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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華民國雜草學會第 17屆理、監事及幹事名錄 

理 事 長：張賢懿 

常務理事：王順成、黃朋舉、蔣永正 

理    事：王慶裕、蒲秀滿、謝清祥、侯金日、徐玲明、袁秋英、

許志聖、郭華仁、楊志維、許福星、李茂昇、陳宏銘、

王裕文、侯福分、郭峰宗、楊嘉凌、林正斌 

常務監事：張興哲 

監    事：方麗萍、林介民、楊純明、張素貞、吳志文、黃育清 

 

秘 書 長：黃文達 

副秘書長：侯金日 

副秘書長：蒲秀滿 

副秘書長：周國鴻 

總 務 組：林介民 組長 

事 務 組：方麗萍 組長 

學 術 組：王慶裕 組長 

會    計：黃秀鳳 

出    納：蕭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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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年會、雜草科學講座暨研究成果發表會 

活動時間表： 

 

■大會議程： 

時    間 內                容 

8:30~9:20 報   到  

9:20~9:30 開幕式：主席、貴賓致詞  

 第一單元：雜草科學講座「巴拉刈除草劑禁用之探討」    主持人  王順成 教授 

時     間 內                容 演講者 

09:30~10:10 
Paraquat and its role in a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future 
Mr. Arkle Peter（Global Regulatory 

Stewardship Lead，先正達農藥公司） 

10:10~10:30 海報展、休息及意見交流  

10:30~11:15 除草劑巴拉刈在環境中的命運 顏瑞泓教授（台灣大學農化學系） 

11:15~12:00 巴拉刈使用現況暨禁用問題之探討        場長（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12:00~13:20 午餐及意見交流、海報展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會員大會  

時     間 內                容 主持人 

13:20~13:35 會務報告及討論 張賢懿 理事長 

13:35~13:50 表揚傑出個人學術獎及事業獎  

 第二單元：研究成果發表會       

時     間 內                容 主持人 

13:50~15:00 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宣讀) 王慶裕 教授 (中興大學農藝系) 

15:00~15:20 海報展、休息及意見交流  

 第一單元續：雜草科學講座「巴拉刈除草劑禁用之探討」   主持人  王順成 教授 

時     間 內                容 演講者 

15:20~16:00 非選擇性除草劑在台灣深耕半世紀 方麗萍 總經理（玉田地有限公司） 

16:00~16:40 除草劑中毒的臨床治療 
洪東榮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毒物科主任） 

16:40~17:00 綜合討論 & 優良壁報頒獎＆摸彩 張理事長及各位講師 

17:30~19:30 雜草之夜餐會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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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華民國雜草學會第 17屆第 2次會員大會程序 

 

 

一、大會開始  

二、主席報告  

三、來賓致詞  

四、會務報告  

五、提案討論  

六、臨時動議  

七、頒獎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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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會務報告 

2014年 會員大會會務報告 

一、理 、監事會議 

    召開 3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會中決議事項均已分別執行並呈報內政部在

案。重要決議事項為繼續參加中華民國農學團體2014年聯合年會(於十二月十二日

假國立台灣大學舉行)，本學會推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洪秋

香女士為今年優良農業基層人員，並推薦郭寶錚 教授為本學會學術獎褒獎人，蒲

秀滿 經理為本學會事業獎褒獎人。 

二 、會籍 

本會截至本年(2014年)12月8日為止，本年度共11位新加入普通會員，

1位加入永久會員，2家團體會員，計有有效個人會員191人，團體會員10家。 

三 、財務 

1. 2014年度收支決算如附件一，經本會第17屆第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審核通過，擬提報本次大會審議追認（附件一）。 

2. 本會截至2014年11月30日為止，共計有新台幣壹百參拾萬伍千捌佰

肆拾參元存於華南銀行及郵政儲金（附件一）。 

四、出版 

1.中華民國雜草學會會刊陸續出刊。本會總編輯王慶裕博士備極辛勞

維持本會會刊發行，謹此致謝。 

2.中華民國雜草學會網頁運作順暢，希望能持續加強國內各界之聯絡

工作及舉辦活動，歡迎參觀及提供改進意見。 

3.本刊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會刊」為提升期刊競爭力與瀏覽率，已陸

續與凌網科技、(遠流)智慧藏與華藝數位等公司合作，加入「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 「TAO台灣學術線上」與「CEPS中文電子期刊

服務」等線上資料庫，並將每篇被接受文章均加上DOI「數位物件

識別號」，可大幅提高被引用率，歡迎踴躍投稿。 

4.「中華民國雜草學會會刊」與網頁簡訊接受各界刊登廣告： 

 收費說明： 

(1)公司團體：A4.整版的彩色廣告費：20,000 元NT, A4.整版的黑白廣

告費：10,000元NT,  

   A4.半版的黑白廣告費:5,000 元NT。 

(2)個人贊助者：依A4.的1/10 面積的位置之字體寫上，XXX公司經理 

張XX 贊助，或    國立XX大學 XX系 教授XXX 贊助，依字體

大小而分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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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依A4.的1/10 面積的位置之字體收費：2,000 元NT。 

   (b)依A4.的1/20 面積的位置之字體收費：1,000 元NT。 

(3)意者請洽:學會秘書組 wendar@ntu.edu.tw 

 

五 、學術活動 

1. 年度8月28與台大農藝學系合辦「休憩綠地草坪管理與農藥安全使用

研習會」，活動圓滿成功。 

2. 本次大會舉辦 [雜草科學講座與研究成果發表會]，內容包括(1)專題

演講(2)論文宣讀(3)壁報展示等，感謝各位會員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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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華民國雜草學會會員大會提案討論 

伍、議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本會第 17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 2014 年經費收支決算書（附件一）。 

說  明：依據本會章程第六章第三十三條辦理。本決算書業經本會第

17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通過，並已付諸執行，謹提

報本次大會審議追認，2014 年最後收支決算書，提請授權常

務理監事審核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決算。  

決  議： 
 
 
 
 
 
 
  提案二 

提案人：本會第 17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 2015 年工作計畫書草案（附件二）。 

說  明：依據本會章程第六條規定，研訂 2015 年工作計畫書草案，本

草案業經本會第 17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提報

本次大會審議，送交第 18 屆理監事會執行。 

    決  議： 
 
 
 
 
 
 
 
提案三 

提案人：本會第 17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 2015 年經費收支預算書草案（附件三），請核議。 

說  明：依據社會團體財物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訂定 2015 年經費收

支預算書草案。本草案業經本會第 17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討論通過，提報本次大會審議，送交第 18 屆理監事會執行。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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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一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103年度收支決算表 
 

中華民國 103年 01月 01日至 103年 11月 30 日 

單位：元 

科目 決算數 
 

預算數 

決算與預算比較 

說        明 
增加 減少 

經費收入 114,746 70,000 44,746  
 

入會費 1,500 1,000 500  
 

常年會費 74,107 45,000 29,107  103年度會費: 現金 55,200 +劃撥郵局

帳號收入 18,907 (含劃撥收續費扣款) 

利息收入 14,139 14,000 139  定存 13786 元+郵局 353 元(儲金利息

53+劃撥利息 300) 

其他收入 25,000 10,000 15,000  期刊廣告收入 

經費支出 94,197 70,000 24,197   

人事費 6,400 0 6,400  演講費用(8/28研討會) 

會議費 5,000 5,000 0  台灣農學會會費 

會刊編印 18,000 30,000  12,000 
期刊 7000元(22本*159*2期)+光碟

11000元(250張*22元*2期) 

雜費支出 64,797 35,000 29,797  

通訊投票郵資 3180元及選票 2960元

+8/28(餐點 8317元+研習會手冊 9600

元+12/8年會(手冊 15000元+場地費

25920元) 

本期餘絀 20,504 
   

 

 

 

製表： 

 

 

 

秘書長： 

 

 

常務監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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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現金出納表 

中華民國 103年 01月 01日至 103年 11月 30 日 

單位：元 

收入部份 支出部份 

科目名稱 金 額 科目名稱 金 額 

上期結存 1,285,294 本期支出 94,197 

本期收入 114,746 本期結存 1,305,843 

合計 1,400,040 合計 1,400,040 

 

製表： 

 

 

 

秘書長： 

 

 

常務監事： 

 

  

理事長： 

 

 

 

表三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103年 01月 01日至 103年 11月 30 日 

單位：元 

資        產 負債基金及餘絀 

科       目 金       額 科        目 金       額 

存簿儲金(含基金專

戶 80,960元) 97,925 累積餘絀 1,285,294 

定期存款 1,200,000 本期餘絀 20,504 

郵政劃撥儲金(已轉

為莿桐郵局) 3,767   

華南銀行 451   

零用金 3,700   

合計 1,305,843 合計 1,305,843 

 

製表： 

 

 

 

秘書長： 

 

 

常務監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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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基金收支表 

中華民國 103年 01月 01日至 103年 11月 30 日 

單位：元 

收入部份 支出部份 

科目名稱 金       額 科目名稱 金      額 

歷年累存 77,460   

本屆提撥*                                                                                                                                                                                                                                                                                                                                                                                                                                                                                                                                                                                                                                                                                                                                                                                                                                                                                                                                                                                                                                                                                                                                                                                                                                                                                                                                                                                                             3,500   

  結餘 80,960 

合計 80,960 合計 80,960 

 

製表： 

 

 

 

秘書長： 

 

 

常務監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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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2015年工作計畫書草案 

 

 

會  務： 

一、每 4 個月召開理監事聯席會 

二、舉辦會員大會 

三、徵求新會員 

四、網頁更新維護 

五、其他會務活動 

學  術： 

一、編印、出版中華民國雜草學會會刊 

二、中華民國雜草學會簡訊網路版陸續出版 

三、舉辦演講、論文宣讀活動及專題研討會 

四、辦理委託試驗研究事項 

五、加強雜草相關技術服務 

財  務： 

一、辦理歲入、出預算及決算 

二、財務、帳務及會計 

總  務： 

一、文書處理 

二、出納、事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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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表五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104年度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4年 01月 01日至 104年 12月 31 日 

單位：元 

名    稱 預 算 數 說        明 

經費收入 70,000   

入會費 1,000 各類會員入會費 

常年會費 45,000 各類會員常年會費 

利息收入 14,000  

其他收入 10,000 補助費 

經費支出    

  業務費 70,000   

會議費 5,000 103年農學團體年費 

刊物編印費 30,000 會刊(訊)及研討會手冊編印費 

雜費支出 35,000 年會等支出 

本期餘絀   

提撥基金 3,500 (70,000*5%) 

 
 

製表： 

 

 

 

秘書長： 

 

 

常務監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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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2014年中華民國雜草學會褒獎得獎人介紹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褒獎 

學 術 獎 得 獎 人 

郭 寶 錚 先生 

 

年齡：56 歲 

學歷：美國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生物統計系博士 

美國 Iowa State Univ.統計系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糧食作物研究所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系學士 

 

經歷：  

●  曾任台灣農藝學會理事、秘書長 

●  中華農業氣象學會理事 

●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試驗場場長 

●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系系主任 

現任職務： 

●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系教授 

具體優良事績： 

 

一、發表模擬基改作物基因流動及基改與非基改作物共存研究國內外論文 5 年共

21 篇。國外由於引進基改作物而大量使用除草劑，美國南部出現超級雜草而

造成耕作危機。如莧科植物中已能抵抗嘉磷塞 (Glyphosate) 除草劑。這些抗

除草劑的超級雜草使農作物收成減少，迫使農民使用更多更強的除草劑。此亦

顯示基改作物所引發的環境風險。雖然我國目前尚未有任何基改作物可合法種

植於開放農田內，但未來狀態則未可知，因此基改作物對環境影響的相關研究

可提供決策者重要參考。 

二、有關基改與非基改作物之共存栽培之相關研究，國內目前僅處於起步階段。，

其中基改大豆已為衛生署公告許可上市之品項，產品原料雖以大宗穀物途徑進

口，但也可能流入田間種植，或者混在非基改作物種子中而被帶入，造成混雜

或後續花粉污染。因此，為及早因應基改大豆對台灣傳統農業產生可能的影

響，並維護傳統大豆(毛豆)產業之永續發展，以及保護外銷產品不受基改大豆

污染。近年來投入調查台灣大豆田間昆蟲相的分佈研究，並探討其可能對大豆

授粉的影響及大豆花粉飄散之範圍，以作為防範基改大豆花粉流動的依據。 

三、台灣每年大約有 3-4百萬噸的飼料玉米進口，鄰國菲律賓可合法種植基改玉米，

為防止基改玉米對台灣傳統非基改玉米產生汙染的影響，近年來研究中模擬台

灣玉米花粉飄散所造成基因流動的影響以及與隔離距離間的函數關係，並探討

空間及時間隔離的可能性，以提供本土資料作為未來政策決定的參考。 

其從事作物雜草管理學術研究成果備受肯定，特予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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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雜草學會褒獎 

