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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
及角斑病、洋桔梗露菌病等)的發生並適
時發佈警報。土壤肥料方面，為提升果園
生產力，進行酸性果園土壤之改良資材利
用；辦理虎頭蘭氮磷鉀養分吸收率與合理
施肥之研究，以建立合理的有機質肥料及
化學肥料施肥技術；為生產優質葡萄及番
石榴，進行階段性施肥調控試驗。本年度
辦理作物合理化施肥教育宣導講習及示範
田間觀摩會計55場次，參與農民計6,185
人次。農業機械方面，針對區內農業機械
化、自動化、資訊化作業所需，進行農作
物生產機械化設備、溫室微氣候環境監
測、自動養液肥灌系統，以及資通訊技術
整合應用於設施蔬菜、花卉栽培管理等試
驗研究，並完成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技
術移轉與推廣應用。

植物保護研究
卵形捕植酶防治甜瓜銀葉粉蝨
銀葉粉蝨Bemisia argentifolii Bellows &
Perring顯著影響甜瓜瓜實產量，而卵形捕
植蟎Amblyseius ovalis對銀葉粉蝨族群具抑
制效果並於網室甜瓜上存活及增殖。試
驗結果顯示，釋放卵形捕植蟎試驗區之
甜瓜產量(128.68 kg /0.01 ha)顯著高於對照

區(72.64 kg /0.01 ha)。建議銀葉粉蝨初遷
至甜瓜植株，或粉蝨成蟲密度達10隻/株
時，即釋放卵形捕植蟎雌成蟎(5隻/株或
10隻/株)，均可獲致良好的抑制銀葉粉蝨
之效果，並確保甜瓜產量。本試驗以接種
釋放卵形捕植蟎可顯著降低銀葉粉蝨族群
密度，若配合施用選擇性的化學藥劑，將
可建立銀葉粉蝨的綜合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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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病蟲害防治研究方面，主要以轄
區內重要作物為研究方向。花卉部分，
針對洋桔梗、菊花等發生之病蟲害，進
行調查與相關防治試驗，另發表洋桔梗
菌核病於臺灣之新記錄。蔬菜部分，針
對花胡瓜、設施番茄、芋頭等轄區重要
作物，進行卵形捕植蟎防治甜瓜銀葉粉
蝨、紫外光阻隔資材對微小害蟲傳播及芋
頭苗期細菌性軟腐病防治之研究。果樹部
分，進行柑橘有害生物整合性防疫技術之
研發及應用研究。病蟲害發生預測研究
部分，針對水稻、小麥及柑桔類等作物
重要疫病蟲害之族群變動及整合性管理
技術進行研發，及監測轄區內重要疫病
蟲害(水稻葉稻熱病、穗稻熱病、白葉枯
病、細菌性條斑病、二化螟、瘤野螟、褐
飛蝨梨赤星病、葡萄露菌病、甜柿白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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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卵形捕植蟎後銀葉粉蝨於甜瓜上之族群增長

臺灣首次記錄引起莖葉枯萎病徵
的洋桔梗菌核病
洋桔梗是臺灣重要的外銷切花，主要
在溫室內生產，於冬季外銷到日本，外銷
量大於每年一百七十萬千打。在2011年一
月於臺灣彰化縣一些溫室內發現洋桔梗
植株有莖部及葉片枯萎的徵狀，發生比
率約2%。莖部及臨近的葉片具褐色的腐
爛的病斑，表面產生白色菌絲，並在莖
內部形成黑色、可達7 mm長的菌核，受
感染的植株最後完全萎凋死亡。田間採
到的罹病莖組織以0.6%次氯酸鈉表面消毒
3分鐘，無菌蒸餾水潤洗後，培養在馬鈴
薯洋菜培養基上，長出白色的真菌菌落並
長出大型菌核在培養皿周邊。分析兩株
分離出來的真菌之ITS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序列(Genebank Accession Nos.
JQ653934 and JQ653935)，皆與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ATCC MYA-4521 (Accession No.
FJ810516)分離株相似性達100%，此外利
用偵測S. sclerotiorum 的專一性PCR引子對
MP_SsF及MP_UniR，可放大出約630 bp的
DNA片斷。因此從形態、ITS序列比對、
專一性PCR偵測結果，將分離到的真菌鑑
定為S. sclerotiorum ，兩菌株(BCRC34830
and BCRC34831)已寄存在臺灣新竹的食
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
中心。病原性測定方面，使用一個月
大、二次抽芽的洋桔梗品種(Ex Rosa Pink
Flash、Rosina Blue Ver. 2)為材料，接種
源為Tref泥炭土加入已拓殖S. sclerotiorum
BCRC34830菌絲的濕稻米(泥炭土介質、
稻米、水的比例為2:1:1)，均勻撒布於臨
近植株的土表，每個品種接種十株，使用
約800 g的接種源，以無菌的材料以相同
比例混合用於植株作為對照組。在平均
溫度為26℃、接種1個月後，每個品種有

於彰化縣永靖鄉及北斗鎮設置洋桔
梗害蟲調查樣區，以黃、藍、綠3色黏紙
與斜紋夜蛾(Spodoptera litura )、甜菜夜蛾
(Spodoptera exigua )性費洛蒙誘引器調查設
施栽培洋桔梗於春植期間之害蟲族群發生

洋桔梗菌核病田間危害情形

危害洋桔梗之小黃薊馬背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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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區洋桔梗害蟲發生情形及
其小黃薊馬防治研究

