，以確保農產品安全與品質之作業規範（4）。

到了民國99年，為提升產銷履歷驗證制度產銷作業基準開始改版，建立新的

臺灣良好農業規範，主要在將TGAP提升至「GLOBALGAP」的標準，當時參考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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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GAP標準，並在專家群協助下訂定農產品產銷履歷共通作業基準及農產

品產銷履歷指導手冊。

二、各GAP之比較

1. 發展目標

表一、GAP之基本架構

GAP的基本架構 吉園圃GAP目標 TGAP目標 GLOBALGAP 目標

食品安全 1 .代表品質的安
全，消費者可放
心採購，安心享
用。

1.提升農產品與其加
工品之品質及安全，
維護國民健康及消
費者之權益。 

2.保護消費者「食」得
安全。

1.維持消費者對食品
品質及安全的信
心。

環境與生態的永
續性

1.合理使用藥劑 1.合理使用藥劑 
2.合理使用肥料

1.盡量減低對環境不
良衝擊，同時保育
自然與野生動物。 

2.減少使用作物保護
藥劑。 

3.改進自然資源的使
用效率。 

4.動物福利。

社會與經濟的永
續性

1.確保對工人健康與
安全持負責的態
度。 

2.員工福利。

2. 生產管理面

吉園圃GAP主要注重於農產品安全；臺灣良好農業規範 TGAP在有效排

除風險因素、降低環境負荷及確保農產品安全與品質；而TGAP則偏向分析

風險出現的原因並化解風險以確保食品安全供給，並朝可追溯性、員工的健

康和福利及環境的污染和保護機制等方向規劃。

3. GAP適用之類別

吉園圃GAP可適用於蔬菜、水果、特作及雜糧類，臺灣良好農業規範 
TGAP屬於專一性，可適用於42種蔬菜類 、24種水果類、12種雜糧特作類、

稻米類及有機農糧作物，新TGAP則是有共適地基準，但也有個別的指導手

冊。

4. 通過驗證單位數

目前已有1,765個產銷班通過吉園圃審查、生產面積達21,817公頃、產值

96億元。在產銷履歷部分也有1,331家農產品經營業者通過驗證 、生產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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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種、年產值達39億元。新TGAP目前在示範中尚未驗證。 
5. 參考標準

吉園圃GAP的用藥標準是參考植物保護手冊。臺灣良好農業規範 TGAP
有自訂的生產及出貨作業流程圖、風險管理內容一覽表、作業查核表、栽培

管理作業曆、施肥作業標準及病蟲害防治曆為參考。新TGAP則以農產品產

銷履歷共通作業基準、農產品產銷履歷指導手冊為參考基準。 
6. 風險管理

(1) 吉園圃GAP風險管理的目的著重於農產品安全。臺灣良好農業規範 
TGAP部分則以有效排除風險因素 、降低環境負荷及確保農產品安全與

品質。新TGAP在分析風險出現的原因並化解風險以確保食品安全供給 
、可追溯性、照顧員工的健康和福利、防止環境的污染和保護機制。

表二、風險評估項目之比較

新TGAP

管理項目 危害因子
判 定 理
由

危害性 嚴重性
顯著危
害與否

防治措
施

憑證或文
件

重要管制
點判定

CCP

病蟲害防治

物理性 　 　 　 　 　 　 　 　

化學性 　 　 　 　 　 　 　 　

生物性 　 　 　 　 　 　 　 　

TGAP

管理對象 危害因子
引發危害
之要因

　 　 　 因應對策
憑證及紀
錄表

　 　

病蟲草害防治資
材（日本版）

未註冊登記
的農藥等

　 　 　 　 　 　 　 　

標準值以上
的農藥殘留

　 　 　 　 　 　 　 　

病蟲害防治（台
灣新版）

化學性-化
學物質

　 　 　 　 　 　 　 　

(2) 吉園圃GAP沒有訂定風險評估項目，臺灣良好農業規範 TGAP訂有以管

理對象、危害因子、引發危害之原因 、因應對策、憑證及紀錄表等項目

可管控風險。新TGAP則以管理項目、危害因子 、危害性、嚴重性、顯

著危害與否、防治措施、憑證或文件、重要管制點及CCP等項目來管控

風險。

(3) 吉園圃GAP之風險管制點在於農藥殘留檢驗。臺灣良好農業規範 TGAP
部分則以生產及出貨作業風險管理內容一覽表為風險管制點。新T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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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危害分析報告為管制基準。