事 業 獎 得 獎 人 

蒲 秀 滿 女士 

 

 

年齡：55 歲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系植物病理組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病理研究所 

經歷：農委會與國立政治大學 2009年農業科技跨領域 

人才培訓班(AMMOT)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理事 

台北市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會監事 

中華農藥協會理事 

現任職務：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拜耳科學作物事業群 法規經理 

具體優良事績： 

 

得獎人自 1982 年台灣大學植病系畢業後加入台灣巴斯夫(BASF)股

份有限公司服務。承蒙長官賞識,以在職進修方式完成植物病理研究所

學業,歷經營業部門與開發部門。於 1999 年加入安萬特(Aventis)與台灣拜

耳(Bayer)公司,至今於產業界服務已有 32 年。期間主要參與從初期新藥

的田間開發試驗，至完成整個產品於我國註冊登記。親自完成之產品

登記數超過 30 以上。 

   在職業生涯中,除了積極努力,自學或參加各種訓練,不斷提升自己

的專業領域能力,學以致用,努力完成公司交付之任務,平時也透過與

政府管理當局的法規會議,參與法規制定。全力遵守政府規定，重視環

境保護。希祈以專業能力與愛護環境之理念,登記出更多對人、畜,非

目標生物更安全與對害物專一有效,環境更有善的優質產品,與國內農

民使用，讓我們的環境更美好，提高農作物的安全性。 

   受獎人每年積極參加雜草學會之會議及活動 ,並擔任雜草學會理、

監事多年，支持學會的發展予於肯定，特予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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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優良農業基層人員 

洪 秋 香 小姐 

 

年   齡：48 歲 

主要學經歷： 

台中縣立霧峰農工 

現任職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應用技術組 

具體優良事蹟 
 

洪秋香女士自民國 72年於臺灣省植物保護中心(農業藥物毒物

試驗所前身)任職至今逾 30 年，目前為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公害防

治組技工，長期協助農田雜草管理、除草劑抗藥性調查及農作物農

藥藥害診斷技術等相關研究之試驗執行與相關服務。分述如下： 

 

1. 農田雜草管理及除草劑應用：定期調查全臺水稻田、蔬菜田、

及果園等雜草草相的分布及種子蒐集，作為試驗研究之植物材

料，同時記錄將近約百餘種雜草圖像，協助實驗室出版『農田雜

草與除草劑要覽』專書及『臺灣水域及旱地常見雜草』海報。 

2. 農作物農藥藥害診斷服務：協助實驗室建立藥害診斷技術之相

關試驗執行，同時將各縣市農業單位檢送之藥害案件分類及樣品

調查與建檔，作為植物異常生長與藥害發生相關性研判之依據。

並蒐集資料出版『農藥藥害的發生與診斷』專書及建立『公害、

藥害資料庫網路查詢系統』。 

3. 其他有關設施內農藥安全施用技術、水稻田除草劑篩選登記試

驗等，亦為目前執行中之試驗計畫。 

 

其從事作物田雜草管理及農藥藥害診斷等基層服務，成果備受

肯定，特予推薦於中華民國農學團體 103 年聯合年會表揚。



 

17 

 

 

 

 

 

 

【雜草科學講座】 



 

 18 

 

柒、雜草科學講座 

 

Paraquat and its role in a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future  ……………19 

Mr. Arkle Peter（Global Regulatory Stewardship Lead，先正達農藥公司） 

除草劑巴拉刈在環境中的命運……………………………………………27 

顏瑞泓教授（台灣大學農化學系） 

巴拉刈使用現況暨禁用問題之探討………………………………………33 

      場長（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非選擇性除草劑在台灣深耕半世紀 …………………………..…………43 

方麗萍 總經理（玉田地有限公司） 

除草劑中毒的臨床治療 ………………………………………………..…61 

洪東榮教授（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毒物科主任） 

 



 

19 

 

 

 

 

 

 

 

 

 

Paraquat and its role in a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future 

 

Mr. Arkle Peter 

Global Regulatory Stewardship Lead，先正達農藥公司 

 



Weed Society of Taiwan, December 8th 2014 

Paraquat and its role in a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future 
 
 
 
 
Peter Arkle  
Global Regulatory Stewardship Lead, Basel, Switzerland 

2  

Demand for food is driven by population growth and 
rising calorie consumption 

World population 
> 80% of growth happens 
in emerging markets 

1950 
2.5 billion 

2011 
7 billion 

2050 
9 billion Emerging 

Developed 

Source: FAO, Syngen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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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demand for major crops* 
bn tonnes 

+50% 

 

*  Includes cereals, rice, corn and soybean 

Food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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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ontribution is to raise productivity in sustainable 
ways 

Classification: PUBLIC 

Rural economies 

Land People 

Technology 

Grow more from less 

        improving farm 

               productivity 

building rural 

           prosperity 

  reducing agriculture’s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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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health 

Less poverty 

More biodiversity 

Less degradation 

More food 

Less waste 

One planet. Six commitments. 

Make crops 

more efficient 

Increase average productivity 

of the world’s major crops by 

20% without using more land, 

water or inputs 

Rescue 
more 

farmland 

Improve the 

fertility of 10 

million hectares 

of farmland on 

the brink of 

degradation 

Look after 
every worker 

Strive for fair 

labor conditions 

throughout our 

entire supply 

chain network 

Empower 
smallholders 

Reach 20 million 

smallholders 

and enable them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by 50% 

Help 

biodiversity 

flourish 

Enhance 

biodiversity on 

5 million 

hectares of 

farmland 

Help people 
stay safe 

Train 20 million 

farm workers on 

labor safety,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Good Growth Plan 

We’ve made six commitments to help grow more food using fewer 
resources, while protecting na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helping people in 
rural communities live better lives 

5  

Herbicide resistance continues to increase 

Cumulative number of weed species having evolved resistance                                                                 

to non-selective herbicides globally 

Data based on confirmed cases of resistance globally as cited at http://www.weedscience.org/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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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yphosate Glufosinate Paraquat

Paraquat resistance reported in 15 countries 
Glyphosate resistance in 21 countries 

 
NO herbicide is immune to resistan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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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of Paraquat 

● Paraquat (1,1’-dimethyl-4,4’-bipyridylium dichloride) 

 

     Paraquat ion structure: 

 

 

 

● Discovered in 1882, used as oxidation-reduction indicator (methyl viologen) 

since 1932  

● Bipyridinium compounds first recognised as herbicides in 1954 

● Activity of paraquat salts recognised in 1955 

● Diquat (Reglone® ) and paraquat  (Gramoxone® ) developed as commercial 

herbicides, paraquat being first sold in 1962 

Source: Paraquat SANCO/10382/2002 – final 3 October 2003. ®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a Syngenta Group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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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quat’s Mode of Action  

Source: Hall, L. 1999. How Herbicides Work: Biology to Application, pp.53-62. 

Video clip on paraquat’s mode of action  

8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and widely used herbicides 

● Non-selective activity 

● Used in the control of key monocot and dicot weeds 

● Pre-plant burndown, for targeted inter-row applications and seed set control 

● Integral tool for weed management in orchards/tree crops, plantations, 

vineyards, corn, sugarcane and vegetables or as a pre-plant application in rice 

and other crops 

● Registered for use in over 90 countries in more than 100 crops 

9  

Approved in over 9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lassification: PUBLIC 

Approval withdrawn 

Approved 

Never ap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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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rivalled speed of uptake & desiccant action in plants 

● Rapid speed of uptake: 

- 90% uptake within 2 minutes 

- 98% uptake within 10 minutes 

● Short rainfast period is a key benefit in environments with unpredictable rainfall 

(unlike glyphosate and glufosinate)  

● Enables planting within 30 minutes to 1 hour of application 

● Extremely fast speed of activity, symptoms within hours 

● Desiccant action provides good seed bed 

● Cropping rotation benefits & increased intensity of cr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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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conservation & erosion control 

● Retention of plant root structure related to limited translocation (unlike glyphosate) 

● Improvement in soil structure  

● Reduced erosion & soil loss 

● Increased soil water retention 

●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upland areas on steep slopes 

Accumulated soil loss over 4 yrs due to erosion 

Data refers to field trials conducted in different cropping systems in the Philippines, where: Quezon = corn    Batangas = corn/upland rice   Benguet = potato/cabbage 

Field trials evaluating prevention of soil loss on steep slopes using paraquat compared with systemic herbicides 

12  

Contributing to social & economic development 

● Enabled more efficient weed control  

● Replacement of manual weeding 

● Helping to address labor shortage 

● Increased output and reduced costs 

Controlling weeds by hand in corn 

Inter-row weed control in corn using paraquat 

Photos courtesy http://www.paraqu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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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paraquat  

Vietnam 
(Tin et al, 2011*) 

Yield advantage over : 

Maize 

Tea 

Conventional Glyphosate 

+17.8% 

+17.8% 

+2.9% 

+7.7% 

The 

Philippines 
(Qulcoy et al, 2012*) 

Potato 

Cabbage 

Sugar cane 

$ saving/ha over conventional  

+$171 

+$96 

+$224 

China 
(Tang et al, 2004*) 

Yield (%) over conventional : 

+4-8% 

Farmer income benefit /ha : 

+$440 

Australia 
(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 2013**) 

$1.8bn 

Value over the next 10 years:  

$362m 
GDP p.a 

≈ 600  
jobs p.a 

Wheat-Rice  

rotation 

*For full references see Shoham, 2013, Outlooks on Pest Management – April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syngent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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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ard 
 

Hazard x Exposure = Risk  
 

Risk is a function of hazard and exposure 

Exposure 
Hazard 

 R
is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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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stewardship reduces exposure and reduces risk 

Paraquat products are classified as 
“moderately hazardou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rough minimising 

potential exposure 

to GRAMOXONE 

risks can be 

managed  

Hazard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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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use & Stewardship  

● When used according to label guidelines & with recommended basic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araquat proposes no serious occupational risk  

● Successive studies & reviews by many independent agencies & scientists over 

the past 4 decades have clearly established that paraquat is environmentally 

benign  

● Non-volatile  & low dermal absorption 

● Safening agents: stench, dye & emetic                                                                                         

added 

● Stewardship and training remain                                                                                                                

integral to the safe handling, storage                                                                                                                   

&  use of all pesticides 

 

Smallholders being trained in the safe use of pesticides 

17  

Conclusions 

● Paraquat’s unique mode of action and benefits means it 

is essential to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Taiwan 

- Unrivalled speed of uptake & action in plants 

- Aids soil conservation & erosion control 

- Improves yields and productivity  

- Social & economic benefits to growers and rural communities. 

● Herbicide resistance threaten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Taiwan and around the world 

● Good product stewardship is essential to prevent 

exposure, minimise risks and ensure safe use. 