動態。調查結果顯示，設施內害蟲主要
以銀葉粉蝨(Bemisia argentifolii )及薊馬類
(小黃薊馬Scirtothrips dorsalis 、臺灣花薊
馬Frankliniella intonsa )發生較為嚴重。無
論新定植或宿根栽培之洋桔梗，銀葉粉蝨
族群密度數量隨洋桔梗生長期而增高，薊
馬類害蟲族群則於洋桔梗生長中期達到高
峰，兩者族群密度皆於洋桔梗採收前大幅
降低。小黃薊馬為目前中部地區洋桔梗之
主要害蟲，由於其體積小、善於躲藏，且
世代短、易對化學藥劑發展出抗藥性等特
性，致其難以防治。本試驗應用6%高嶺
土溶液、11.6%賜諾殺水懸劑2,000倍及超
微量噴霧機(Ultra low volume sprayer, ULV)
噴灑11.6%賜諾殺水懸劑1,000倍等3種處
理，比較各處理對小黃薊馬之防治率；
試驗結果顯示，連續施用11.6%賜諾殺水
懸劑2,000倍2次的效果最佳，防治率可達
99.6%，且與ULV處理組之防治效果無顯
著差異，而6%高嶺土溶液對洋桔梗小黃
薊馬並無防治效果。

年報

8株呈現枯萎病徵，而對照植物都健康，
從接種後的罹病莖部分離出的菌落皆產生
與田間分到菌落相同的菌核，完成Koch's
postulates的步驟，重覆試驗一次也得到
類似的結果。由S. sclerotiorum 引起的洋桔
梗菌核病曾經在阿根廷被正式記錄，目前
所知這是洋桔梗菌核病在臺灣的首次記
錄。雖然此病害影響洋桔梗尚不普遍，由
於其感染源可在溫室的土壤內休眠，瞭解
此潛在多年性的病害有助於提升外銷花卉
品質並利於花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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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太陽能熱水循環消毒系統防
治菊花育苗期土壤傳播性病害
太陽能熱水循環消毒系統乃是於菊花
育苗床安裝S型環繞管路，當管路末端之
溫度控制電磁閥的溫度低於設定值時，
啟動馬達補充太陽能熱水，直到溫度到
達設定值。當太陽能熱水溫度在70℃以
上，溫度控制電磁閥溫度分別設定在50℃
及55℃，進行二次試驗，結果顯示入水口
溫度皆較出水口溫度高，在電磁閥設定
為50℃，其溫度差分別為1.4℃及9.1℃，
在電磁閥設定為55℃，其溫度差分別為
5.2℃及5.9℃；在電磁閥設定為50℃時及
苗床循環管路間之介質溫度維持在45℃以
上的時間分別為362分鐘及391分鐘；在電

磁閥設定為55℃及苗床循環管路間之介質
溫度維持在45℃以上的時間分別為229分
鐘及319分鐘。進一步測試太陽能熱水循
環消毒系統的殺菌能力，顯示溫度控制
電磁閥溫度設定在50℃時，此溫度條件能
有效殺死預先埋入介質內之菊花莖腐病
菌(Rhizoctonia solani )及根腐病菌(Pythium

aphanidermatum )。於育苗床建立菊花莖腐
病及根腐病病圃，利用太陽能熱水循環消
毒系統，處理後隔天扞插菊花，所生產之
菊花扞插苗，未發生土壤傳播性病害，與
介質不經消毒處理之對照組比較，其菊花
扞插苗發病率高達93~100%，顯示太陽能
熱水循環消毒系統能同時防治菊花育苗期
土壤傳播性病害。

太陽能熱水苗床循環消毒系統之溫度控制電磁閥設定為50℃，不同偵測點之溫度變化情形
The temperature change at different testing points of the solar hot water circulation system when it set at 50℃
Temperature conditions

Inlet1

Intermediate medium2

Outlet3

Storage tank

Trial I
Time above 50℃ (min.)

504

0

505

587

Time above 45℃ (min.)

704

362

704

814

Highest temperature (℃)

66.6

49.8

61.4

79.9

Trial II
Time above 50℃ (min.)

546

0

545

626

Time above 45℃ (min.)

716

391

716

768

Highest temperature (℃)

67.3

49.1

61.4

1 The inlet water temperature was recorded on pipe surface at the start of solar hot water circulation system.
2 The intermediate medium temperature was recorded in between two pipes at the center of the seedbed.
3 The outlet water temperature was recorded on pipe surface at the end of solar hot water circulation system.

78.0

及其傳播之病毒病害管理。

各處理春夏季番茄捲葉病毒病平均發生率

中部地區芋頭苗期細菌性軟腐病
防治策略之研究
為解決中部芋頭產區在生長初期
有部分植株新葉黃化疑似病害造成之
症狀，進行芋頭種苗帶病原菌調查，

結果顯示在5個不同芋苗區，芋苗帶菌
率達25~32%，其中85%為細菌性軟腐病
原菌(Pectobacterium carotovorum subsp.

carotovorum (Pcc))所引起，其餘為真菌
類病原菌如疫病(Phytophthora colocasiae )
或 白 絹 病 (S c l e r o t i u m r o l f s i i ) 所 引 起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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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驗以3種不同材質產生之光環
境，調查粉蝨入侵發生及病毒病害發生之
進程。調查結果顯示，粉蝨在番茄定植後
即開始入侵，經2~3週密度大幅增加，同
時快速傳播病毒病害。在阻隔UV的環境
下，粉蝨發生數量及罹病率明顯減少，病
毒病害發生的時程往後延長。秋冬季調