(4) 吉園圃GAP和臺灣良好農業規範 TGAP沒有訂定管制點之等級項目。

新TGAP以不適用/無不適用 、主要之絕對必要100％、次要之絕對必要

75％、建議等項目作為管制點之等級 。
7. 查核表

 吉園圃GAP沒有查核表，臺灣良好農業規範 TGAP以參考日本SOP 為
生產及出貨作業查核表 ，新TGAP則是參考GLOBALGAP訂定自主檢查表

（所有農場基礎、作物基礎、水果與蔬菜），並訂有品質管理系統查檢表

（QMSC）。 
三、各GAP之市場接受度

在消費者購買意願方面，一般女性消費者對有吉園圃認證有顯著的需求偏

好，家中主要購買者對吉園圃認證也有顯著的需求偏好（13）。在消費者願付價格

方面，消費者對於吉園圃標章之小葉菜類及根菜類蔬菜兩菜種的願付價值雖分別

較一般的平均價格高出91%及80.5%。但在產銷履歷部分，消費者平均願為兩菜種

多付出94.67%與82.33%（7）。

在市場通路方面，吉園圃標章產品特有的行銷通路為「批發市場」 (蔬菜)
與「網路宅配」或「行口商」 (水果)；而產銷履歷農產品在「公司行號」與透過

「網路宅配」方面頗有成績（25），像中部地區產銷履歷驗證葡萄之「直銷」比率

就非常高（27）。

而在市場價格方面，有機、吉園圃與產銷履歷標章的蔬菜250g願付價格分別

為31.6元、29.3元與13元。水果方面，通過「TGAP」驗證的豐水梨比「吉園圃」

驗證的梨可多賣6.86元/公斤，而在番石榴方面，有「TGAP」與「吉園圃」驗證的

產品也比沒有驗證產品價格高，每公斤約高3~4元（26）。在另一項研究也發現吉園

圃蔬菜會比一般蔬菜高73%，吉園圃水果則有32%的價差；產銷履歷稻米比一般稻

米高38.8%，產銷履歷蔬菜有30%的價差，產銷履歷水果則有39%的價差。生產者

認為吉園圃驗證的蔬菜與水果之理想價差約在32.3%~38.7%，產銷履歷驗證的稻

米、蔬菜及水果等之理想價差60.9%~73.9%。

四、政府政策之推動措施

1. 輔導面

生產者認為成本高、耗工多、紀錄麻煩、消費者不重視及價格太低為

推行驗證標章的主要的困難。行銷業者認為成本高、消費者信心不足，利潤

低，消費者不重視及看不懂標章為推行驗證標章的主要困難。未來應針對上

述的看法多作市場宣傳及加強消費者教育，讓消費者認知、重視、願意付出

高價，安全驗證才能有永續經營的誘因（25）。

2. 政策面

政府為推廣「吉園圃」安全蔬果產品，提高產品售價，已在臺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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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臺中等農產果菜運銷公司優先行銷吉園圃蔬菜，並輔導352家超市設置吉

園圃產品專櫃，擴大「吉園圃」安全蔬果產品之通路及價差（17）。未來產銷

履歷之推動將依照1.通路有保障且售價能反映成本者； 2.外銷進口國家有要

求者； 3.食品有重大安全風險疑慮者（15），務實的慎選適當之農產品予以輔

導。

另有研究建議，對不同驗證標章的農產品應區隔輔導對象，而且對政策

的推行之連貫性要讓農民了解。現在推行產銷履歷制度是各國的共同趨勢，

農民對產銷履歷驗證制度的信心足夠，放棄支持該制度是走回頭路，因此政

府應表態支持（25）。而學者也建議政府應參酌國外制度與世界接軌（8）。

3. 推廣面

無論是生產者或業者的看法，要提升驗證標章之銷售策略，首先應重

視穩定價格及建立品牌，其次應重視宣傳報導及通路促銷（25）。也有研究認

為安全認證的執行者應由農政單位來執行的佔44.29%；其次為學術機構的

36.94%及農會的10.83%（7），但應如何推廣？則應以生產者、消費者及通路

等三方面來考量。

(1) 對生產者

價差若是太低，或是政府不再補助或輔導，仍然有71.1%的生產者仍會

繼續生產安全驗證產品，代表安全驗證的生產模式獲得生產者認同，但仍

需政府有明確方向指引（25）。

掌握農家產銷履歷相關資訊、具備農藥安全觀念、參與自家農業勞動

力高及戶長教育程度較高者，參加產銷履歷的機率較高。產銷班規模較大

的地區，農家參加產銷履歷的意願較高（12）。在推廣方面，因直銷能創造

農民較高收益，且農民會為直銷顧客維護個人信用及品牌，因而產銷履歷

推廣在有直銷的農民身上較易成功（27）。

(2) 對消費者

消費者對於標章資訊了解程度對其購買選擇有顯著的影響，政府規

劃設立吉園圃專區成功提高其知名度，若能進一步加強在專區附近增加宣

傳或告示，以提高消費者對標章資訊的了解程度，對於吉園圃蔬菜的推廣

應有相當的助益。對於較少在超市選購蔬菜的消費者，除了增設專區的據

點，如何提升其知名度，並讓消費者正確認知吉園圃標章，是另一個重要

的課題（14）。

(3) 對市場

有研究提出，政府應加強對安全標章農產品的宣傳，尤其是連鎖超

市或大型零售業及特定通路，以讓消費者認知及加強購買信心（25）。目前

消費者在各地超市及大都會區之傳統市場均可購得「吉園圃」產品，為進

一步鼓勵「吉園圃」產銷班及擴大此品牌蔬果之供給面，並進行產品行銷

輔導，已由台灣省農會、各縣市政府、台灣省青果運銷合作社、台灣區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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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合作社聯合社，負責遴選整合優良「吉園圃」蔬菜產銷班，提供所生產

之「吉園圃」蔬菜，運銷供貨台北、三重、台中等農產果菜運銷公司交易
（15），將有助於提升此效果。

結語結語

吉園圃、產銷履歷及有機驗證標章的產品能提供較好的安全保證，應予持續

推廣。至於生產者對價格的期待受限於經濟及供給量等因素無法滿足時，政府應

加強資訊的提供與宣傳告示，讓目標市場的顧客有更多元的選擇。

為與世界接軌，除持續推動吉園圃外，應前瞻思考，將我國良好農業規範結

合合理化施肥、健康管理、品質管理、食品安全管理及國際驗證，將台灣農產品

推向更安全、土地更永續、人員更健康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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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特性與雜草管理雜草特性與雜草管理
許志聖