●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encourage stewardship to 

help ensure GRAMOXONE can continue to play a key 

role in a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future for Taiw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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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劑巴拉刈在環境中的命運 

 

顏瑞泓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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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e of herbicide paraquat in environment 

巴拉刈在環境中的命運 

Speaker : Jui-Hung Yen 

Date : 2014/12/05  

Outline 

Introduction of paraquat and soil 

Analyze of paraquat 

Fate of herbicide paraquat in soil 

Metabolism of paraquat 

Mobility of paraquat in soil 

Effect of paraquat on soil properties 

Fate of herbicide paraquat in soil 

Dissipation of paraquat in river water 

Introduction of paraquat and soil Common name paraquat 

Chemical Abstracts name 1,1'-dimethyl-4,4'-bipyridinium 

CAS RN 4685-14-7 

Molecular  C12H14N2 

Formula Weight 186.3 

Form colourless, hygroscopic cystals 

Melting point 340℃ 

Vapor pressure (25℃) ＜ 1 × 10-2 mPa  

Solubility In water c. (pH c. 5-9, 20℃) 620 g/L 

Octanol/water partition ciefficient (KOW) (20℃) log KOW = -4.5 

Table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paraquat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paraquat 

(the pesticide manual 16th edition, 2012) 

Toxicity of paraquat 

LD50 for rat 58-113 mg kg-1 (oral acute) 

LD50 for rainbow trout 18.6 mg kg-1 (96hr) 

EC50 for daphnia 4.4 mg kg-1 (48hr) 

(the pesticide manual 16th edition, 2012) 

Pesticide name 農藥中文名 
LC50 for rat 1 LC50 for fish2 LC50 for daphni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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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quat 巴拉刈 58-113 18.6 (rainbow trout) 4.4 

Glyphosate 嘉磷塞異丙胺鹽 >5000 >1000(trout) 930 (48hr) 

Glufosinate Ammonium 固殺草 2000(male), 1620 (female) 710 (rainbow trout) 560-1000 (48hr) 

Bensulfuron-methyl 免速隆 >5000 >66 (rainbow trout) >130 (48hr) 

Butachlor 丁基拉草 2620 0.52  (rainbow trout) 4.24 (48hr) 

Pendimethralin 施得圃 >5000 0.89  (rainbow trout) 0.4  (48hr) 

Fluazifop-Butyl 伏寄普 3680 (male), 2451 (female) 1.3 (rainbow trout) >1.0   (48hr) 
1 Acute oral  2 Acute toxicity (96hr)   3 Acute toxicity (48hr) 

Table. Compare toxicity of paraquat and other pesticide. 

Soil properties 

Soil particle : negative charge of surface 

Impact factor of pesticide degradation  

Organic matter  

Soil texture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 

pH value 

Soil moisture 

Soil microorg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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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of paraquat in water sample 

水中二刈和巴拉刈檢測方法－固相萃取與高效液相層析／紫外光偵測
器法 

取250 mL的水樣，將pH 調整至
10.5。 

使用逆相/離子對模式之C8固相吸
附劑管柱或C8 萃取膜萃取樣品。 

以液相層析檢測巴拉刈，其吸收
波長為及257 nm。 

(中華民國89年6月22日（89）環署檢字第33960號公告 

  NIEA W646.50C) 

Fate of herbicide paraquat in soil 

Metabolism of paraquat  

Mobility of paraquat in soil 

Effect of paraquat on soil properties 

 

Metabolism of paraquat 

Fig. Scheme for the biodegradation of paraquat on 

soil. m= microorganism; hv= sunlight (paraquat 

in soil) or UV light (paraquat in solution)  

Fig. Percentage of paraquat remaining as a 

function of time in field condition and 

ambient condition. 

(Pestic Sci 55:566-614 (1999) & J Environ Sci Heal B, 41:5, 485-507(2006)) 

Degradation rate of pesticide 

Pesticide  DT50 

Glyphosate 
27-146 days (aerobic in lab) 

14-22 days (anareobic in lab) 

Paraquat 
rapidly and strongly adsorbed to soil and 

sediment 

Glufosinate-Ammonium 
7-20 days (in field) 

3-10 days (in lab) 

Bensulfuron-methyl 88.5 days (silt loam soil) 

Pendimethalin 3-4 moths  

Fluazifop-Butyl <24 hours (in moist soil) 

Table. Degradation rate of paraquat and other pesticide. 

(the pesticide manual 16th editi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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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y of paraquat in soil 

Fig. Distribution of paraquat concentration in vertical soil profiles of all soils in 

experiment periods after paraquat application with (a) low dose and (b) high 

dose in the field experiment. 

(J. Environ. Sci. Heal. B, 2006,41:5, 485-507) 

Fig. Distribution of paraquat concentration in vertical soil profiles of all soils in 

experiment periods after paraquat application in soil column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vertical transport of dissolved paraquat was limited during 

water flow through the soil profile. 

(J. Environ. Sci. Heal. B, 2006,41:5, 485-507) J. Environ. Sci. Heal. B, 2006,41:5, 485-507 

Table. Multiple regression equations showing the contribution of soil characteristics on paraquat sorption 

magnitude at different sorption stages. 

Tab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a metric between isotherm constants and three stages sorption amount versus 

soil characteristics. 

Paraquat sorption was controlled primarily by soil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rather than soil 

organic matter and clay content. 

The most influential soil variables governing paraquat sorption were exchangeable calcium 

percentage (ECP), exchangeable sodium percentage (ESP), and total iron content (TFe). 

Effect of paraquat on soil properti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public of 

China, Part B: Life Sciences 1993,17:, 116-121) 

Soil 
Paraquat content 

(ppm) 
Soil pH 

Conductivity 

(mmho) 

CEC  

mol(+)/kg soil 

0  4.1  0.290  40.38 

0.29  4.0  0.302  39.92 

Chutzuhu laom 2.9  3.9  0.313  39.56 

29  3.9  0.378  39.88 

290  3.7  0.519  39.26 

0  4.7  0.070  9.14 

0.29  4.3  0.070  8.95 

Pincheng clay 2.9  4.5  0.069  8.59 

29  4.5  0.075  8.47 

290  3.8  0.163  8.78 

0  7.2  0.485  5.44 

0.29  7.3  0.567  5.06 

Lukang silty loam 2.9  7.4  0.602  4.94 

29  7.4  0.528  4.66 

290  7.3  0.906  4.67 

Table Effects ofParaquat on Soil pH, Conductivity and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public of 

China, Part B: Life Sciences 1993,17:1, 1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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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Change of soil-moisture characteristic retention curve by adding paraqua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public of 

China, Part B: Life Sciences 1993,17:, 116-121) 

Fate of herbicide paraquat in water 

Dissipation of paraquat in river water 

Mobility of paraquat in soil 

 

Table. Dissipation of paraquat in river water 

Table. Volatilization of herbicide from autocalaved water 

(Water Air Soil Poll.1994,1-7) 

Conclusion  

Paraquat has higher toxic in acute toxicity in rat. 

Paraquat would rapidly and strongly adsorbed to 

soil. 

 We can use HPTLC, spectrophotometer and 

HPLC to analyze paraquat. 

Paraquat would affect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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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刈使用現況暨禁用問題之探討 

 

        場長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主講人：場長              博士       

巴拉刈使用現況暨 
禁用問題探討  

103年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年會 
日期： 2014.12.08  

資料彙整：高雄場陳明吟助研員、曾敏南課長 

2 

巴拉刈除草劑應用之源起 

巴拉刈(paraqurt)最早於1933年為實驗室內做為

氧化還原的指示劑(稱為Methyl viologen)。 

1955年英商卜內門化學工業公司(ICI)，於實驗室

中發現巴拉刈有除草作用，1958年起將本藥推廣

在農業上使用。 

因為價格低廉，使用時直接噴灑於雜草表面，具

有非選擇性的除草效果，接觸土壤迅速分解，沒

有農藥殘留問題。 

基於上述優點，在農業上獲得廣泛的使用。 

(陳妙禎。2004。腎臟與透析 P145-149。) 

3 

巴拉刈在農業上的應用 

巴拉刈商品：百草枯、克
蕪蹤、對草快 

1968年起於台灣開始登記
生產及販賣。 

全球至今已超過120個國
家使用巴拉刈。 

目前約有20多個國家已禁
止使用或嚴格限制使用。 

C12H14Cl2N2 

4 

巴拉刈於農業上之作用機制分類 

作用機制  HRAC 化學分類及有效成分名稱 

在光合系統II抑制光合作
用(Inhibition of 
photosynthesis at 
photosystem II) 

C1 

三嗪類(triazine) 

佈滅淨(prometryn)、草殺淨(ametryn)、草脫淨 
(atrazine)、草滅淨(simazine)、氯乃淨
(cyanazine) 

 

三嗪酮類(triazinone) 

菲殺淨(hexazinone)、滅必淨(metribuzine) 

 
尿嘧啶類(uracil) 

克草(bromacil) 

C2 

尿素類(urea) 

可奪草(fluometuron)、得匍隆(tebuthiuron)、理
有龍(linuron)、愛速龍(isouron)、達有龍
(diuron)、撲奪草(metobromuron) 

 
醯胺類(amide) 

除草電(propanil) 

光合系統I的電子轉移
(photosystem I-
electron diversion) 

C3 

聯嘧啶類 (bipyridylium) 

巴拉刈(二氯鹽) (paraquat dichloride) 

5 

作用機制及特性 

作用機制：於光合作用中產生過氧化物傷害細胞
膜及細胞質。因其殺生作用為觸殺性，且降解速
度快，故對施藥後再萌發之雜草無效。 
為一具有非選擇性、接觸性、廣效性、速效性及
局部滲透性除草劑。 
可自葉部吸收並經木質部少量移轉。 
在植物及土壤表面易受光分解。 
易被土壤微粒強力吸附，故被土壤吸附後不易被
作物吸收。 
為全球用量第二大的除草劑(僅次於嘉磷塞)。 
用於農園藝除草及棉花、大豆之乾燥促進劑。 

6 

國內用途-雜草防除(1/2) 

因在土壤中易被分解，
故許多短期作物種植
前皆會使用。如：小
葉菜類、豆科、茄科、

葫蘆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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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用途-紅豆落葉劑(2/2) 

傳統採收方式-日光乾燥 
  人工連根拔除植株，以3~5株根部

朝上，抓疊成一束束曝曬，晴天無
雨時，約10天才能完全乾燥，再以
人力或機器採收。(耗費人力及時
間) 

近代採收方式-落藥劑乾燥 

  應用作為落藥劑加速乾燥。因收割
機易被未乾燥枯黃的紅豆莖葉卡住，
且其汁液會沾污豆粒影響品質。巴
拉刈可使紅豆植株落葉時間一致，
方便機械採收。 

自然落葉區  

8 (方麗萍，2014) 

 台灣農藥銷售統計 (2012-2013年)           (價格：出廠價) 

農藥分類 
2012年銷售量 

(公噸) 
2013年銷售量 

(公噸) 
2012年銷售量 
(百萬台幣) 

2013年銷售量 
(百萬台幣) 

除草劑 15,685 16,289 1,691 1,712 

殺蟲劑 17,794 17,417 3,204 3,192 

殺菌劑 6,065 6,528 2,336 2,474 

其他 1,495 1,434 203 202 

總計 41,039 41,668 7,434 7,581 

+/- 12’/13比
較 

2% 2% 

臺灣農藥量銷售現況 
至2014年9月，共核准368種農藥，農藥許可證共4,511張。 

2013年農藥銷售金額約76億，總銷售量約4萬2千噸。 

與2012年相較，農藥銷售量及金額皆成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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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劑

23%

殺蟲劑

41%

殺菌劑

33%

其他

3%

16,289
17,417

6,528

1,434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除草劑 殺蟲劑 殺菌劑 其他

2013年農藥銷售量(公噸) 2013年農藥銷售金額佔比 

2013年臺灣農藥銷售現況 

公噸 

至2014年9月，核准之除草劑共26種，農藥許可證549
張；以混合劑型計算，共核准之除草劑為91種，農藥
許可證共589張。 

2013年除草劑之總銷售量為1萬6千公噸，佔農藥總銷
售量之39%；銷售金額約17億，為總市場之23%。 

10 

2003-2012年台灣農藥銷售量 (公噸) 
 
分類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 03'/12' 

銷售量比較 

殺蟲劑 

17,656 15,952 16,287 15,478 15,016 14,493 14,075 15,645 15,484 17,794 1% 

殺菌劑 

4,826 4,511 4,688 4,445 5,354 5,834 4,886 4,691 5,529 6,065 26% 

除草劑 

16,243 15,733 14,214 16,110 16,911 14,827 14,480 13,107 14,555 15,685 -3% 

其他 

1,188 1,111 1,339 1,187 1,340 1,713 1,265 1,266 1,356 1,495 26% 

總計 

39,913 37,307 36,528 37,220 38,621 36,867 34,706 34,709 36,924 41,039 3% 

 2003-2012年台灣農藥銷售金額 (新台幣: 百萬) 
 