查結束之發病率分別為一般PE膜54.3%、
高折射率PE膜61.7%、阻隔紫外光資材
25%，春夏季之發病率則分別為88.6%、
98.1%、43.3%，顯示阻隔紫外光環境不利
粉蝨傳播病害。番茄的開花日數、結果
率、單果重都無顯著差異，始熟日數則
較2種農用膜約晚1週。在未採行防治措施
下，總花序數可符合農友生產需求。以上
結果顯示阻隔紫外光環境有利番茄粉蝨類

年報

紫外光阻隔資材對微小害蟲傳播
及作物生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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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頭細菌性軟腐病原菌室內藥劑抑菌
試驗證實，嘉賜銅(kasugamycin+copper
oxychloride)、多保鏈黴素(Thiophanate
methyl-streptomycin)、氫氧化銅(Cupric
hydroxide)、鏈黴素(Streptomycin)、三元硫
酸銅(Tribasic copper sulfate)藥劑對芋頭細
菌性軟腐病原菌有抑菌效果，而二氧化
氯(Chlorine Dioxide (ClO 2 )) 2 ppm無抑菌效

果。芋頭苗之藥劑抑菌測試及田間採收後
調查，結果顯示嘉賜銅及鏈黴素藥劑對
帶軟腐病原細菌之芋苗抑菌效果並不明
顯，但使用藥劑對於芋苗傷口之保護，減
少細菌性軟腐病原菌之後期侵入，降低植
株整株死亡率有較佳之效果。

101年大甲芋頭試驗田各處理採收數據統計(每處理逢機調查20株芋頭)
芋頭全重
(Kg)

平均單粒重
(Kg)

植株死亡率
(%)

壞死面積比率
(%)

二氧化氯(2 ppm)

7.35

0.49

25

41.0

81.3%嘉賜銅可濕性粉劑(1,000倍稀釋)

7.85

0.56

30

25.4

農民慣性區(農民自行管理區)

7.05

0.64

45

39.2

芋苗種植前藥劑處理名稱

病蟲害發生預測研究
水稻白葉枯病菌發病條件之分析
白 葉 枯 病 (X a n t h o m o n a s o r y z a e p v.
oryzae )為水稻重要的流行病害之一。101
年水稻1期作與2期作，自轄內不同地區
之罹病葉上共分離66株白葉枯病菌株，
並以分子生物技術PCR鑑定為水稻白葉
枯病菌。選擇不同地區分離之14株代表
菌株與2株分別源自農業試驗所之89-b
檢定菌株與食品工業研究所之對照菌株
BCRC13191，於溫室以剪葉接種法接種於
9個水稻品種。其中7株在9種水稻品種上
的發病度皆高於其他菌株與對照菌株，

具有較高的致病能力；此外，14株測試
菌株其發病度皆高於對照菌株。以聚合
酶酵素DNA增幅指紋技術(PCR-Based DNA
Fingerprinting)測試，14株菌株有相似的電
泳圖譜，顯示為同一群，而對照菌株89-b
則為另一群。
應用PCR-Based DNA Fingerprinting檢
測供試水稻白葉枯病菌株及其他非白葉
枯病之病原細菌，增幅調帶利用軟體分
析，可以區分由中部地區分離之菌株為同
一群，89-B為另一群，其他植物病原細菌
則無法分群。

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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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聚合酶酵素DNA增幅指紋技術(PCR-Based DNA Fingerprint)檢測水稻白菜枯病及其他病原
細菌之泳圖譜結果。

水稻瘤野螟綜合管理技術之開發
應用瘤野螟性費洛蒙誘蟲組及燈光誘
蟲器監測瘤野螟棲群動態，於5月20日開
始誘集瘤野螟成蛾，遷入時間較往年提早
1個月。水稻第二期作於9月26日起出現明
顯的瘤野螟成蛾族群。二期稻作於本場試
驗田種植TKM6等270個水稻品種，調查供
試水稻品種被瘤野螟危害程度、成蛾聚
集偏好性及植物特性，包括株高、分蘗
數、葉長、葉寬、葉厚、SPAD值及植冠
分析參數等。進行水稻品種對瘤野螟的抗
性檢定，篩選出Kasalasu、Xian Biao 3、

在(98)、白殼晚、BG 367-4-1、Jinya-31等
6個水稻品種對瘤野螟具有高抗性。分析
瘤野螟成蛾聚集偏好性、瘤野螟危害程度
及葉面積指數間的相關性，發現較高的葉
面積指數會有較高的成蛾聚集數量，但成
蛾聚集數量、葉面積指數與瘤野螟危害程
度間呈低度相關性。進行不同施肥量及4
個水稻品種與瘤野螟危害關係試驗，氮肥
施用量80公斤/公頃之TKM6 (抗性)有低的
捲葉數1.75葉/叢；氮肥施用量200公斤/公
頃之3141-2 (極感性)有最高的捲葉數9.5葉
/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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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野螟成蛾