摘要摘要

由於雜草具有快速、多樣的繁殖與蔓延能力、特殊的休眠性、有效的吸收

水分與養分、對環境與藥劑有高度遺傳適應力等特性，使得雜草的競爭能力遠高

於作物，而造成作物減產、品質降低等損害，因此雜草防治成為農業生產重要的

一環。雜草防治的原則：一年生雜草應防止其開花結子，萌芽前防治最佳；多年

生雜草應先辨認雜草種類、掌握控制時效、並耗盡儲藏器官之養分的方式進行防

除。在今日雜草綜合（防治）管理的觀念下，雜草防治因時、因地、因氣候、

因田間雜草相與因栽培目的與環境而選擇一種以上的雜草防除方法。由於追求安

全與環保，除草劑也趨向劑量低、殘效低、劑量多樣、使用方便、安全性高等特

性，使得農民使用更加方便、安全。有效的除草劑使用應依據田間的雜草相、作

物的生長情形等因素，審慎考量除草劑的特性、使用時期、施用方式與可能發生

的抗藥性等因素，適時、適藥、適量、適位的施用，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率。

前言前言

雜草是指生長在不該生長地方的植物，由於雜草的競爭能力遠高於作物，

而造成作物的減產、品質的降低、成本的增加、生態的改變與環境衛生品質的劣

化，因此雜草防治成為農業生產重要的一環。而雜草防治的方法隨著科技的演變

也十分多樣，但仍以化學防除為首位，因此在台灣除草劑的銷售量仍是農業藥劑

銷售量的最大宗。本場同仁雖以安全、優質的農業生產技術開發為要務，但在農

民輔導與田間農作異常生育審斷上，仍與雜草防除息息相關，因此本著對雜草防

除的經驗與了解，作簡要之介紹。

內容內容

一、雜草的特性

雜草去除不盡的因素係由於（1）雜草具有快速繁殖和蔓延的能力：水田常見

的稗草每株可以產生7000粒種子，旱田的野莧每株產生的種子量更高達10萬粒，

營養繁殖的薊根只要0.5公分就具有繁殖力，而香附子一年內可產生1900個新植

株及18,000 個種球；而雜草的散佈方式更有風吹、水流、動物攜帶、農機具污染

等，而農地雜草種子大多藉由肥料、農藥與農機具等的人為擴散。（2）雜草具有

特殊的休眠性，等待適合的環境才萌芽：部分雜草的種子休眠性更高達10餘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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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休眠性也造成台灣水田期作間雜草相的不同。（3）雜草能有效吸收環境中的

養分和水分，對貧乏環境也具有耐受性：布袋連就可以在具有重金屬的水域中生

長。（4）雜草能在逆境下具有快速進入繁殖期的能力。（5）雜草具有環境適應

性的遺傳能力。（6）雜草對防治方式具有發展出抗性的能力。

二、雜草防治的原則與雜草管理的步驟

雜草防治的原則需依據雜草的生長時期分為一年生與多年生，由種子繁殖的

一年生雜草應防止其開花結子，所以在萌芽前防治最佳；具有儲藏養分器官的多

年生雜草以去除其根與植株最佳，所以最好先辨認雜草種類、掌握控制時效、並

耗盡儲藏器官之養分的方式進行防除。而雜草管理的步驟可分為：1.雜草相的調

查以明瞭田間的雜草種類：台灣水田雜草普遍發生有稗草、螢藺、球花蒿草、鴨

舌草、尖瓣花、水莧等，而在期作間的生長勢差異大，旱田雜草普遍發生有牛筋

草、芒稷、野莧、鬼針草、霍香薊、小葉灰藋、馬唐等。通常高溫季節以禾本科

草較多，冷涼季節以闊葉草為主。雜草相的調查分為土表雜草種類與數量的調查

與土壤雜草種子庫的調查，而土壤種子庫的數量通常遠大於土表的雜草數量，且

受栽培作物種類、氣候與管理栽培方式等因素的影響，其種類的發生頻率也有所

不同。2.雜草的損害評估以訂定防治水準：依據各項雜草對作物的損害程度與田

間所佔有的比例訂定防治水準，防治水準的訂定也須考量雜草相的變遷，而雜草

相的變遷主要係受除草劑的使用、農田精緻或粗放的管理、農業休耕政策等因素

的影響。3.選擇適當的處理方式與時間，以擬定管理策略：雜草管理的觀念隨著

時間而改變，由最早的雜草根除轉變為降低雜草的發生率至最低的雜草防治，再

至今日兼顧環保與經濟效益、以控制及利用田區雜草發生的雜草綜合（防治）管

理的觀念。

三、雜草防除技術

在雜草綜合管理的觀念下，雜草的防治不限於單一方法的使用，而是因時、

因地、因氣候、因田間雜草相與因栽培目的與環境而選擇1種以上的雜草防除方

法，可以使用的技術包括：（1）預防性防治：境外應預防有害雜草的入侵，防止

特定有害雜草種類建立族群及散布；田間則應做好種子與種苗的清潔、避免農機

具、肥料、覆蓋物的雜草種子污染與灌溉水的傳播。（2）物理防治：以人工、機

械、水管理、覆蓋、火燒、中耕培土等物理性方式防除田間雜草。（3）栽培管

理：利用作物栽培管理的生長優勢、栽植密度等栽培方式防除雜草，如：蔬菜田

的撒播密植或移植等方式、水田的灌水翻犁方式、果園的草生栽培方式均可有效

防除雜草。（4）生物防治：利用昆蟲、病原菌、哺乳動物、魚類、鳥類、天然

剋它物等天敵防治雜草，惟需注意寄主範圍、取食對象及對其他作物及生態的影

響。（5）化學防治：利用化學除草劑對雜草特定部位的作用導致其生長抑制或死

亡，為目前最常用的雜草防除方式。台灣除草劑約有68％使用於非耕地的非選擇

性除草劑，主要包括嘉磷塞異丙胺鹽41%溶液、巴拉刈24%溶液及固殺草13.5%溶

液等；16％使用於水稻田除草劑，主要劑型為粒劑，以丁基拉草及丁拉免速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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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領導產品；16％使用於旱田的選擇性除草劑，以伏寄普、草殺淨及施得圃為