分類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 03'/12' 

銷售金額比較 

殺蟲劑 
2,790 2,338 2,195 2,169 2,322 2,562 3,461 3,027 2,690 3,204 15% 

殺菌劑 

1,595 1,439 1,387 1,449 1,751 1,952 2,149 2,038 1,878 2,336 46% 

除草劑 
1,479 1,424 1,420 1,476 1,659 1,584 1,869 1,531 1,587 1,691 14% 

其他 178 134 141 108 155 196 172 222 175 203 14% 

總計 
6,042 5,335 5,143 5,202 5,887 6,294 7,651 6,818 6,330 7,43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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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臺灣除草劑市場分類及銷售 

7,154
6,585

2,550

0

2,000

4,000

6,000

8,000

非選擇性 水田 旱田

水田

14%

旱田

28%
非選擇

性

57%

2013除草劑銷售數量 
2013除草劑銷售金額比 

公
噸 

除草劑依用途可分為非選擇性、水田及旱田用除草劑。 

非選擇性除草劑包括嘉磷塞異丙胺鹽、固殺草及巴拉刈，
三者佔台灣除草劑市場之銷售量44%，銷售金額57%。 

12 

(方麗萍，2014) 

主要非選擇除草劑銷售統計 (2013年) 

排
名 

主要除草劑及劑型 銷售量 
(公噸) 

銷售金額 
(百萬台幣) 

1 固殺草 13.5%SL 1,955 388 

2 嘉磷塞異丙胺鹽 41%SL 3,987 385 

3 巴拉刈 24%SL 2,066 211 

4 固殺草 18.5%SL 215 83 

非選擇性除草劑總市場 8,223 1,067 

非選擇性除草劑種類及銷售 

固殺草

13.5%SL

44%

巴拉刈

24%SL

20%

嘉磷塞異

丙胺鹽

41%SL

36%
2013台灣非選擇性除草劑 

銷售金額佔比(10億) 

2013年非選擇性除草劑銷售量達10億台幣以嘉磷塞異
丙胺鹽居冠，巴拉刈居次；但因巴拉刈價格較低，故
總銷售金額較固殺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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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磷塞 
有機磷除草劑，無選擇性。 

在土壤中可被微生物分解或迅速被土壤吸附而喪失殺草
力；故噴至土面之藥劑不會被作物種子及植株之根吸收
而產生傷害。 

藥劑由莖葉吸收可經篩管傳至未與藥液接觸之部位；在
細胞內抑制酵素(EPSP)，阻礙胺基酸之合成而殺死植物。 

對各類一年及多年生草本雜草效果良好，但對藤類及雜
木之效果較弱。 

藥效之充分發揮，敏感種類須4~7日，忍受性高之雜草
須2~3週。噴藥後4~6小時內下雨會降低殺草效果。 

嘉磷塞對作物之藥害主要由施藥不當，藥液與莖、葉、
芽體或裸根接觸所引起。 

14 

固殺草 

接觸型，侷限於藥液接觸到之部分。藥液須要噴
到莖葉各部位及芽體，才能殺死雜草。 

具局部移行性，可有效防除一年草及部分多年生
草，為非選擇性萌後接觸性除草劑。 

作用機制在抑制glutamine synthase 酵素合成
glutamine，影響細胞內氮的正常代謝，及產生
氨累積之毒害現象。 

於施藥後3-5 天植株表現出藥效，進而導致死亡。
具有效果迅速且持久、在土壤中分解快不殘留、
及對環境影響小等特性。 

15 

巴拉刈在使用上之優缺點 
 缺點：口服極毒性高，且無解毒劑，誤飲或吞服易致命。 

 

 優點 
  具有非選擇性、廣效性及接觸性。 

  速效：施用後，植物經日光照射立即乾枯。 

  殘留期短：於土壤不活化，不易被作物根吸收。易被紫外線 

                       快速分解消退，殘留量低。 

成本便宜： 

非選擇性除草劑 
作物 
名稱 

稀釋 
倍數 

藥量/600L水
/公頃 單價 

成本(元)/
公頃 

24%巴拉刈溶液 柑橘園 200-350X 1.714L 
580元/3L   

(193.3元/L) 331.32 

13.5%固殺草溶液 柑橘園 60-120X 5L 
900元/1.5L   
(600元/L) 3000 

41%嘉磷塞異丙胺
鹽溶液 柑橘園 120-150X 4L 

450元/3L   
(150元/L) 600 

16 

使用範圍廣：可應用於各種作物，尤其是短
期作物如豆菜、瓜菜、茄果及小葉菜類。 

容易使用：種植前或種植後初期 

農民常見每次施藥種類：約2-3種，視田間草
相決定如巴拉刈+固殺草+施得圃(or 樂滅草
or 伏寄普…) 

巴拉刈施用方法及對象 

17 

農民常用紅豆落葉劑 
高濃度的氮肥：尿素或硫
酸銨所需時間長，且濃度
不適時具促進生長作用之
反效果。 

生長調節劑： 

    益收(100-150倍) 

高劑量肥料： 

    紅龍＋氧化鉀 

稀釋鹽水：可能致土壤鹽
化，影響後作生長 

巴拉刈-效果快速且便宜  
紅豆收穫前施用巴拉刈落葉劑落葉情形 

紅龍紅原許可登記為肥料，後經檢舉， 

送驗證實主成分為氯酸鈉。 
18 

巴拉刈做為紅豆落葉劑原因 

紅豆生長~採收=100日 

施用巴拉刈時間：第90日 

太早施用：豆莢未成熟 

太晚施用：紅豆老化 

巴拉刈施用於紅豆植株 

   齊一乾枯，方便機械採收 

成本較低廉 

紅豆成熟時 

施用巴拉刈後方便機械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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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刈在過去應用於紅豆之問題 

巴拉刈在紅豆上使用之問題： 

巴拉刈在過去廣為被紅豆農使用為落葉劑，但因為未
被正式登記於紅豆，故常造成消費者之疑慮，且易被
媒體炒作，造成紅豆滯銷問題。 

巴拉拉刈之殘效短： 

歷年來紅豆上之巴拉刈殘留檢驗皆為未檢出 (ND)。 

巴拉刈在乾豆類容許量為0.2ppm。 

防檢局於99年底，將甫施巴拉刈的紅豆樣品送至藥毒
所進行檢驗，其巴拉刈殘留量為0.08 ppm，遠低於乾
豆類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0.2 ppm，在食品安全上不具
風險性。 

20 

國際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ppm) 備註 

Paraquat 巴拉刈 米類 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李 0.01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豆菜類 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油桃 0.01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柑橘類 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桃 0.01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茶類 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黃豆 0.5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其他乾豆類
(黃豆除外) 

0.2 殺草劑 

臺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表 

21 

巴拉刈殘留量 (ppm) 

稀釋倍數 稀釋倍數 稀釋倍數 

採收日期 天數 50X(2.30kg/ha) 100X(1.15kg/ha) 200X(0.58kg/ha) 

2011-02-16 0 0.283 0.071 0.064 

2011-02-18 2 0.244 0.142 <0.05 

2011-02-20 4 0.218 <0.05 <0.05 

2011-02-23 7 1.003 0.320 <0.05 

2011-02-26 10 0.207 0.211 <0.0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農藥技術諮議會 
農藥委託試驗殘留分析結果報告 

 
容許量審查日期：100年8月11日            大會屆次：73  日期：8月 
藥劑中文名稱：巴拉刈 (paraquat)           24%         溶液 
主成分：防治對象：紅豆採收期落葉劑 
田間試驗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施藥日期：100年2月16日 
分析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藥物毒物試驗所 
分析部位：紅豆仁 

22 

巴拉刈於各國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中文普通名稱：巴拉刈 
國際普通名稱：paraquat 
 作物 臺灣 Codex 美國 歐盟 日本 澳洲 

paraquat 大漿果類 0.2 

paraquat 杏仁 0.05 0.02 0.05 

paraquat 米類 0.2 10 0.05 0.02 0.1 10 

paraquat 堅果類 0.05 0.05 0.02 0.05 

paraquat 柑橘類 0.2 0.02 0.05 0.02 

paraquat 茶類 0.2 0.05 0.3 

paraquat 其他豆類
(黃豆除外) 

0.2 0.5 0.3 0.05 1 

23 

紅豆落葉處理 

 
藥劑名稱 

每公頃
每次施
藥量 

稀釋倍數
(倍) 

施藥時期
及方法 

注意事項 

24%巴拉刈
溶液

(paraquat) 

2.4-3公
升 

200 

收穫前7
天全株均
勻噴施 

1.勿任意提高用量，以
免造成硬實，影響豆
粒品質。 

2.避免下雨前後施用，
遇雨藥液容易滲入果
莢內，引起豆粒褐化
之傷害。 

延伸巴拉刈為紅豆落葉(乾燥)劑 

經高雄區農業改良場進行巴拉刈在紅豆上之殘
留試驗後，確認符合安全。而於100年8月29日
經農藥主管機管正式延伸公告為紅豆落藥劑。 

24 

巴拉刈經口服之急毒風險 

 人攝入4毫升原液即可造成急性症狀。 

 口服中毒死亡率高達90％～100％。 

 缺乏廣為接受的治療準則。 

  1.移除腸胃中的巴拉刈以避免吸收 

  2.加速巴拉刈的排除 

  3.防止體內細胞組織之後續傷害 

 無特殊藥物可減緩毒性傷害 

 目前尚無特效解毒藥。  

  於中毒初期使用活性炭，具一定程度 之解毒作用。  

 (蔡文仁等，2013) 



5 

25 

巴拉刈的吸收 
巴拉刈經口服後被吸收速率快，約於0.5至2小
時內即達到血中濃度的高峰，且迅速分布至全
身各器官，因此由口誤食或不當服食通常會造
成較大的傷害。 

除非皮膚有傷口，或和高濃度的溶液長期接觸，
否則皮膚吸收的程度有限。 

噴灑巴拉刈時因為懸浮粒子較大(超過5 um)，
不易進入小支氣管，因此由鼻吸入的症狀通常
為流鼻血、喉嚨痛等局部症狀，造成系統性中
毒的機會不大。 

26 

巴拉刈之中毒機制 

當巴拉刈分子進入細胞後，隨即進行氧化
還原循環(redox cycling)，因其具二價陽
離子，易接收NADP/NADPH之電子，並將
電子轉給氧分子，造成具有毒性的過氧根
離子(superoxide radical, SOD) 

這些氧分子的自由基會無選擇的破壞細胞
膜構造和胞器(organelles)，而導致細胞死
亡，人體維持生命的重要器官，如腦、肝、
肺、腎等功能，立即受到影響。 

27 

巴拉刈之中毒死亡率 
口服劑量愈高者，死亡率愈高。 

但送醫後會做緊急處理以減少體內細胞對巴拉刈的吸
收，然後續會有諸多後遺症，如肝功能異常、乏尿性
腎衰竭、低血氧及肺浸潤等。 

28 

口服巴拉刈中毒的治療 
診 斷：依據下列證據做出巴拉刈中毒的診斷  

追溯是否服下巴拉刈-患者本人或其他知情者的描述  
服下巴拉刈的證據(自殺遺書、巴拉刈空瓶、殘留物、氣
味和顏色)  
臨床徵兆，特別是有劇烈嘔吐、黏膜紅腫疼痛或潰瘍(一
般於服下後數小 時發生)  

 

緊急處理：對無嘔吐的患者可採下列措施：  
活性碳--成人100 公克；兒童每公斤體重2公克。或用  
陶土-配成 15% 的溶液。成人 1 公升；兒童每公斤體重 
15 毫升。須同時使用木蜜醇 ( mannitol )或硫酸鎂
( magnesium )等瀉藥。  

服 下 的 量 較 大 者 ， 應 儘 速 送 往 醫 院 。  
陶土(Fuller's Earth)可向本地的台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
司索取。 