氣候因子對中部地區水稻病蟲害
之影響
分析近13年(2000年至2012年)來中部
地區水稻遷飛性害蟲包括褐飛蝨、白背
飛蝨、斑飛蝨及瘤野螟等逐日燈光誘集
資料與氣候因子間的相互關係。結果顯
示，褐飛蝨、白背飛蝨及斑飛蝨於2005、
2008年有較高的誘集數量，褐飛蝨分別為
3,845、3,882隻/年，2002及2003年誘集數
量最低；瘤野螟則於2003、2008有較高的
誘集數量，分別為2,934、1,502隻/年。全
年褐飛蝨與白背飛蝨數量間呈高度正相
關(r=0.87)，尤其前半年褐飛蝨與白背飛
蝨數量間相關係數高達0.94。然而，飛蝨
類與瘤野螟間相關性偏低，可能存在不
同的遷移特性。平均溫度與褐飛蝨、白
背飛蝨、斑飛蝨及瘤野螟等間相關係數

偏低；4~6月間雨量與褐飛蝨及白背飛蝨
間呈中度正相關。此外，分析歷年褐飛
蝨、白背飛蝨、斑飛蝨及瘤野螟族群動態
與颱風侵臺路徑分類的關係，發現7~9月
間的颱風若為第2類侵臺路徑，伴隨著高
頻度的褐飛蝨、白背飛蝨及瘤野螟的遷入
族群。而且，害蟲族群高峰期落在颱風風
向由北轉南的期間。

小麥病蟲害調查及防治策略之研
究
小麥幼苗期會受到水稻大螟的侵入危
害，主要與水稻2期作採收後，危害水稻
的大螟轉而危害小麥，造成枯心或是白
穗。此外，輕微水稻瘤野螟的為害；少數
田區會被麥蚜危害，初期小麥下位葉呈現

小麥赤黴病病徵發展情形，由左至右依序為健康、初期、中期及後期病徵

水稻徒長病監測及抗藥性評估
本研究主要針對水稻徒長病菌，進行
轄內稻種帶菌率調查、秧苗與本田之徒長
病發病率調查、徒長病菌株抗藥性檢測
等。稻種帶菌率檢測結果顯示，員林臺
稉16號之帶菌率為最高；烏日臺南11號之
帶菌率為17.3%最高。秧苗徒長病發病率
調查結果顯示，1期稻作以大安之臺中秈

10號、草屯之臺南11號、員林之臺南11號
及臺中秈10號發病率較高，其中以員林之
臺中秈10號之發病率為平均每箱30株為最
高；2期稻作中以桃園3號之發病率為平均
每箱8株最高。本田期調查，1期稻作以霧
峰之臺南11號、烏日之臺南11號及臺農71
號發病率較高。水稻徒長病菌抗藥性測試
結果顯示，29株徒長病代表供試菌株中，
並無抗藥性的菌株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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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小麥赤黴病菌，利用分子生物技術鑑
定赤黴病菌ITS區間序列，鑑定為Fusarium
graminearum 。於室內篩選8種殺菌劑對F.
graminearum 菌絲的抑制能力，克熱淨等
4種藥劑可以抑制菌絲的生長，抑制率達
80%以上。

年報

黃化情形，鏡檢根部會發現有麥蚜群集吸
食根部組織的情況。小麥的分蘖期間會受
到白粉病與稃枯病的侵入感染為害；於開
花期，赤黴病菌會感染小麥而造成赤黴病
的發生。自大雅鄉與場內小麥栽植區，從
罹患赤黴病的小麥穗部與葉片，分離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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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半選擇性培養基篩檢稻種內之水稻徒長病菌

作物健康管理及整合性病蟲害管
理之研究
前往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植物病理系、
柑橘研究及教育中心及西南區研究及教育
中心等研究單位進行交換資訊與研習。在
佛羅里達植物病理系研習重點包括病害診
斷中心流程觀摩、整合性病蟲害預警系統
及花生整合性病蟲害管理模式等。柑桔研
究及教育中心研習重點包括柑桔黃龍病與

根系健康及提高養分利用之研究、柑桔病
害管理與推廣工作及柑桔黃龍病與南美立
枯病之分生檢測等。西南區研究及教育中
心研習重點為番茄整合性病蟲害防治模
式。參考美國有關在作物病蟲害整合性管
理之相關研究，藉以修定或加強整合性管
理之核心技術，期能建立適合臺灣的作
物健康管理及整合性病蟲害管理技術模
式。

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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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銀光反光塑膠布，忌避小型害蟲入侵，同時利用整合性病蟲害技術管理大面積之番茄田區

柑橘有害生物整合性防疫技術之
研發及應用
白紋羽病(Eosellinia necatrix )於柑橘
類全年皆會發生，但以夏季發生率較
高。於南投縣(水里鄉、名間鄉)、臺中
市(潭子區、豐原區、石岡區、新社區、
東勢區、北屯區)、彰化縣(二水鄉)的發
生率分別為5.3、3.7、2.4%，平均發生率
為3.8%。文獻記載可為害柑橘的吸果夜
蛾種類達46種，主要分屬於裳夜蛾亞科
(Catocalinae)及強喙夜蛾亞科(Ophiderinae)
的 鳥 嘴 壺 夜 蛾 屬 (O r a e s i a ) 、 壺 夜 蛾 屬
(C a l y p t r a ) 及 巾 夜 蛾 屬 (D y s g o n i a ) 等 。 應