主。

四、影響除草劑作用的因子

依據除草劑的作用流程，影響除草劑作用的因子包括：（1）藥液必需與植體

有適當接觸；（2）藥液必需被植體所吸收；（3）藥液必需在植體內傳導而不會

被固定；（4）必需有足夠作用量的藥液抵達細胞內的作用位置；（5）必需會引

起植體傷害或死亡。

五、除草劑的分類

除草劑依其不同特性可分為：（1）選擇性與非選擇性：選擇性除草劑噴施後

對植物產生不同程度之影響，因此使用時應慎重考量對作物之安全性；非選擇性

除草劑在一般用量下，對作物及雜草造成之傷害程度相近，適用於休閒農地、道

路、溝邊、荒地、果園、棚架及木本植物下方低矮雜草之防治。（2）接觸性與系

統性：接觸性除草劑對植物之傷害僅局限於藥液接觸到的部位，多適於一年生草

本雜草的防治，對於多年生雜草僅能殺死其地上部；系統性除草劑藥劑不必對植

株全面噴施，仍可輸送至藥劑未接觸到之部位發揮藥效，多使用於防治香附子、

茅草等多年生草之地下球莖、走莖。（3）短效性與長效性：係指除草劑在土壤中

的殘留效果，多數除草劑土壤殘效在一至兩個月內，草脫淨、依滅草、達有龍等

除草劑土壤殘效超過兩個月，使用不當會造成後作之藥害。（4）依除草劑的使用

時期可分為燻蒸劑、萌前除草劑、萌後除草劑：燻蒸劑使用於栽培介質或田間無

作物栽培情形下；萌前除草劑施於土表，藥劑由根及幼莖吸收進入植體內，須在

整地後數日內施用，對3-4葉以上之雜草效果差，且土壤狀況(水分、質地)將影響

藥效，施藥應要求均勻及正確之劑量；萌後除草劑主要經由植物葉部吸收，對超

過3-4葉且生長旺盛之雜草效果良好，雨水及展著劑會影響藥效。（5）依除草劑

的使用方式可分為全面噴施、帶狀噴施、點狀噴施、定向噴施與注射等方式。

六、雜草的抗藥性與除草劑的正確使用

近年來，若干雜草已出現對一般劑量噴施下的特定除草劑之抗藥性，如：抗

巴拉刈的野茼蒿、耐草殺淨的龍爪茅、抗伏寄普的牛筋草等，此類易發生抗性的

除草劑通常具有作用點單一、廣效性、殘效長與長期重覆使用等特性，而提高除

草劑使用量會提高田間抗性草的發生機率。此種抗藥雜草可在更換除草劑後達到

防除效果，但仍應預防雙重以上抗性雜草的產生。

使用除草劑時應藥量精準且不能單由稀釋倍數考量，應考量稀釋倍數、用水

量、藥器具（噴頭、壓力）、 行走速度與藥害等因素，而造成藥害的因素有藥

滴大小、選擇性、殘效性等，尤其噴施時應考量不能造成非目標區敏感作物的藥

害。因此正確使用除草劑應依據標示註明的種類、藥量、水量或稀釋倍數、施用

時期及方法、注意事項、防除之對象雜草審慎適用。

七、除草劑的毒性

農業藥劑在植物生理機能作用更加了解、環保意識抬頭與合成化學精進的今



 247雜草特性與雜草管理

日，對藥劑的殘留與殘效更加要求，除草劑已趨向劑量低、殘效低、劑量多樣、

使用方便、安全性高等特性，使得農民使用更加方便、安全。學者曾比較除草劑

與各項日常消費物品的半致死劑量（LD50），日常消費品中的尼古丁9 ppm、咖啡

因與漂白劑192 ppm、10％家用氨水350 ppm、食鹽3500 ppm、而除草劑的巴拉刈

約100 ppm、三氯比630 ppm、2,4-D 666ppm、施得圃1050 ppm、而常用的嘉磷塞

更高達4900 ppm，農民只要依照除草劑的標示正確使用，應可以達到安全有效的

雜草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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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農業智慧財產權與本場辦理流程淺談農業智慧財產權與本場辦理流程
梁燕青

摘要摘要

法律可以保護植物產業的包含植物品種權、專利權、商標權、著作及營業秘

密等，本文簡述保護農業產業的5項法律及本場的辦理流程，讓研究人員瞭解研發

成果可以保護的範圍及運用的程序。

植物品種權植物品種權

我國於民國77年公布施行植物種苗法，現今99年8月25日最新公布及施行為植

物品種及種苗法，立法的目的為保護植物品種之權利，促進品種改良，並實施種

苗管理，以增進農民利益及促進農業發展。該法規範概要如下：

1. 權利保護對象：植物品種(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為限，目前為142種)。
2. 權利範圍：生產或繁殖、以繁殖為目的而調製、為銷售之要約、銷售或其