29 

目前已禁用巴拉刈之國家 

全球目前已有20

餘國已禁止使用巴
拉刈，例如瑞典、
德國及歐盟。 

在美國，使用巴拉
刈需取得使用執照
後才可施用。 

30 

中國大陸目前使用現況 
中國大陸為全世界最大巴拉刈生產國
家。 

巴拉刈之生產已添加催吐劑、異味劑
及調色劑(藍綠色)以防止誤服。 

已於2014年7月，撤銷溶液登記及生產
許可。但保留境外登記使用，允許專
供出口生產。 

將於2016年7月，停止溶液在大陸銷售
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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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臺灣目前使用現況 

1968年核准登記使用，但列為劇毒農藥管制。 

為避免誤食，故產品中添加染色劑、苦味劑、
臭味劑及催吐劑。。 

僅一種劑型(24%巴拉刈溶液)供販售。 

政府要求製造巴拉刈的廠商每製造一公升要提
撥1元的基金，以採購可上鎖的農藥儲存箱供農
民使用，但效果不彰。 

衛生福利部曾於2012年提案建請農方全面禁用
巴拉刈以降低自殺率，但因對農業影響太大而
遭農政單位拒絕。 

32 
年 

資料來源：自殺防治協會 

http://tspc.tw/tspc/portal/know/know_content.jsp?type=2&sno=56 

83-102年之自殺死亡率 

33 34 

已故醫師林杰樑的傳記《永遠的俠醫—台灣良心林杰樑》昨
天發表，林杰樑遺孀譚敦慈說，林杰樑生前有許多掛念的事，
尤其是禁用巴拉刈及含鉛油漆，希望透過傳記出版，喚起國
人和政府重視。 
巴拉刈是便宜且效果良好的除草劑，廣為農民使用，但也常
被誤食，甚至被用於自殺。衛福部心理與口腔健康司簡任技
正鄭淑心說，台灣每年喝農藥自殺死亡者約四百名，其中半
數服下巴拉刈，管制巴拉刈是防治自殺重要的一步。  
衛福部與農委會已取得禁用巴拉刈的共識，將漸進推動。農
委會防檢局副局長馮海東表示，農委會最快年底實施新的農
藥管制措施，將限制僅有「代噴業者」可以購買巴拉刈，並
於一年後評估成效。若自殺率顯著下降，可持續實施並找尋
替代藥劑；若自殺率仍高，則考慮直接禁用。 

35 

效果並不
佳 

36 

巴拉刈、嘉磷塞及固殺草-施藥後第1天 

嘉磷塞150X 巴拉刈150X 固殺草150X 

固殺草 200X＋嘉磷塞100X 巴拉刈 200X＋固殺草100X 巴拉刈 200X＋嘉磷塞100X 

非選擇性除草劑藥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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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巴拉刈、嘉磷塞及固殺草-施藥後第2天 

固殺草 200X＋嘉磷塞100X 巴拉刈 200X＋固殺草100X 巴拉刈 200X＋嘉磷塞100X 

嘉磷塞150X 巴拉刈150X 固殺草150X 

有嘉磷塞處理者其莖桿仍呈綠色 

38 

巴拉刈、嘉磷塞及固殺草-施藥後第4天 

嘉磷塞150X 巴拉刈150X 固殺草150X 

固殺草 200X＋嘉磷塞100X 巴拉刈 200X＋固殺草100X 巴拉刈 200X＋嘉磷塞100X 

固殺草效果和巴拉刈相當，但價格高。 

嘉磷塞效果不若巴拉刈及固殺草佳。 

39 

目前巴拉刈販賣現況 

為有效降低「巴拉刈」不當使用所造成之風險，
農委會已停止受理新申請登記案件。 

規定業者應於產品添加警戒色、臭味劑及催吐
劑 。 

要求農藥店落實執行販賣登記、發放劇毒農藥
儲藏箱等相關管理措施 。 

業者私底下透露，除了農會和一些大廠，許多
農藥行根本沒有確實登記，還會當起製藥師，
推薦農民混搭哪種農藥效果最好。  

40 

禁用巴拉刈對農民影響-缺替代藥劑 

除草時缺少適當之替代藥劑：便宜、速效、低殘留 

   ※固殺草： 

      1.接觸型(局部移行)且無選擇性藥劑，但價隔昂貴。   

      2.接觸型除草劑若只剩固殺草，易增加其抗性產生。 

   ※嘉磷塞(異丙胺鹽) ： 

      具系統移行性，飄散恐對作物有殘留       風險。 

 

紅豆落葉劑： 

    1.缺少在短日內讓紅豆莖葉乾枯之藥劑 

    2.從農人口老化，無法負擔多餘之勞務及成本 

41 

紅豆子實收穫期植株乾燥試驗(高雄場)  

試驗目的 

 為因應巴拉刈可能被禁(限)用，篩選其他除草劑應
用於紅豆，使植株快速全株乾燥，並考量子實發芽
率及食用安全。 

 

參試藥劑 

 a. 24%巴拉刈200倍       b. 34%施得圃200倍 

 c. 41%嘉磷塞200倍       d. 13.5%固殺草200倍 

 e. 39.5%益收生長素500倍 f. 芬殺草72g/公頃 

 g. 芬殺草108g/公頃      h. 對照(不施藥)處理 

42 

在每處理區之間設保護區。 

每處理3重複，每重複小區面積27 m2。 

調查項目 

 落葉率、單株重、 百粒重、發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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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m

10m

紅豆子實收穫期植株乾燥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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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試驗第1天植株乾燥情形 

巴拉刈 固殺草 嘉磷塞 芬殺草B 

C K 芬殺草A 施得圃 益收 

※藥劑噴施後第一天只有巴拉刈處理區有乾枯現象。 
44 

試驗第3天植株乾燥情形 

巴拉刈 固殺草 

嘉磷塞 芬殺草B 

藥劑噴施後第三天巴拉刈、固殺草處理區有乾枯現象。 

45 

試驗第3天植株乾燥情形 

益收 芬殺草A 

施得圃 C K 

46 

試驗第6天植株乾枯情形 

巴拉刈 固殺草 

嘉磷塞 芬殺草B 

藥劑噴施後第六天巴拉刈、固殺草處理區有明顯乾枯現象。 

47 

試驗第6天植株乾枯情形 

芬殺草A 

C K 施得圃 

益收 

48 

結    果 
 由單株重之調查數據顯示，施用巴拉刈、固殺草、芬

殺草較嘉磷塞、施得圃、益收之藥劑處理有較好之落
葉(乾燥)效果。 

 實際觀察田間植株乾枯情形，則以施用巴拉刈200倍
效果較快速有效；固殺草200倍次之，但其殘留豆仁
之狀況不明。 

巴拉刈 固殺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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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禁用巴拉刈對農民影響-代噴業者的問題 
代噴行情：200-250元/分地 

                      100-120元/桶/25L 

慢性毒殺代噴業者？ 

    1.每日噴藥量遽增，吸入農藥風險遽增。 

    2.每日工作量有限，無法滿足採收期之需求。 

雜草無限制生長，但小農須排隊等待 

增加農民成本 (紅豆利潤：4,000元/分地) 

藥效責任釐清-沒效怪誰？ 

小規模除草(田埂)仍須代噴業者嗎? 

代噴業者壟斷巴拉刈價格？ 

代噴業者不會不當使用巴拉刈(自殺)嗎？ 

50 

結 論：巴拉刈未來何去何從 
禁用理由之正當性不足：巴拉刈為農藥製字，非衛署
藥製字，用自殺理由禁用就如同須禁建大樓或禁賣木
炭、繩索以防止自殺。 

限定農藥代噴業者施用劇毒農藥，徒增農民負擔。 

篩選相關替代藥劑（紅豆落葉劑）：高雄場有做藥劑
試驗，但效果不若巴拉刈可使莖梗快速乾枯；將繼續
測試氯酸鈉之效果及殘留問題。 

評估每家農藥店存放陶土or活性碳之可行性。（坊間
有成功案例） 

於農藥管理人員教育訓練課程增加預防巴拉刈自殺的
課程。宣導農藥店關懷神情異樣的客人並告知巴拉刈
致死過程痛苦冗長，不若草枯快速。（坊間有成功案
例） 

51 

農藥代噴技術人員 訓練計畫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7 年 5 月 7 日發布之「農藥 

                      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辦法」。 

二、目的：為使有志於從事農藥代噴之操作者取得農藥代噴  

                      技術人員訓練及格證明，且能熟諳農藥使用技術 

                      及農藥相關法令規定，進而能妥適運用所學，達 

                      到正確安全使用農藥之目的，爰依「農藥代噴技 

                      術人員訓練辦法」訂定本計畫。 

三、主辦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四、實施辦法： 
    (一)訓練對象：滿 18 歲之國民，欲取得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及格證明 者。 

   (二)訓練費用：每人新臺幣 7,000 元整（含報名費 800 元）。 

   (三)成績評量：依訓練內容分為筆試及實作等科目進行測驗，不及格科目可  

                        於結訓後一年內申請再測驗，並以二次為限。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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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選擇性除草劑在台灣深耕半世紀 

方麗萍 

Web: www.ag168.com 

E-mail : rdai@ms1.hinet.net 

 

 

 

 

用以消滅或控制雜草生長的農藥，稱為除草劑(Herbicides) (1)。非選擇性除

草劑(Non-selective herbicides, NSH)之定義，是直接在沒選擇的情況下，防除

所有不希望其存在的植物的藥劑。1958 年英國卜內門 (ICI)開發巴拉刈

(Paraquat)，1962年商品化，於 60年代末巴拉刈 24%溶液在台灣銷售。巴拉刈

為接觸型之非選擇性除草劑，效果迅速，適逢台灣經濟起飛，在節省勞力的主因

下，使用量快速成長，獨佔非選擇性除草劑市場；1971年美國孟山都(Monsanto)

合成嘉磷塞(Glyphosate)，1980年全球營業額達 47.5億美元，躍居世界農藥的第

一位。 

 

嘉磷塞異丙胺鹽 41%溶液(Glyphosate IPA)於 80年代初在台灣上市，往後 10

年，嘉磷塞異丙胺鹽以較長藥效之特點，成功取代巴拉刈市場。1981 年德國赫

司特(Hoechst AG)成功開發固殺草(Glufosinate –ammonium)，原有之缺點，不

如巴拉刈速效，又未能如嘉磷塞長效。在注重生態環境及對作物更安全的優勢

下，固殺草將其缺點發揮為優點,，施藥後，根部不會完全死亡，對環境相對更

為友善，對淺根作物不會造成藥害。自 1990 年完成 18.02%固殺草農藥登記，

價格雖為兩競爭者平均 2.5倍，每年大幅成長。固殺草溶液在台灣上市，共有 2

種成分，包括 18.02%及 13.5%。於 2009 年固殺草之銷售金額超越嘉磷塞異丙

胺鹽而成為全台農藥銷售之首。只是 2013年，整體非選擇性除草劑之銷售不佳，

固殺草在銷售量及單價均降低下，再次由嘉磷塞異丙胺鹽奪冠。回首，非選擇性

除草劑在台灣已深耕 50餘年，不論功過，已在這塊土地創下很多的第一，在農

業上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流下不可磨滅的痕跡。 

 

一、除草劑在台灣農藥市場的角色 

除草劑在台灣農藥市場，2013年除草劑之總銷售量為 1萬 6千公噸，佔總

農藥總銷售量之 39%；銷售金額達 17億新台幣，為總農藥市場之 22% (表 1、

圖 1及圖 2) (2,3)。依用途，主要分為非選擇性、水田、旱田用除草劑，銷售量分

別為 44%、40%及 16%。銷售金額則為 59%、14%及 27% (表 2、圖 3及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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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農藥銷售統計 Sales volume of Pesticides in Taiwan (2013 年)。                 

(價格：出廠價) 

農藥分類 

Segment 

銷售量 

(公噸.MT) 

各類佔總農藥 

銷售量% 

銷售金額(百萬台

幣.Mio NTD) 

各類佔總農藥 

銷售金額% 

除草劑

Herbicides 

16,289 39% 1,712 22% 

殺蟲劑

Insecticides 

17,417 42% 3,193 42% 

殺菌劑

Fungicides 

6,528 16% 2,474 33% 

其他 Others 1,434 3% 202 3% 

總計 Total 41,668 100% 7,581 100% 

 

 

圖 1: 台灣農藥銷售量分類百分比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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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灣農藥銷售金額分類百分比 (2013) 

 