用黑光燈誘引柑橘吸果夜蛾類，捕獲的
種類包括Avatha bubo 、小造橋蟲(Anomis
f l a v a F a b r i c i u s ) 、 弓 巾 夜 蛾 (D y s g o n i a
arcuata Moore)、合夜蛾(Sympis rufibasis
G u e n e e ) 、 曲 耳 夜 蛾 (E r c h e i a c y l l a r i a
Cramer)、柿梢鹰夜蛾(llypocala moore i)、
豆毛脛夜蛾(Mocis undata Fabricus)、掌
夜蛾(Tiracola aureata Holloway)、鈴斑翅
夜蛾(Serrodes campana Guenée)、瞳夜蛾
(Ommatophora luminosa Cramer)、藍條夜蛾
(Ischyja manlia Cramer)、魔目夜蛾(Erebus
ephesperis Hubner)及鑲落葉夜蛾(Eudocima
homaena Hübner)等13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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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黑光燈誘引柑橘吸果夜蛾類

土壤肥料研究
合理化施肥
101年度分別以水稻、甘藷、番茄、
蔥、苦瓜、甘藍、敏豆、馬鈴薯、芋、
花胡瓜、茭白筍、胡蘿蔔、芹菜、百香
果、枇杷、葡萄、梨、甜柿、龍眼、椪
柑、柳橙、荔枝、鳳梨及百合等24種轄
內較大宗作物進行合理化施肥示範區輔
導(共計38個示範點)。辦理合理化施肥宣
導講習會34場次，參與農民3,744人次；

舉辦作物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觀摩會21場
次，參與農民2,441人次；免費協助農民
土壤肥力與需肥診斷服務3,226件，並依
土壤肥力分析值推薦適當的施肥量；於各
項訓練講習及觀摩會等場合，配合宣導合
理化施肥觀念共計278場次；農民透過電
話及網路技術諮詢與現場輔導計560件；
同時提供各種作物之合理化施肥文章於豐
年半月刊、農業世界、本場農情月刊及農
業專訊等期刊計2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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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化施肥教育宣導講習

酸化土壤與綜合管理技術之研究
本試驗設於臺中市外埔區葡萄栽培產
區，酸性紅壤土壤之果園進行，試驗處理
以裂區設計，主區：石灰與否；副區：氮
素(100、150 kg N ha -1 )二級、氧化鉀(60、
100及140 kg K 2O ha -1)三級組合，共十二處
理。試驗前土壤pH值5.67，於施基肥前20
天施白雲石灰改良，經施用後土壤pH值
調升為6.70。土壤有機質含量較對照處理
減少1.2 g kg -1 含量，顯示施石灰資材後會
因氣候潮濕而促進有機質分解，土壤中有
機質逐漸降低。於強酸性土壤施磷肥易被
固定，降低肥效，施白雲石灰後釋出土壤

水稻合理化施肥觀摩會，農友反應熱烈

磷，提供果樹吸收而降低土壤磷含量。試
驗前土壤鈣、鎂含量低，經施白雲石灰
處理後土壤鈣含量1,006 mg kg -1 ，土壤鎂
含量153 mg kg -1 ，均較對照處理有明顯增
加鈣、鎂含量趨勢。巨峰葡萄園藝性狀調
查，果實產量以施白雲石灰處理較對照處
理之產量增產6.54 kg/株，施150 kg N ha -1
處理較100 kg N ha -1 者增產0.36 kg/株。以
140 kg K 2 O ha -1 用量較施100 kg K 2 O ha -1 增
產1.05 kg/株。於酸性土壤之果園施白雲
石灰改良，土壤肥力有效性提高，有助果
樹養分吸收，提升葡萄產量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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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溝深施有機質及化學肥料後並覆土

葡萄田間生育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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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地區椪柑果肉生理病變原因
之研究
本試驗設於臺中市北屯區大坑山坡地
椪柑栽培產區，試驗處理以逢機完全區集
設計五處理，三重複。椪柑果園土壤肥
力為土壤pH 5.58，土壤有機質含量37.3 g
kg -1，土壤磷含量658 mg kg -1，土壤交換性
鉀含量506 mg kg -1，土壤交換性鈣含量846
mg kg -1 ，土壤交換性鎂含量178 mg kg -1 。
椪柑於開花著果後，每隔10~15天葉施硼

椪柑果實砂囊乾囊化乾癟之生理病
(左：乾癟症狀，右：正常)

鈣養液，分別噴施2、4、6、8次及0次(對
照)等處理。初步結果，葉施硼、鈣養液
可促進柑桔葉片對氮之吸收增加0.7~1.3 g
kg -1 ，葉鈣之吸收增加0.1~1.6 g kg -1 ，促進
葉硼濃度增加3~5 mg kg -1 ，但對葉鉀及葉
鎂之吸收呈減少趨勢。幼果期之果實氮
濃度分別較對照處理增加0.2~0.5 g kg -1 ，
果實鈣增加0.1~1.6 g kg -1 ，但對硼素則分
別增加2.77~5.60 mg kg -1，果實內含較多硼
素，可減輕椪柑果實砂囊乾囊化乾癟之生
理病變發生。

椪柑果實生長情形

虎頭蘭田間管理情形

臺中地區水芋連作障礙改良及肥
培管理之研究
本試驗設於臺中市大甲區水芋栽培產
區，以已種植一年之水芋田進行，試驗處
理以裂區設計，主區：苦土石灰、矽酸
爐渣、對照(不施)；副區：氮素(0、400、
800 kg N ha -1 )三級，共九處理。試驗前土
壤pH值5.57，於施基肥前20天施用苦土石
灰及矽酸爐渣改良，經施後50及120天之
土壤分析結果，土壤pH值苦土石灰處理
分別調升至6.18及6.27。土壤鈣含量以施
苦土石灰處理50天含量723 mg kg -1 ，調升
至836 mg kg -1 ，具逐漸提升土壤pH值之效