他方式行銷、輸出入、為前5款之目的而持有。

3. 保護要件(含權利之發生與取得)：新穎性、可區別性、一致性、穩定性、適

當品種名稱。

4. 權利期限：自核准公告日起算木本或多年生藤本植物25年，其他植物物種

為20年。

5. 權利限制：研究免責、農民免責、強制實施。

商標權商標權

商標法之制定為保障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團體商標權及消費

者利益，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促進工商企業正常發展。該法規範概要如下：

1. 保護客體：文字、記號、圖形、顏色、聲音、立體形狀或此等之聯合式。

2. 審查要件：商品或服務來源之識別性。

3. 權利內容：專有將特定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說明書等相類似物

件上，而持有、陳列或散佈之權。

4. 權利期限：專用10年，可無限次延長。

著作權著作權

著作權法之制定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益，調和社會公共利益，促進國家文化

發展。該法規範概要如下：

1. 保護客體：文學、科學、藝術或學術等創作。

2. 要件：創作保護主義、具原創性、創作性、表達性、附著性之合法標的

物。

3. 權利內容：

(1)著作人格權：特性為永久保護、不得讓與或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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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著作財產權：權利期間為著作人終身加50年，可授權或讓與。

4. 存續期間：

(1)自然人：死後50年。

(2)法人：著作公開發表後50年。

營業秘密營業秘密

營業秘密法制定之目的為保障營業秘密，維護產業倫理與競爭秩序，調和社

會公共利益。該法規範概要如下：

1. 定義：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

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要件者

2. 保護要件：機密性、具實際或潛在經濟價值、具合理保密措施。

3. 權利特性：排除他人以不正當方式取得、使用或洩漏。

專利權專利權

專利權是指法律所賦予權利人可以「排除」他人未經過其同意而從事的特定

行為，如使用、製造、銷售與進口等。專利法立法的目的為促進技術進步。該法

規範概要如下：

1. 專利要件(核准要件)：產業利用性、新穎性、進步性。

2. 專利保護之客體：各類技術領域內之物品或方法、動植物新品種不予發明

專利、人體或動物疾病診斷、治療或手術方法不予專利、妨害公共秩序、

善良風俗或衛生者不予專利。

3. 專利種類(及權利期限)：發明專利(20年)、新型專利(10年)、新式樣專利(12
年)。

4. 專利權效力：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

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

5. 專利權限制：以研究目的教學或試驗實施其發明而無營利行為者。

本場專利申請程序： 本場專利申請程序： 
1. 科技或產學等計畫執行成果

2. 由執行單位依式提出專利申請 
3. 召開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

4. 新型專利依規定委請專利事務所向智慧局申請專利 
5. 發明及新式樣專利提案送農委會農業智慧財產權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6. 微生物材料依規定辦理寄存及繳費等 
7. 審查通過之發明及新式樣專利依規定委請專利事務所向智慧局申請專利 
8. 專利核准領取證書

9. 繳交專利證書費及專利年費

10.專利之利用管理 
技術移轉技術移轉

1999年從我國施行科學技術基本法以來，各單位研發成果下放給技術研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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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進行運用，使得相關技術移轉、授權更能靈活運用研發成果及智慧財產權。技

術移轉使技術提供者與技術擁有者互蒙其利，透過簽訂技術移轉契約或其他契約

的方式，對技術需用者或技術接受者根據約定提供技術、機器設備、技術資料、

製程資料或其他資訊與服務，使技術需用者或技術接受者能夠據以實施該等技

術。主要目的可減少自行研發研究的投入大量的人力、物力和金錢，節省研發的

時間並免延誤商機，透過技術移轉可提高技術需求者的技術水準、增加競爭力和

生產力。對技術提供者而言，除從技轉過程中獲取授權金或衍生利益金可回收研

發的投資，能將研發的成果商品化、行銷、推廣，對技術提供者研發新技術也是

莫大的鼓舞。

本場運用研發成果技轉程序如下：  
1. 科技或產學等計畫執行成果經評估後提出技術移轉申請案

2. 提案簽請場長核可後洽請農業科技產業策進辦公室出具服務建議書

3. 研提單位於提送研管會審議之技術移轉案應併同該服務建議書簽請場長核

可後送研管會審議

4. 召開本場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5. 提案送農委會農業智慧財產權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6. 上網公告公開遴選技轉廠商

7. 召開研管會審議申請技轉廠商資格、合約書及授權金分配比率等

8. 簽訂技轉授權合約書

9. 收取授權金及製據

10.收取衍生利益金及製據

11.研發成果收入繳交科學技術發展基金及分配創作者

12.技轉成果管理

產學合作產學合作

除了技術移轉外，若農業科技計畫已有初步成果，研發成果具有產業化價值

時，即辦理產學合作計畫，將研發成果商品化。其目的為引導研究計畫朝向產業

界與市場需求方向發展、透過產學合作機制強化產業與本場研究連結、支援產業

的技術研發工作，輔導產業升級，強化研發與創新的能力。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般所謂的智慧財產權指的是專利權、商標權、著作權、營業秘密權、積

體電路佈局。而農業智慧財產權除積體電路外，包含植物品種權、專利權、商標

權、著作權、營業秘密權。對於智財權管理，新觀念的導入相當重要，然而由於

行政繁瑣很難令研發人員接受，進而影響農業推廣成效。另外，技術鑑價、授

權、合約簽訂等屬相關專業性課題，所涉及的法律層面，則需要相當訓練的專業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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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培養之褐化及玻璃質化障害組織培養之褐化及玻璃質化障害
陳姿翰