 

表 2. 台灣除草劑之分類 Segments of herbicides in Taiwan (2013)                                  

(價格：出廠價)  

農藥分類 銷售量 

(公噸.MT) 

各類佔總農藥 

銷售量% 

銷售金額 

(百萬台幣.MioNTD) 

各類佔總農藥 

銷售金額% 

非選擇性 

NSH 

7,154 44% 1,004 59% 

水田 

Paddy field 

6,585 40% 248 14% 

旱田 

Dry field 

2,550 16% 460 27% 

總計 16,289 100% 1,712 100% 

 

 

圖 3: 台灣除草劑銷售量分類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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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台灣除草劑銷售金額分類(2013) 

 

二、非選擇除草劑在台灣農藥市場的角色 

非選擇性除草劑主要包括嘉磷塞異丙胺鹽(Glyphosate IPA)41%溶液、固殺

草(Glufosinate-ammonium) 18.02%溶液及 13.5%溶液、巴拉刈(Paraquat)24%

溶液。在台灣農藥整體市場佔重要地位，以 15年(2001-2013年)平均值，佔總

農藥銷售量及銷售金額分別 21%及 16% (圖 5、圖 6)。 

 

 

圖 5. 非選擇性除草劑佔全台農藥銷售量 (200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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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非選擇性除草劑佔全台農藥銷售金額(2001-2013)     (價格：出廠價)  

 

非選擇性除草劑主要包括嘉磷塞異丙胺鹽、固殺草及巴拉刈，三者佔台灣除

草劑總市場之銷售重量為 7千噸，達 44%之佔有率；銷售金額 59%，銷售金額

達 10億。2013年固殺草 (18.02%溶液及 13.5%溶液) 銷量 1千 7百公噸，總

銷售金額達 4.1億。自 2009年固殺草超越嘉磷塞異丙胺鹽及巴拉刈，經歷 4年，

2013年嘉磷塞異丙胺鹽以 3千 6百公噸之量及 4億 2千之金額再次奪冠(表 3

及圖 7、8)。 

 

表 3. 主要非選擇除草劑銷售統計 (2013)                     (價格：出廠價) 

 

排名 

 

主要除草劑及劑型 

 

英文普通名稱 

銷售量 

(公噸) 

銷售金額 

(百萬台幣) 

1 嘉磷塞異丙胺鹽 41%SL Glyphosate 3,643 419 

2 固殺草 13.5%SL Glufosinate-Ammonium 1,479 317 

3 巴拉刈 24%SL Paraquat 1,822 174 

4 固殺草 18.5%SL Glufosinate-Ammonium 210 94 

 非選擇性除草劑總市場  7,154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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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非選擇性除草劑銷售量百分比 (2013) 

 

 

圖 8: 非選擇性除草劑銷售金額百分比 (2013) 

 

 

 

1. 巴拉刈(Paraquat) 21%溶液 

自 70年代由英國卜內門(ICI)引進台灣，因其為接觸型的非選擇性除草劑，

效果迅速，廣受農民喜用，獨佔市場，1985年至高峰達 4千 4百噸。2013年

11月成品農藥登記證共 32張。領導品為先正達(Syngenta)，商品名稱為剋蕪踪。

十年(2004-2013)平均出廠單價為 115元台幣。95%為台灣調配。2013年銷售數

量為 1千 8百噸；佔非選擇性除草劑銷售金額為 17%，共計 1億 7千萬元台幣。

主要市場為短期作物，包括蔬菜、豆類。(表 4、5、6及圖 9、10、11)。 

 

2. 嘉磷塞異丙胺鹽(Glyphosate IPA) 41% 溶液 

80年嘉磷塞以高價位姿態上市，1984年每公升高達 700元台幣，隨著孟山

都全球降低價位策略奏效，1990年單價已落至 166元，嘉磷塞與巴拉刈出現黃

金交叉，交匯點落於 3千公噸之量。2002年嘉磷銷售量邁最高峰，高達 7千萬

噸；巴拉刈則在以後的發展限量 2千噸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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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1月成品農藥登記證共 60張。領導品為孟山都的蘭達(Roundup)

及其台灣總代理億豐公司的年年春。十年(2004-2013)平均出廠單價為 119元台

幣。95%為台灣調配。2013年銷售數量為 3千 6百噸；為非選擇性除草劑銷售

金額之首位，高達 42%之佔有率，共計 4 億 2 千萬元台幣。主要市場以果樹、

茶、檳榔等。 

 

3. 固殺草(Glufosinate-ammonium) 18.02% 及 13.5%溶液 

1991年德國司斯特引進固殺草，強調產品特性為取以上兩者之缺點，對淺

根作物安全之利基市開始，如香蕉、檳榔、花卉、茶等，快速侵蝕原寡佔市場的

嘉磷塞及巴拉刈，單價平均為兩者 2.5倍。因部份雜草對嘉磷塞產生抗藥問題，

固殺草 13.5%終於 2009年取替嘉磷塞的領導地位，以 5.8億銷售金額成為非選

擇除草劑的第一名，佔此市場 45%。 

 

2013年 11月 18.02溶液及 13.5%成品農藥登記證分別為 8張及 26張。領

導品為拜耳(Bayer Cropscience)，商品名稱為巴試達(Basta)。十年(2004-2013)

平均出廠單價為 290元台幣。主要為進口成品。2013年固殺草 13.5%及 18.02%

溶液之銷售數總量為 1千 7百噸；銷售金額為 4億 1千萬元台幣，佔非選擇除

草劑達 41%。2013年整體市場減縮，固殺草銷售量及單價均偏低，嘉磷塞以 4

億銷售量再次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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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84- 2013年非選擇除草劑銷售量及其百分比之統計                        

年份 嘉磷塞(a)
  

公噸 

巴拉刈(b)

公噸 

固殺草(c)
 

公噸 

總量   

公噸 

嘉磷塞
(a)

% 

巴拉刈
(b)

 % 

固殺草
(c)

 % 

1984 294 4,046  4,340 7 93  

1985 310 4,476  4,786 6 94  

1986 542 4,003  4,545 12 88  

1987 1,361 4,304  5,665 24 76  

1988 2,447 3,383  5,830 42 58  

1989 2,908 3,331  6,239 47 53  

1990 3,753 3,147  6,910 54 46  

1991 4,254 2,199 10 6,463 66 34 0 

1992 5,516 2,594 40 8,150 68 32 1 

1993 5,062 2,384 76 7,522 67 32 1 

1994 5,360 2,466 170 7,996 67 31 2 

1995 4,918 2,380 217 7,515 65 32 3 

1996 5,515 2,434 298 8,247 67 30 3 

1997 4,975 2,569 262 7,806 64 33 5 

1998 5,079 1,894 426 7,417 69 26 6 

1999 5,366 1,285 570 7,221 74 18 8 

2000 5,737 1,806 317 7,860 73 23 4 

2001 5,305 2,155 340 7,800 68 28 4 

2002 7,122 2,241 328 9,691 73 23 4 

2003 6,194 2,960 520 9,674 64 31 5 

2004 6,079 2,685 692 9,456 64 28 7 

2005 5,545 2,203 772 8,520 65 26 9 

2006 6,286 1,908 1,005 9,199 68 21 11 

2007 5,942 2,440 984 9,366 63 26 11 

2008 3,627 2,508 780 6,915 52 36 11 

2009 4,805 2,105 1,845 8,755 55 24 21 

2010 3,713 1,245 1,494 6,452 58 19 23 

2011 3,611 2,403 1,878 7,892 46 30 24 

2012 3,987 2,066 2,170 8,223 48 25 26 

2013 3,643 1,822 1,689 7,154 51 25 24 

總量 129,284 77,442 16,882 223,608 58 35 8 

(a) 嘉磷塞異丙胺鹽(Glyphosate IPA) 41%溶液 

(b) 巴拉刈(Paraquat) 21%溶液 

(c) 固殺草(Glufosinate-ammonium)18.02%及 13.5%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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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984-2013年非選擇除草劑銷售金額之統計及百分比      價格: 出廠價 

年份 嘉磷塞(a)
  

百萬台幣 

巴拉刈(b)
 

百萬台幣 

固殺草(c)
 

百萬台幣 

總量   

公噸 

嘉磷塞
(a)

% 

巴拉刈
(b)

 % 

固殺草
(c)

 % 

1984 206 410  616 33 67 0 

1985 217 440  657 33 67 0 

1986 266 426  692 38 62 0 

1987 430 430  860 50 50 0 

1988 667 281  948 70 30 0 

1989 769 295  1,064 72 28 0 

1990 623 241  864 72 28 0 

1991 617 179 4 800 77 22 1 

1992 751 212 21 984 76 22 2 

1993 681 223 43 947 72 24 5 

1994 681 205 73 959 71 21 8 

1995 631 208 91 930 68 22 10 

1996 674 202 127 1,003 67 20 12 

1997 629 203 124 956 66 21 13 

1998 750 199 203 1,152 65 17 18 

1999 691 131 106 928 74 14 11 

2000 747 171 115 1,033 72 17 11 

2001 554 220 122 896 62 25 14 

2002 623 240 107 970 64 25 11 

2003 556 326 153 1,035 54 31 15 

2004 545 299 200 1,044 52 29 19 

2005 531 237 219 987 54 24 22 

2006 542 203 330 1,075 50 19 31 

2007 628 272 314 1,214 52 22 26 

2008 595 296 236 1,127 53 26 21 

2009 501 239 650 1,390 36 17 47 

2010 407 134 514 1,055 39 13 49 

2011 344 250 538 1,132 30 22 48 

2012 385 211 471 1,067 36 20 44 

2013 419 174 411 1,004 42 17 41 

總金額 16,660 7,557 5,172 29,389 57 25 18 

(a) 嘉磷塞異丙胺鹽(Glyphosate IPA) 41%溶液 

(b) 巴拉刈(Paraquat) 21%溶液 

(c) 固殺草(Glufosinate-ammonium)18.02%及 13.5%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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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1984- 2013年非選擇除草劑銷售量及其百分比之統計 

 

 

 

 

圖 10. 1984- 2013年非選擇除草劑銷售金額及其百分比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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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1984年-2013年非選擇除草劑平均單價之統計       價格: 1公升 出廠價 

年份 嘉磷塞(a)
 

1公升/新台幣 

巴拉刈(b)
 

1公升/新台幣 

固殺草(c)
 

1公升/新台幣 

固殺草/ 

嘉磷塞及巴拉刈平均價 

1984 701 101   

1985 700 98   

1986 491 106   

1987 316 100   

1988 273 83   

1989 264 89   

1990 166 77   

1991 145 81 380 3.4 

1992 136 82 474 4.4 

1993 135 94 499 4.4 

1994 127 83 379 3.6 

1995 128 87 374 3.5 

1996 122 83 387 3.8 

1997 126 79 423 4.1 

1998 147 105 433 3.4 

1999 129 102 186 1.6 

2000 130 95 363 3.2 

2001 104 102 359 3.5 

2002 87 107 288 3.0 

2003 90 110 261 2.6 

2004 90 111 256 2.5 

2005 96 108 252 2.5 

2006 86 106 291 3.0 

2007 106 111 284 2.6 

2008 164 118 269 1.9 

2009 104 114 313 2.9 

2010 110 108 307 2.8 

2011 95 104 256 2.6 

2012 97 102 193 1.9 

2013 115 95 215 2.0 

2003-2013
平均單價 

115 119 290 2.5 

(a) 嘉磷塞異丙胺鹽(Glyphosate IPA) 41%溶液 

(b) 巴拉刈(Paraquat) 21%溶液 

(c) 固殺草(Glufosinate-ammonium)18.02%及 13.5%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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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1984- 2013年非選擇除草劑三重要產品之單價      

 

 

總    結 

非選擇性除草劑已隨著化學農藥在台深耕超過 50載。作者以過去 30年的

歷史數據匯總，說明嘉磷塞、巴拉刈及固殺草之發展過程及重要地位，三大產品

與台灣農友已有密不可分之關係，三國鼎立是必然的趨勢，嘉磷塞及固殺草之互

相消長亦是可期，巴拉刈亦將局張於 2千公噸之量。唯過去 20年，因服用巴拉

刈自殺而導致死亡的問題已被反覆討論，巴拉刈未來的動向，將會再次牽動非選

擇性除草劑的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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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13年台灣除草劑市場概況 

方麗萍 www.ag168.com 

一、台灣農藥市場概要 

2013年農藥銷售金額為台幣 76億, 銷售總量為 4萬 2千噸.  與 2012年比

較, 農藥銷售量及金額均成長 2% (表 1及圖 1). 