果。土壤pH值、鉀、鈣及鎂等隨著氮肥
用量增加而降低含量。水芋株高隨著高氮
肥量增加植株高度，植株葉片數，葉長亦
同。水芋塊莖產量調查，施苦土石灰處
理塊莖產量13,620 kg ha -1 較對照處理之產
量13,580 kg ha -1 略增40 kg ha -1 ，施矽酸爐
渣處理塊莖產量13,020 kg ha -1 較對照處理
13,580 kg ha -1 略減560 kg ha -1 ；施800 kg N
ha -1 處理塊莖產量15,380 kg ha -1 較400 kg N
ha -1處理13,980 kg ha -1增產1,400 kg ha -1。於
酸性土壤之水芋施苦土石灰、矽酸爐渣等
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有效性，有助於
水芋植株養分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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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01)年度計畫研究目的在驗證
98~100年試驗結果，肥料試驗以氮、
磷、鉀肥施用量固定下之不同氮肥型
態 ( N O 3- N / N H 4- N 為 2 : 1 、 1 : 1 、 1 : 2 、 1 0 0 %

NO 3 -N、100% NH 4 -N)，及配合農民慣行法
組合成六級處理。由試驗結果顯示，不同
氮肥型態處理對虎頭蘭植株營養生長期之
生育性狀和花卉品質具有明顯的影響差異
性，以A (100% NO 3 -N)、B (NO 3 -N/NH 4 -N =
2:1)處理綜合效應較佳，可做為虎頭蘭雪
莉羅曼史栽培之施肥參考。

年報

虎頭蘭氮磷鉀養分吸收率與合理
施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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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芋田試驗圖

水芋塊莖產量隨著高氮肥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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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養分管理與合理施肥改進
品質之研究
在臺灣中部番石榴主要生產區彰化縣
溪州鄉，延續第四年設置試驗果園，探討
化學肥料配合有機質資材對番石榴果實品
質與土壤肥力之影響。進行六種肥料處
理 分 別 為 ： (1 ) 施 肥 手 冊 推 薦 施 肥 量 區 ，
(2)增倍推薦施肥量區，(3)施用複合肥料
區 ， (4 )施 用 複 合 肥 料 增 施 有 機 資 材 米 糠
區 ， (5 )施 用 複 合 肥 料 增 施 有 機 資 材 米 糠

開溝施肥後並覆土以提高肥效

及氧化鎂區，(6)農民慣用施肥對照。肥
料處理後145與174天果實品質調查結果顯
示，增倍推薦施肥量可提高番石榴果肉花
萼尾端可溶性固形物(糖度)。對土壤肥力
影響，增施肥料有降低土壤pH趨勢，唯
增施磷與鉀及鎂肥可明顯增加土壤磷與鉀
及鎂養分濃度；對番石榴葉片養分濃度影
響，增施鎂肥料具有提高葉片鎂濃度趨
勢，但增施氮磷鉀肥則沒有提高葉片氮磷
與鉀濃度表現。

綠肥大豆覆蓋初期

本(101)年度計畫研究目的在評估篩
選可提升土壤水分保持能力和有效增加土
壤有機質含量之植生種類。試驗處理包
括不同植生(綠肥大豆、多年生花生、原
生草種)和農民慣行淨耕區，組合成四處
理。由試驗結果顯示，草生栽培區和農民
慣行(淨耕)處理對土壤性質的影響差異並
不一致，綠肥大豆和多年生花生試區可增
加土壤有機質含量；土壤總體密度以淨耕
區為最高，且草生栽培區在土壤水分保持
表現較淨耕區為佳。

行草生栽培之葡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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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採樣完成200組樣品，採樣
作物分別為芹菜、球莖甘藍、甘藍、甘
藍芽、花椰菜、青花菜、結球白菜、青
蔥、蕹菜、蘆筍等之植體及其相對土壤樣
品，分析植體與土壤之重金屬與硝酸鹽濃
度，供建立土壤資料庫及農業環境地理資
訊系統，發展「農產品安全管理資訊應用
體系」，建構適宜臺灣應用的「農產品
安全鏈」架構，本年度協助合理化施肥
農民及一般農民送驗之土讓樣品約1,000
件，並依據肥力分析結果推薦合理之肥培
管理，提升農產品品質，確保農產品安
全。

草生栽培對粘板岩沖積土壤碳匯
和葡萄調適極端氣候之影響

年報

農產品安全先期評估技術於葉菜
類重金屬含量管理在臺中地區之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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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部颱風災害前後果樹營養
管理調整研究
101年度計畫旨在探討葉面營養施用
對於果樹葉片及果實性狀與養分狀況之增
進，以作為颱風災害前後防制與復育作業
的參考。以甜柿、葡萄或番石榴為試驗標
的，分別進行以下兩種試驗，其一為颱
風災害前葉面施用鉀肥、鈣肥或同時施
用鉀、鈣肥，颱風災害後施用兩次0.5%尿
素；其二為葉面施用不同濃度(10 mM或40
mM)之氯化鉀或氯化鈣。試驗結果顯示，
於三種作物葉施鉀、鈣肥之葉片性狀各處