摘要摘要

植物微體繁殖技術可以於短期內繁殖大量種苗，種苗的一致性高於傳統的種

子播種或是扦插繁殖，是目前許多種類植物(如藥用植物、保育類植物、蘭花類)
用來繁殖的主要生產技術，其發展已相當成熟。微體繁殖過程中，培植體褐化

(browning)及  玻璃質化(vitrification)是常見的異常問題。

一般認為造成培植體褐化的原因為，因機械傷害造成切口細胞結構的破壞，

使酚類物質滲出，在酚類氧化酵素催化下被氧化為醌類，醌類物質為棕褐色的有

毒物質，會擴散到培養基中而抑制其他酵素活性，使培植體之生長受到影響甚至

死亡。影響褐化發生的因子大致可分為：1.培植體的種類、品種或基因型；2.培植

體的生理狀態；3.培植體的採樣；4.培養基的成分；5.培養的條件及方式；6.培養

基的型態。藉由控制這些因素的穩定性，可有效降低培植體褐化的產生。

另一個常見的培植體異常型態為玻璃質化，玻璃質化苗的培植體呈半透明

水浸狀，其結構異常，其分化能力低，造成葉肉細胞的柵狀組織或維管束缺乏分

化，易生成畸形的保衛細胞，且培植體脆弱易碎，是造成增殖率降低的主要原

因。影響玻璃質化發生的因素主要有：1.培養材料；2.培養環境；3.培養基成份；

4.碳源及植物激素。降低玻璃質化的方式則有：1.光照培養，適當提高光照強度；

2.提高培養基中洋菜粉的濃度；3.注意透氣性，降低培養容器內的空氣相對濕度和

改善氧氣供應狀況；4.適當的降低培養基中NH4
+濃度；5.注意碳源種類和濃度；

6.注意細胞分裂素和生長素的比例；7.提高培養物對逆境的忍受能力。

褐化及玻璃質化的研究其實已相當多，許多方式都可以有效抑制異常的發

生，但因使用微體繁殖的植物種類高達700多種，並非所有種類均適用同一方式，

要有效降低褐化及玻璃質化的發生，可採用多種方式間互相配合以達最高效果，

因此，每一種類微體繁殖的最適方式仍需經試驗加以驗證。

前  言前  言
植物的組織培養技術主要用在短期大量繁殖種苗，發展至今已相當成熟，其

生產的種苗一致性明顯優於傳統種子播種或扦插繁殖。但是實際上每種植物種類

間的繁殖技術還是會有些差異性存在。在進行組織培養時仍有一些問題會發生：

像是污染的問題(包括培植體及培養基)，褐化及玻璃質化的現象也很常見，這些異

常現象有時會導致培植體死亡，而使組織培養失敗，因此，降低這些異常現象的

發生將會是提高組織培養成功率的主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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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

一、組織培養的褐化

組織培養的褐化現象，一般認為這是一種培植體在組織培養過程中，外植體

在組織培養過程中，傷口處分泌出酚類化合物，在有氧的條件下被多酚氧化酵素

催化，氧化成醌類，醌類為一種黑褐色物質會導致組織褐化，逐漸擴散到培養基

中，影響到細胞的正常代謝，而毒害整個組織，甚至導致組織死亡。

(一) 褐化的原因：通常褐化的原因大致可以分為兩種

1. 非酵素性褐化：通常不涉及酚類物質，它是一種細胞因受脅迫或逆境而造

成程序性死亡，因細胞壞死形成褐化的現象。非酵素性褐化與酵素性褐化

間的差異在於是否牽涉到酚類物質。

2. 酵素性褐化：細胞中的酚類物質多儲存於液泡內，而多酚氧化酵素則存在

細胞質或質體裡，這兩種物質會被細胞中的質膜分隔開來，平常於細胞內

形成區域化現象。但是當在進行組織培養過程時，以解剖刀切割的方式會

造成機械傷害，而破壞細胞結構，使膜體破裂，液泡裡或質體裡的酚類及

酵素便會滲出，酚類物質便會在多酚氧化酵素的催化下被氧化而形成醌類

物質，醌類乃是一種有毒的棕褐色物質，會擴散到培養基中，進而毒害組

織造成褐化。

(二) 褐化的因子：影響培植體褐化的因子通常是複數的，因子間互相作用而造

成培植體的褐化。

1. 培植體之種類、品種或基因型：不同種類的、品種的培植體及不同基因型

的培植體，其褐化程度有很大的差異性。像是以木本植物來說，就比草本

植物容易褐化。木本植物所含的單寧、木質素、色素都比較多，這些是酚

類物質的前趨物，所以容易產生褐化。

2. 培植體的生理狀態：像本身如果木質化程度高的培植體也較易發生褐化，

或是體內多酚氧化酵素或是酚類物質含量高的培植體也比較容易褐化，一

般來說，褐化的程度會跟酚類物質及多酚氧化酵素成正相關。

3. 培植體的採樣：包括採樣的時期、採樣的部位、類型大小、採樣前的預處

理還有一些其他因素。根據前人的實驗結果顯示，通常較幼齡的培植體較

不易褐化，褐化的程度也會較輕，這應該是跟木質化程度高低有關。另外

小型的培養材料易褐化，而大型的培養材料褐化的程度則較輕微。採樣前

的預處理，針對採樣的母株進行試驗，像是採樣前先將母株放入溫室進行

相對低光照，會比露天全光照下的母株所採樣的培養材料不易褐化，或是

先低溫處理培植體也可以降低組織氧化褐化。其他有些試驗也提到像是培

植體的放置方式，平放或斜插對褐化或多或少都有影響；另外切口的大

小，一般認為切口越大，酚類物質的被氧化面也就越大，褐化程度就會比

較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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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養基的成分：為影響褐化最重要因素。培養基中所含的無機鹽類濃度越