表 1 台灣農藥銷售統計 (2012-2013年)                     (價格：出廠價) 

農藥分類 2012年銷售量 

(公噸) 

2013年銷售量 

(公噸) 

2012年銷售量 

(百萬台幣) 

2013年銷售量 

(百萬台幣) 

除草劑 15,685 16,289 1,691 1,712 

殺蟲劑 17,794 17,417 3,204 3,192 

殺菌劑 6,065 6,528 2,336 2,474 

其他 1,495 1,434 203 202 

總計 41,039 41,668 7,434 7,581 

+/- 12’/13’比較              2%  2% 

 

 
圖 1: 台灣農藥銷售金額 (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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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除草劑市場概要 

1. 除草劑之農藥許可證核發概況 

至 2014年 9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共核准 368 種農藥，農藥許可證共

4,511張；以混合劑型計算，共 529種農藥, 核准之農藥登記證為 5,027張。

其中除草劑共計 67種，農藥許可證共 549張；以混合劑型計算，共核准之除

草劑為 91種，農藥許可證共 589張。 除草劑約佔農委會總簽發之農藥登記

證數量之 15%。 

 

2. 除草劑在農藥市場之概況 

        除草劑在台灣農藥市場，2013年除草劑之總銷售量為 1萬 6千公噸，佔

總農藥總銷售量之 39%；銷售金額達 17億新台幣，為總農藥市場之 22% (表

2及圖 2)。 

 

表 2. 台灣農藥銷售統計 (2013年)。           (價格：出廠價) 

農藥分類 銷售量 

(公噸) 

各類佔總農藥 

銷售量% 

銷售金額 

(百萬台幣) 

各類佔總農藥 

銷售金額% 

除草劑 16,289 39% 1,712 23% 

殺蟲劑 17,417 42% 3,193 43% 

殺菌劑 6,528 16% 2,474 31% 

其他 1,434 3% 202 3% 

總計 41,668 100% 7,581 100% 

 

 

圖 2: 台灣農藥分類百分比 (2013) 

 



 58 

三、 台灣除草劑之分類 

依用途, 主要分為非選擇性、水田、旱田用除草劑 (表 3及圖 3).   

表 3. 台灣除草劑之分類 (2013)                    (價格：出廠價)  

農藥分類 銷售量 

(公噸) 

各類佔總農藥 

銷售量% 

銷售金額 

(百萬台幣) 

各類佔總農藥 

銷售金額% 

非選擇性 7,154 44% 1,004 59% 

水田 6,585 40% 248 14% 

旱田 2,550 16% 460 27% 

總計 16,289 100% 1,712 100% 

 

 

 

 

圖 3: 台灣除草劑市場分類 (2013) 

 

 

1. 非選擇性除草劑市場 

   非選擇性除草劑主要包括嘉磷塞異丙胺鹽、固殺草及巴拉刈，三者佔台

灣除草劑總市場之銷售重量 44%，銷售金額 59%，銷售金額達 10億。 2013

年固殺草 (18.5%溶液及 13.5%溶液) 銷量 1千 7百公噸，總銷售金額達 3.9

億。自 2009年固殺草超越嘉磷塞異丙胺鹽及巴拉刈，經歷 4年，2013年嘉

磷塞異丙胺鹽以 3千 6百公噸之量及 4.2億之金額再次奪冠。 (表 4及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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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要非選擇除草劑銷售統計 (2013年)          (價格：出廠價) 

 

排名 

 

主要除草劑及劑型 

 

英文普通名稱 

銷售量 

(公噸) 

銷售金額 

(百萬台幣) 

1 嘉磷塞異丙胺鹽 41%SL Glyphosate 3,643 419 

2 固殺草 13.5%SL Glufosinate-Ammonium 1,479 317 

3 巴拉刈 24%SL Paraquat 1,822 174 

4 固殺草 18.5%SL Glufosinate-Ammonium 210 94 

 非選擇性除草劑總市場  7,154 1,004 

 

 

 

 

 

 

 

 

 

圖 4: 非選擇性除草劑市場 (2013) 

 

 

 

2. 主要水田除草劑市場  

        水田除草劑主要劑型為粒劑，2013年台灣市場總銷售量為 6千 6百公

噸，總銷售金額 2億 5千萬，其中丁拉免速隆及丁基拉草為市場領導產品 (表

5)。 



 60 

表 5. 主要水田用除草劑之銷售情形 (2013)           (價格：出廠價) 

 

排名 

 

主要除草劑及劑型 

 

英文普通名稱 

銷售量 

(公噸) 

銷售金額 

(百萬台幣) 

1 丁拉免速隆 2.583%粒劑 Butachor+bensulfuron- 

Methyl 

1,718 92 

2 丁基拉草 5%粒劑 Butachlor 2,705 45 

3 滅芬免速隆 3.6%粒劑 Mefenacet+Bensulfuron-

methyl 

411 27 

 其他  1,751 84 

 水稻田除草劑總市場  6,585 248 

 

3. 旱田選擇性除草劑市場 

        旱田選擇性除草劑 2013 年台灣市場總銷量為 2 千 6 百公噸，總金額為

4億 8千萬，施得圃、草殺淨及伏寄普為重要產品 (表 6)。 

 

表 6. 主要旱田選擇性除草劑之銷售統計 (2013)       (價格：出廠價) 

 

排名 

 

主要除草劑及劑型 

 

英文普通名稱 

銷售量 

(公噸) 

銷售金額 

(百萬台幣) 

1  施得圃 34%乳劑 Pendimethalin 262 48 

2 草殺淨 25%乳劑 Ametryn 333 46 

3 

          

伏寄普 17.5%乳劑 Fluazifop-butyl 77 38 

4 達有龍 80%可濕性粉劑 Diuron 68 18 

 其他 Others 1,810 310 

 旱田選擇性除草劑 

總市場 

 2,550 460 

    

------------------------------------------------------------------------------------------- 

玉田地有限公司 

電話：(037)466129/ 0919286798 / 0919278319 (方麗萍) 

傳真：(037)466192 

地址： 35055苗栗縣竹南鎮龍泉街 22號 1樓 

e-mail：rdai@ms1.hinet.net 

web  ：農藥一路發網站  www.ag168.com   

FB   : 玉田地  

 

日期: 2014年 11月 14日 

mailto:rdai@ms1.hinet.net
http://www.ag168.com/


 61 

 

 

 

 

除草劑中毒的臨床治療 

 

洪東榮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毒物科主任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研究成果發表會】 

 



 

 74 

玖、中華民國雜草學會論文宣讀時間表 

 

主持人：王慶裕 教授 

時  間 題    目 主講者 服務單位 

14:00-14:15 綠肥田內外來植物雜化評估 吳蕙妤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藥

物毒物試驗所 

14:15-14:30 

植物生態箱中不同介質栽培對

降低箱中二氧化碳含量之影

響 

林岳遠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熱

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所)  

14:30-14:45 
雜草長梗滿天星非農藥防治

之研究 
蔡耀慶 

行政院苗栗區農業改

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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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研究成果宣讀摘要 

 

1. 綠肥田內外來植物雜化評估 ..........................................................................................  

吳蕙妤、方浩宇*、徐玲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藥物毒物試驗所 

37 

2. 植物生態箱中不同介質栽培對降低箱中二氧化碳含量之影響 ....................................  

林岳遠 1，謝清祥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39 

3. 雜草長梗滿天星非農藥防治之研究 ..............................................................................  

蔡耀慶*、張素貞** 

行政院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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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綠肥田內外來植物雜化評估 

 

吳蕙妤*、方浩宇***、徐玲明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摘要 

本研究探討三種綠肥田發生之外來植物苦滇菜、洋麻及白苞猩猩草對溫度、光照、

水分潛勢和埋土深度等萌芽環境需求，及施用萌前與萌後除草劑後的防治效果。苦滇

菜、洋麻發芽的溫度範圍為 5-35℃，白苞猩猩草為 10-35℃。洋麻於 -0.6MPa 中發芽率

為 28%。苦滇菜於埋土 0.5cm以上發芽率降至 2%。七種萌前參試藥劑對三種植物防治

率均達 75% 以上; 七種萌後參試藥劑中，固殺草、嘉磷塞、2,4-D 及巴拉刈對白苞猩猩

草防治率達 80% 以上；洋麻除本達隆外，其他參試藥劑防治率均達 80% 以上。試驗

結果顯示台灣農田作物生長環境條件均適合三種植物的種子發芽。 

 

 

 

*為報告人 

聯絡人 服務單位：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聯絡人 e-mail：fhyi@tactri.gov.tw 

聯絡人 電話：04-233021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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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植物生態箱中不同介質栽培對降低箱中二氧化碳含量之影響 

 

林岳遠 1
*，謝清祥 2

 

1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所) 

2.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所) 

 

摘要 

  本研究是利用二氧化碳(CO2)為室內空氣汙染的指標來進行測試，利用不同單一或

混合介質於乾燥及模擬栽培(澆水)下密閉壓克力箱中測量 CO2濃度的變化。單一介質處

理 24 小時後，泥炭土(不澆水)、花生殼及中椰纖(澆水)CO2 濃度上升至最高偵測值

6000ppm。蛭石與發泡煉石(澆水後)分別下降為 446ppm 與 47.9ppm 表現最佳。不同介

質混合澆水結果，利用保綠人造土混合蛭石(1:2)及混合發泡煉石(1:8)處理，48 小時後

箱內 CO2濃度分別上升 7.3ppm 與下降 5.5ppm 最為平穩。使用泥炭土混合碳化稻穀及

蛭石(1:1:8)；水苔混合保綠人造土及發泡煉石(1:1:22)，48 小時後 CO2 濃度分別上升

1778.8ppm與下降 54.9ppm最顯著。建議植物生態箱中介質使用水苔、保綠人造土及發

泡煉石混合降低 CO2效果較佳。 

 

關鍵字:二氧化碳、介質、植物生態箱 

 

 

 

*為報告人 

聯絡人 服務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所) 

聯絡人 e-mail：n122292148@yahoo.com.tw 

聯絡人 電話：(08)7703202-6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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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雜草長梗滿天星非農藥防治之研究 

 

蔡耀慶*、張素貞** 

行政院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摘要 

長梗滿天星(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Moq.）Griseb.)，又稱空心蓮子草，為莧科

植物(Amaranthaceae)，原產於中南美洲，目前已知有 30 幾個國家均有發現，臺灣北部

與中部亦有其足跡。該植物特性為多年生草本，常長於池塘、水溝、田畦或積水低窪地。

因此，近年常於水田田埂處發現。莖自基部分枝，匍匐而上端直立，空心，高可達 30 cm。

花為頭狀花序呈球狀，腋生，具 2~4cm 之長花梗，易於辨認。與滿天星(Alternanthera 

sessilis（L.）DC.) 頭狀花序球形，密生葉腋，無長花梗為區分主要性狀之一。後者主

要生長在全台灣低海拔地區，尤以溼地最為常見。分布於熱帶亞洲、澳洲與非洲。近幾

年在苗栗地區陸續發現長梗滿天星成為草坪的頑固雜草，為尋求非農藥與此草的防治技

術，於 2014 年利用苗栗縣公館鄉民間發生此草嚴重之草坪進行本試驗。先以覆蓋不同

厚度稻草處理，另以鹼性液加展著劑等不同組合之 7 個試驗處理，處理後 3 天調查葉片

枯萎程度。初步發現稻草覆蓋厚度超過 9 公分以上才具抑制效果，抑制雜草生長率達

67.4%；鹼性液等 7 個處理中以尿素 50 倍稀釋液效果最佳，雜草葉乾枯率達 41.3%。於

處理後 45 天調查雜草地上部及地下部鮮乾重，發現地上部不論鮮重或乾重均以覆蓋處

理效果較好，可達 70%以上減少程度。但因長梗滿天星最難防治在於地下部的蔓延，

因此以非農藥處理後僅可減緩此草的為害速度，並無法根除。本研究以非農防治法再配

合翻土除根，初步可達到環境友善的防除效益。 

 