理間無顯著差異，但是，以7~10天為間隔
密集施用10 mM及40 mM氯化鈣可顯著降
低甜柿葉片破損率；10 mM及40 mM氯化
鉀或氯化鈣施用可顯著增進番石榴之葉片
長、葉片厚及果實數量，並可顯著增進
氮、鉀、銅、錳、鋅及鐵等元素於果實之
含量。本計畫結果顯示，颱風災害前密集
施用高濃度氯化鉀及氯化鈣於果樹可能顯
著增進葉片性狀，並可增進果實之營養狀
態。此結果可提供農友颱風前之災害防制
準備參考。

葡萄、甜柿、番石榴葉面營養施用情形

葡萄健康管理生產體系之研究
臺中市新社區葡萄果園示範區土壤檢
測結果，土壤pH值7.15，土壤有機質含量
42 g kg -1 ，土壤磷248 mg kg -1 ，土壤鉀178
mg kg -1 ，土壤鈣1,208 mg kg -1 ，土壤鎂149
mg kg -1 。彰化縣埔心鄉葡萄果園示範區土
壤檢測結果，土壤pH值6.27，土壤有機質
含量25 g kg -1，土壤磷342 mg kg -1，土壤鉀
269 mg kg -1，土壤鈣1,054 mg kg -1，土壤鎂
164 mg kg -1 。溫室葡萄綜合防治技術建立
分三個時期防治，第一個時期從清園至萌

芽前：設施全面消毒；第二個時期從萌芽
至開花：使用農藥及非農藥防治；第三個
時期自開花至採收：完全使用非農藥防
治；試驗區初期使用4次農藥，後期使用7
次非農藥防治，而對照區(農民)栽培期間
共使用12次農藥防治，整體試驗區農藥減
少67%使用次數，本試驗結果病蟲害發生
減少，生產之葡萄經農藥殘留檢驗完全無
檢出農藥。自葡萄果實污斑分離得到之14
株微生物，以ITS序列定序鑑定，結果分
屬7種真菌，其中3種酵母菌。實驗室測試
果實污斑分離之微生物對7種藥劑之感受

亞磷酸溶液250倍抑制上述微生物生長效
果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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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反應，結果顯示5%菲克利水懸劑3,000
倍、25.9%得克利水基乳劑2,000倍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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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致盛場長說明葡萄健康管理
面臨的問題與解決對策

土壤及植體分析與施肥推薦服務
本年度共分析土壤樣品2,304件，植
體樣品922件，水質43件，合計3,269件。
於原有的土壤肥力分析項目中，增加土壤
微量元素分析項(0.1 N鹽酸抽出銅、錳、
鋅、鐵)，可提供欲由傳統農業轉為有機
農業耕作者之農地微量元素含量資訊，並

葡萄健康管理生產體系示範成果觀摩會

依分析資料推薦施肥量，輔導農民合理
化施肥。植體樣品主要分析項目為氮、
磷、鉀、鈣、鎂及銅、錳、鋅、鐵等微量
要素，提供作物營養吸收狀況，以作為作
物肥培管理改進之參考。水質分析項目主
要為pH、EC。

農業機械研究
作物栽培結合綠能發電生產體系
之建立
建立作物栽培與綠能發電生產體系，
以結合綠能及綠色產業之發展。於本場試

驗田區搭設地面架高4.5 m、單軸追日、
單晶矽、市電併聯、共計32 kWp之太陽能
發電系統，其中田區選擇係依據太陽能發
電系統設置與試驗研究所需，並考量光電
板追日擺動是否會被建築物與樹木遮蔽而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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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5.5 m、頂高4 m，作為後續進行太陽能
光電板遮陰與否對於農作物(先以溫室甜
瓜、露天甘藍為標的)生育、產量影響之
試驗比較，進而建立最適作物栽培結合綠
能發電之生產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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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發電效能，市電併聯之線路最適走向
與連結，以及系統未來擴充性等，現已完
成整體工程之興建與驗收工作。另規劃於
2組太陽能光電板之間(支撐柱間距9.3 m)
搭設1幢簡易錏管塑膠布溫室，長43 m、

054

綠能發電生產系統試驗田搭設情況

溫室環境精準調控應用於茄科蔬
菜生產
於彰化縣溪湖鎮遴選1處椰纖介質耕
牛番茄栽培溫室為試驗示範點，設置環境
監測系統，進行溫室內外之溫度等微氣候
資料收集與管理應用，惟因試驗示範點為
帷幕開頂型溫室，室內外環境資料差異不
大，例如平均溫差低於1℃；養液自動肥
灌系統則進行即時注入法與慣行法之試驗

比較，由結果可知，二者之介質肥力、用
水量、始收果實大部份性狀表現皆無明顯
差異，但即時注入法對於微量元素銅、
錳、鋅及鐵的吸收較佳。另栽培初期約有
2%疑似細菌性斑點病之影響、採收期之
潛葉蠅密度為3%、葉黴病之發生密度低
於1%，銀葉粉蝨、粉介殼蟲、晚疫病及
青枯病之密度皆為0%，將繼續觀察其後
續之生育管理與採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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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纖介質耕牛肉番茄栽培溫室試驗情況