高，褐化的程度就越嚴重，因培養基中的無機鹽類濃度越高，就越容易使

培植體中的酚類物質外溢進而氧化造成褐化。通常培養基中會添加各種植

物生長素，生長素的種類及濃度間的比例也會影響褐化，以種類來說，細

胞分裂素類的植物激素如BA會促進褐化的產生，而添加生長素2,4-D或IAA
則可以延緩酚類物質的合成而減輕褐化的產生。此外，所添加用來作為碳

源的糖類，研究顯示以葡萄糖作為碳源的培養基可以有效降低褐化產生，

麥芽糖次之，蔗糖最差。另外還有研究顯示如果以市售白糖作為碳源，可

能因為雜質含量高，其褐化程度較為嚴重，如果改用純度較高的蔗糖則有

效降低褐化的發生。培養基中的一些其他添加物也會對褐化產生影響，像

是水解酪白或是谷胺酰胺會促使褐化產生。

5. 培養的條件及方式：在溫度上，通常因為高溫會促進氧化酵素的活性，而

加速酚類物質的氧化，使褐化加速。光照對於培植體的褐化現象則較為複

雜，有的研究顯示黑暗中培養會使褐化嚴重，光照下培養則發生褐化較

晚，程度較輕；但也有對蝴蝶蘭的研究顯示，蝴蝶蘭在黑暗培養中培植體

褐化較輕，隨著光強增加褐化逐漸嚴重。另有前人研究顯示光照太低時，

可能會使培植體的生理活性降低而促進褐化，但光照太高時，多酚氧化酵

素的活性又會增加而加速氧化。培養時間長短的也會影響褐化，通常換瓶

的時間越長越容易發生褐化，以星辰花來說，若在瓶內待超過一個月才換

瓶，其褐化率就非常高，而褐化率也會隨著繼代的次數增加而顯著提高，

這是因為酚類物質不斷累積之故。

6. 培養基的型態：因為液態培養基容易使酚類物質擴散出去，所以在液態培

養基中褐化率會高於固態培養基，同理，褐化率會隨著培養基的硬度增加

而上升，培養基越硬，褐化物質越不易擴散出去，則褐化率越低，但是相

對之下，太硬的培養基也會使培植體難以生長。以孤挺花進行液態及固態

培養基的試驗，數據顯示在液態培養基下，褐化率都高於固態培養基，甚

至以玻璃質化來說，也都高於固態培養基。

7. 其他：像是受傷害的程度，如機械傷害或是藥劑傷害，細胞老化或是病害

也都會造成褐化。還有殺菌時間，以不同濃度之次氯酸鈉進行培植體的殺

菌也會對褐化率有影響。酸性環境較有利於降低褐化產生。使用硬水如自

來水較容易發生褐化，使用蒸餾水則褐化率較低，這是因為配製培養基的

用水中，可能含有其他雜質會影響整個培養基的無機鹽類濃度。

(三) 防止褐化的措施

1. 培養基中添加防褐劑：目前最常用來防止褐化的方式，是在培養基中添加

藥劑，藥劑原則上分成防止酚類物質氧化的抗氧化劑，包括抗壞血、硫代

硫酸納、檸檬酸等，將天堂鳥的培植體浸置於200ppm的檸檬酸中，浸置時

間越長，褐化的程度越低。抗氧化劑可以有效降低褐化的程度。另外一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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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吸收醌類物質的吸收劑，包括PVP(聚乙烯聚合物)及活性炭。PVP為酚

類物質的專一性吸附物，可有效用於防止褐化；活性炭應用在培養基中相

當普遍，為一種吸附性強的無機吸收劑，但對於酚類物質並無選擇性，也

就是說，除了吸附有毒物質外，培養基中添加的生長調節劑或是礦物元素

也都會被活性炭吸收，有時候培養到了後期反而會使培植體得不到養分而

逐漸衰竭死亡，所以在使用活性炭作為抑制褐化的吸收劑時要特別注意活

性炭的濃度。

2. 適合的培養基及培養條件：降低無機鹽的濃度，可以減少酚類外溢降低褐

化，培養基中添加適合的植物生長調節劑種類以及濃度，或是培養基中作

為碳源的種類及濃度，及提供適合的培養環境：像是光照、溫度跟培養週

期。或是縮短每次換瓶的時間可以有效抑制褐化的發生。這些因素因為每

一種培植體的適應環境都不同，需要個別進行試驗去尋找最佳因子互相配

合以防止褐化。

3. 培植體的選擇及處理：選擇適當株齡及大小的培植體。植體中的酚類物含

量及多酚氧化酵素的活性時有消長，選擇活性低及總含量低的時期採樣也

可有效降低褐化。對母株或是培植體進行預處理，也可以降低褐化程度，

像是低溫、低光、或是培植體先浸泡檸檬酸等。

4. 其他：固態培養的褐化程度通常小於液態培養，但有其他研究發現，用紙

橋進行液態培養可使有毒物擴散到培養基中而不留在培植體中毒害培植

體，反而褐化率較低。選擇適合接種方式，盡量使切口面積縮小比較有利

於減輕褐化的毒害作用。有些研究指出消毒的方式也有可能是一種對培植

體的藥劑傷害，所以經試驗找出合適的消毒時間也是很重要的，或是添加

一些天然的複合物。

二、組織培養的玻璃質化

另外一種在組織培養過程中，極易出現的異常現象為玻璃質化(vitrification)。
玻璃質化最早由學者於1981年提出，它在組織培養過程中發現一些半透明狀、畸