臺中區域作物生產機械化設備之
研究
為因應臺中地區農業發展需要，進行
田間稻草處理機械化系統、蔬菜園害蟲防
治管理機械、蔬菜種苗立體栽培系統之試
驗研究與改良。完成油壓驅動式稻草擠壓
成型機，具有2支斜向預擠壓缸及1支全壓
擠壓缸，可有效改善進料量不足問題，
於每次行程包含預擠壓及全擠壓各1次，
稻草擠壓錠成品結實，每小時作業能量

背負式兼用型捕蟲機具田間試驗情況

養液自動肥灌精準調控
系統

60~120錠，約9~18 kg。蔬菜園害蟲防治
管理機械以背負式施肥機作為動力源，搭
配風吹管、集蟲網及機架之兼用型捕蟲機
具，經測試可捕捉鱗翅目、鞘翅目等具飛
行或跳躍能力之害蟲，惟機體尚有輕量化
改良的需求。三層式立體床架具有旋轉及
擺動等5種排列型式，以T5燈管為補光光
源，並增設反光板可增加10%光量，但光
均勻度則受燈管中央處光量最高影響，由
燈管中央處往兩端遞減。

稻草錠擠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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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化技術於設施洋桔梗切花生
產肥灌管理系統之研究
完成洋桔梗切花灌溉施肥、環控、遠
距監控等生長管理系統之規劃及設計，自
動灌溉機具擴充成10田區，每天灌溉次數
可調整。設施環控模組為一只電器控制
箱，內含一組可程式控制器(PLC)主機、
類比/數位輸入模組、數位輸出模組、繼
電器等。環控電器控制箱對內可與溫室原
有的手動控制箱連線，控制內循環風扇及
側邊塑膠布收放，另可以量測作物生長
環境之溫度、濕度與光度；對外透過RS485轉Ethernet與溫室的監控電腦連結，擷
取的溫室環境資料儲存於溫室的監控電腦
內加值運用，該溫室的監控電腦安裝遠距
監控系統得透過有線/無線與外界連接。
遠距監控系統規劃採用PC-based網路遠端
監控系統，具有可以設定IP位址連線顯示

肥灌模組與環控模組之狀態、修改作業參
數、控制操作、記錄作業資訊等。建置自
動化肥灌管理系統試驗點1處，於11月21
日舉辦「自動肥灌機具應用於洋桔梗栽培
之示範觀摩會」1場，介紹自動肥灌機具
之性能及肥灌技術，此套技術與設備除省
工省肥之外，可以省水50%以上。運用環
境感測技術，將環境資料加值運用，達成
循環風扇隨天候適時啟動與關閉、自動肥
灌機具晴天灌溉7~8次而下雨天只灌溉2~3
次的自動省工省能操作。本場蔬菜試驗溫
室面積約二分地，其中900平方公尺採用
離地介質耕分成10個試驗區，根據遠端監
控系統之紀錄資料，本期作離地介質耕番
茄，101年秋冬作之單位面積用水量約248
公升/平方公尺；累計肥灌次數約710次，
因此應用自動肥灌技術充分發揮肥灌少量
多次的特性，有效達成自動化節水生產目
標。

應用環境資料加值技術，晴天(左上)與陰雨天(右上)自動調整灌溉次數(左下7
次，右下3次)

對照組

V型結構

倒T型結構

山形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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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周年生產、產品品質及結構強
度，進行溫室結構強度電腦數值模擬分
析、微氣候環境監測資料庫系統建置之研
發及應用。溫室結構強度模擬分析及實
作部分，設計完成4種補強方式，分別以
對照組及4種補強方式進行計算，變形量
結果排序分別為倒T形結構、山形結構、
V形結構、1¼”管徑，採用山形結構補強
方式，則可以最經濟之管材用量得到較低
變形結果。運用遠距通訊傳輸模式技術於

不同設施結構微氣候環境調查，經量測生
長環境資訊後，由主控電腦端經開發之軟
體，進行反向無線驅動設備。目前已於國
蘭栽培設施裝置妥當並運作正常，監測及
控制架構為主控電腦經接收微氣候環境資
訊，由軟體運算後以RF短距無線射頻模
組發送控制碼，目標溫室接收到訊號後
以繼電器驅動內循環風扇及噴霧兩項設
備，其環控策略包含溫度及時間兩種功
能，可依據作物別之需求進行設定及選單
儲存，持續觀察不同天候情況下運作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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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微氣候環境監測與結構改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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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節能型溫室環控系統之研
究
遴選蔬菜、花卉溫室為試驗區，運用
本場研發之無線感測系統長期記錄作物生
長環境資訊，並分析與設計高效節能型溫
室，期解決環控於臺灣多變氣候環境所
造成之作動頻繁、異常及高環控成本問
題。在嘉南地區2處環境與條件相近之小
果番茄溫室，以及栽培面積分別為1 ha及
0.1 ha之蝴蝶蘭園，於其室內外設置感測
點，以無線傳輸方式傳回主機端儲存，供

微氣候環境監測主機於溫室試驗情況

為定期或不定期分析判讀，另會同荷方學
者及臺南場共同討論適應臺灣環境之溫室
設計及相關節能措施。又將收集到之環境
資料輸入PLC運算，以分段開啟方式驅動
天窗、側捲揚、內遮陰及風扇等環控設
備，藉多段調控方式達節能效果，目前運
轉正常並持續進行系統優化設計。而在2
處蘭園能源使用情況調查發現，栽培面
積0.1 ha蘭園之平面溫度分布較1 ha者均
勻，且溫度梯度較小，對環境控制能力及
蝴蝶蘭生長情況較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