形的培植體，而這些培植體的結構組織及生理功能皆不太正常，且分化能力低。

以型態解剖學來看，玻璃質化的培植體大多成半透明狀、葉肉細胞內幾乎沒有柵

狀組織分化，而海綿組織間的空隙極大，然後葉片表面缺少角質蠟層，葉片呈水

浸狀，保衛細胞畸形造成氣孔功能不正常，葉綠體密度低，結構異常。玻璃質化

苗在生理生化學上之變化，含量變高的如含水量、還原糖、鉀鈣氯離子的濃度。

含量變低的則有鮮乾重、纖維、木質素、蛋白質等，顯示了玻璃質化苗的細胞壁

發育較差、細胞質膜的通透性改變，蛋白質合成能力以及光合作用能力都下降。

在酵素活性上的變化，與木質素合成相關的酵素會明顯降低，如烃基肉桂酸輔

酶、苯丙氨酸解氨酶都會比正常苗來的低。而酚類氧化酵素或是澱粉酶之活性則

會上升。在玻璃質化的培植體中，內生生長調節素的含量也會有所改變。例如蘋

果莖頂培養的玻璃質化葉片中，其GA、IAA及ABA的含量都會上升，但當培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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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度玻璃質化時，該含量又會下降。石竹的玻璃質化培植體會迅速產生乙烯，玻

璃質化的組織產生的乙烯比正常組織高的多。

(一) 玻璃質化苗發生的機制

1. 適應性：有些學者認為玻璃質化的發生是一種適應性的生理問題，因為玻

璃化苗大多來自不定芽或再生芽，已經成長的組織不可能玻璃化，而這符

合了植株最幼嫩的部位其抗逆境性最差的論點。

2. 碳、氮代謝和水分生理性異常：培植體在生長過程中，植物細胞分裂與體

積增大的速度超過乾物產生和累積的速度，植物只好用水分來填充，因而

表現玻璃質化。

(二) 影響玻璃質化苗發生的因子

1. 培養的材料：培植體的種類及類型會影響玻璃質化的發生，例如瑞香(藥用

作物)的培植體，以基部作為培植體的玻璃質化百分率會低於以莖頂、莖中

部作為培植體者。以青花菜作為培養材料，用花蕾誘導產生的不定芽產生

玻璃質化的比例會小於用子葉、上胚軸或是花序誘導的。

2. 培養的環境：以液態培養的環境比較容易發生玻璃質化，相對濕度比較高

的環境下也容易產生玻璃質化，培養基硬度越高，即洋菜添加較多時，比

較不容易產生玻璃質化，但相對要注意增殖率也會下降。康乃馨在液態培

養下，玻璃質化程度高達100%，在固態培養基下，隨著洋菜濃度的增加，

玻璃質化的比例會逐漸減少。因此，培養基的水勢和環境濕度有關。不同

植物種類對光照的要求不同，通常光照時數高於15小時，玻璃化苗的比例

明顯增加。組培苗生長期間，需有足夠的氣體交換，而氣體交換的好壞取

決於生長量、瓶內空間、培養時間和瓶蓋種類。低溫下易形成玻璃化苗，

溫度高時玻璃化苗減少，且發生的時間較晚。

3. 培養基的成分：最顯著的影響是銨態氮的多寡，通常銨態氮過多越容易發

生玻璃質化苗，學者們以月季進行試驗，MS培養基中減少3/4的硝酸銨或是

除去硝酸銨對降低玻璃質化苗的效果極為顯著。以不同比例的硝酸態氮和

銨態氮做培養基進行培養，結果顯示銨離子濃度越高，玻璃質化比率也越

高。

4. 碳源和植物生長調節劑：以果糖代替蔗糖作為碳源添加進培養基中，可降

低扁桃玻璃質化的發生。但是以葡萄糖代替蔗糖則會增加香石竹的玻璃質

化發生率，至於培養基中添加細胞分裂素則容易導致玻璃質化。細胞分裂

素的作用主要是打破頂芽優勢，促進腋芽發生，這跟玻璃質化苗會產生莖

短縮、分枝多的特性有點相似。根據學者進行的研究顯示細胞分裂素和玻

璃質化率呈正相關。用不同濃度的BA添加於培養基中，隨著BA濃度的減

少，玻璃質化的比例會逐漸減少，至於不含BA的培養基中，則無玻璃質化

的枝條。用Kinetin進行試驗時也有相同效果，只是玻璃質化情形不像BA這

麼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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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防止玻璃質化苗的發生：

1. 光照培養：根據試驗光強太低的時候會使玻璃質化變嚴重，適當提高光照

可有效降低玻璃質化，但要注意光照的時間，光照時間太長卻容易引起玻

璃質化。

2. 提高培養基中的洋菜粉濃度，培養基硬度較高則玻璃質化率較低，但是相

對之下培植體的增殖率也會降低。選用含雜質較低的洋菜粉也可以降低玻

璃質化。

3. 降低培養瓶中的相對濕度並改善透氣性供氧。

4. 降低培養基中銨離子的濃度或是即時轉移，縮短繼代的時間。在此為了兼

顧不定芽的增殖率，也可以銨離子濃度高低的培養基互相輪替。

5. 注意碳源種類和濃度，根據研究發現玻璃質化苗的總可溶性糖含量較高，

但蔗糖含量則明顯較低，其糖代謝異常，因此作為碳源的種類及濃度相對

重要。

6. 細胞分裂素和生長素的配合。

7. 玻璃質化是因逆境而產生，所以提高培植體的抗逆境力也可以防止玻璃質

化苗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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