關鍵字：長梗滿天星、非農藥防治 

 

 

 

*為報告人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行政院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聯絡人 e-mail：sujein@mdais.gov.tw 

聯絡人 電話：037-22211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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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運用小球藻檢測抑制光合作用之天然資材 

 

林李昌 1、黃瑋龍 2、袁秋英 1＊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公害防治組 

2.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生物學系 

 

摘要 

 

鏈黴菌及多種微生物的次階代謝物，已被證明具有抗病、殺蟲及除草等生物活性，

小球藻(Chlorella pyrenoidosa)為富含葉綠體的單細胞生物，本研究以小球藻測試6種不

同作用機制的10種除草劑，達有龍、草脫淨、草殺淨（抑制photosystem II）、巴拉刈（抑

制photosystem I）、嘉磷塞(抑制EPSPS)、固殺草(抑制glutamine synthetase)、伏寄普及快

伏草(抑制ACCase)、施得圃(抑制微小管形成)、拉草(抑制細胞分裂)，確證小球藻對光

合作用型藥劑具高靈敏度，進而利用小球藻測試具抑制光合作用潛力之鏈黴菌發酵液，

篩選微生物除草資材。首先建立小球藻之培育條件：於25℃光照12小時，於blue green

培養液中，進行除草劑及鏈黴菌發酵液對小球藻的影響。結果顯示由螢光釋出量分析，

顯示達有龍於10 ppm即因抑制電子傳遞而開始釋出螢光，100 ppm則可大量產生螢光，

其次為草脫淨、草殺淨及巴拉刈，而嘉磷塞及固殺草等其他6種藥劑無誘導螢光之釋出，

顯示小球藻螢光釋出量反應出光合作用電子傳遞受阻。於田土中分離及分子鑑定20株鏈

黴菌，以搖瓶方式進行簡易發酵，測試離心之發酵液對小球藻螢光釋出量，其中僅代號

為S9及S64-2菌株發酵液對小球藻有促進螢光釋出之現象，可能此等菌株代謝物具有抑

制光合作用之功效，是否可開發為除草資材，仍待進一步之研究。 

 

 

 

 

*為報告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聯絡人 e-mail：yci@tactri.gov.tw 

聯絡人電話：04-23302101 分機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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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具除草潛力植物萃取物之篩選 

 

陳柏昇、王耀平、袁秋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公害防治組 

 

摘要 

 

長期及大量使用化學性農藥，造成日益嚴重的抗藥性、藥劑殘留及生態環境的負面

影響，因此，生物性除草劑的開發及其有效利用的潛力，日漸受到重視，生物性資材有

別於化學除草劑，一般具有毒性低、殘留少、易生物降解等特性。本研究針對40種常見

草本植物，取地上部水溶萃取液進行除草潛力測試。植材包括菊科、禾本科、莧科、十

字花科、蓼科、玄參科、石竹科、藜科、茄科各15、9、4、3、3、2、2、1、1種。萌前

施用潛力測試：其中13種植物的10%(w/v)萃取液，可完抑制指標植物萵苣種子萌芽及胚

軸生長，僅有5種植物的2%萃取液對萵苣種子萌芽具有70%以上之抑制效果。萌後施用

潛力測試：其中4種植物的10%萃取液，可造成大花咸豐草離體葉片50%以上之褐化，

但2%萃取液僅有5-10%輕微傷害，可能植體內次階代謝物含量較少，且不易通過葉表的

角質層及果膠層等屏障進入葉片中，適用添加劑的輔佐，亦為未來研究議題。 

 

 

 

*為報告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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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Opportunity of Taiwan Domestically Produce Cereal Grains in Craft Beer 

and Malt Beverage Utilization 

 

Robert Chen
1
, Hsin-Chieh Lu 

1
, Wen-Dar Huang

 1,2
 , Chi-Ming Yang

 3
* 

1
 Department of Agronom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
 Bioenergy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
 Biod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Since joining WTO in 2002, Taiwan’s alcoholic industry has encountered major changes 

from global competitions and forced to transform from state monopolized alcohol 

man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on to an open market environment.  Meanwhile, it opens up 

new opportunities for a revolution in the malted beverage market like some of the western 

nation.  The study focuses on possible utilization Taiwan grown cereal grains as adjunct or 

base malted ingredients in domestically brewed beers and other malted beverages in the 

changing beer market.  The real cost producing the raw material have improved with 

agronomic innovation and advance in equipments, yet the cost is sti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oreign imports.  However, with the raising awareness of local specialty good and new 

information of healthy living from Europe and American present an opportunity to raise the 

value of Taiwan cereal grains through additional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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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雜草是指生長在吾人不希望其生長之地之植物，簡言之，雜草即「生非其地」之

植物。雜草的另一個定義，是指特定時空中，對人類有害的植物，凡是危害農作物生產、

環境品質、景觀者皆屬之。近年來基於生物多樣性的考量，適當的雜草定義應該為「尚

未被發覺其特殊用途且予以經濟性栽培的植物」。而特殊用途，舉凡生態價值、生理機

制、生活功能及生產價值等。但一般大眾多僅認識雜草的缺點，無法理解其特殊用途。

因此本計畫擬舉辦種子教師工作坊，將自生態多樣化角度來看常人眼中的雜草，引導

12 年國教教師：(1)探討雜草生態界是如何運作；(2)探討動物界與植物界如何透過雜草

進行互動；(3)思考雜草在動物體內是否有生物功能或營養價值；(4)探討雜草在植物界

是否有生物功能或營養價值。種子教師工作坊內容擬分為六大單元，包括：第一單元，

雜草生態功能與永續管理：雜草科學介紹（室內）；第二單元，青香藥草鑑識教育解說

（植物鑑識、採集與繁殖，戶外）；第三單元，雜草生態及雜草知識問答集（室內）；第

四單元，台大農場生態池＆植物園環境教育解說（戶外）；第五單元，雜草資源融入生

活 DIY 教材教法介紹（室內）；第六單元，雜草科學融入教學座談（室內）。另將帶領

學員實際參與野外調查與操作研究相關器材，從中尋找研究題材或專題性報告課題。此

計畫藉由多元的課程安排，學員親身體驗雜草科學領域，俾能使學員更了解雜草科學研

究之精神及方法，並能培育國家未來雜草科學種子教師的潛力人才。 

 

關鍵字：科學、實驗、雜草、生態系、多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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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s of chlorophyll (Chl), 

biosynthetic intermediates (protoporphyrin IX, PPIX; magnesium protoporphyrin IX, MGPP; 

protochlorophyllide, Pchlide), degradation intermediates (chlorophyllide, Chlide; pheophytin, 

Phe; pheophorbide, Pho), and carotenoids (Car) in leaves of rice (Oryza sativa L.) seedlings. 

Seedlings of two rice varieties, Taichung shen 10 (TCS10) and IR1552, were grown under 

different light quality conditions. Quality conditions controlled by light emitting diodes 

(LED). Lighting treatments for rice seedlings included red (R), blue (B), green (G), and red + 

blue (RB), with fluorescent lighting (FL) as the control and photosynthetic photon flux 

density (PPFD) being set at 105 μmol m
-2

 s
-1

. Lower levels of Chl and Car in leaves were 

observed under G lighting. Light quality did not mediate the mole percent of porphyrins in 

biosynthetic pathways. Rice seedling leaves took Chl→Phe→Pho and Chl→Chlide→Pho as 

the major and minor degradation routes,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lower Phe/Chlide ratios 

were observed under G and FL lighting conditions, indicating that green-enriched 

environments may up-regulate the minor degradation route in leaves. 

 

Keywords: Chlorophyll, Biosynthesis and degradation pathway, Light quality, Rice seedling 

 

*為報告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   

聯絡人 e-mail：cmyang@gate.sinica.edu.tw 

聯絡人電話：02-33664762 

 



 

89 

 

□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Effects of Green Light Intensity on Shade Avoidance Symptoms and 

Chlorophyll Degradation in Rice Seedlings 

 

Chang-Chang Chen
1
, Zhi-Wei Yang

2
, Wen-Dar Huang

 3,4
 , Chi-Ming Yang

 5
* 

 
1
 Miaoli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A 

2
 Taoyua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A 

3
 Department of Agronom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4
 Bioenergy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5
 Biod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Our objectives in this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morphological traits and dynamics of 

chlorophyll (Chl) degradation intermediates (chlorophyllide, Chlide; pheophytin, Phe; 

pheophorbide, Pho) in leaves of rice (Oryza sativa L.) seedlings under increasing green light 

intensity. Seedlings of Taichung Native 1 (TCN1) were grown under equal intensities (40 

μmol m
-2

 s
-1

) of red and blue light with four levels of green light intensity (0, 20, 40, and 60 

μmol m
-2

 s
-1

). Light emitting diodes (LED) were used to control lighting treatments. Sheaths 

of rice seedling leaves elongated and leaves grew erectly under red and blue light with 

increasing green light intensity. These morphological traits are known as shade avoidance 

symptoms (SAS). Increasing green light intensity resulted in decreases in the effective 

quantum yield of photosystem II (ФPSII), and Phe/Chlide ratios, and increases in 

non-photochemical quenching (NPQ) and Chlide level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green 

light induced SAS and mediated Chl degradation routes in rice seedlings. 

 

Key words: Green light, Rice seedling, Shade avoidance symptoms, Chlorophyll degradation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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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3 seedlings of two rice cultivars, IR1552 (purple leaf) and Taichung sen 10 (TCS10, 

green leaf) were hydroponically cultured under 12 h photoperiod at 30/25°C (day/night), 70% 

relative humidity and 160 μmol m
-2 

s
−1

 photon flux density under red light-emitting diodes 

(LEDs) (R), green LEDs (G), blue LEDs (B) and red + blue LEDs (RB) inside growth 

chambers for 14 days (starting 2 days after sow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hoot elongation 

was induced under the exposure of R and G. The maximum health index [(stem 

diameter/plant height) × biomass)] occurred under B because blue light inhibited shoot 

elongation. The root length under RB was the shortest.B light LEDs enhanced effective 

quantum yield of PSII photochemistry (ΦPSII) and photochemical quenching (qP), but reduced 

non-photochemical quenching (NPQ) of seedling leaves. In summary, precise management of 

irradiance and wavelength may hold promise in maximizing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plant 

growth, development and metabolic potential of rice seedlings grown in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Keywords: Light-emitting diode, Light quality, Rice, Photomorphogensis,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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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ce i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food crop, is our staple food. In addition to general 

polished rice, there are many colored rice has its seed coat and bran contains a variety of 

phytochemicals, which have considerable benefit to human health and health care. Bu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levant research to local functional colored rice production GMP 

models. This study focuses on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nutrient management on 

functional colored rice plant growth and yiel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lored rice under 

210kg N/ha of high nitrogen treatment, after entering the reproductive stage, the formation 

of large drooping leaves not as strong resistance to pests and diseases in low or medium 

nitrogen treatment. From various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measured results, colored rice in 

the 140kg N/ha high nitrogen fertilizer treatment, quantum yield reached a highly peak 

value of 0.7 to 0.8, and will not be dressing panicle fertilizer and further increase. In the 

photochemical reflectance index (PRI) to monitor that, obviously lead to excessive nitrogen 

fertilizer in rice dissipates heat through non-photochemical potential decline in tolerance to 

reduce stress. In the test results, when 90 days after transplanting into the reproductive 

stage, chlorophyll content index (SPAD) should be controlled between 37 to 38, at this time if 

more dressing panicle fertilizer cause serious pests and diseases and lead to lower 

production, or increase pesticides application number. The result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to establish the functional colored rice production GMP models. The colored rice harvest of 

about 2000g, can provide analysis as a follow-functional ingredients. 

Keywords: colored rice, functional rice, nitrogen fertiliz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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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光線是植物生長的重要因子，除了作為光合作用能量來源，也作為誘發光形態發生

的訊號。過去已有許多紅、藍光對植物生長發育之研究，綠光的研究相對缺乏，也尚未

有文獻針對不同強度之綠光與照射時間做探討。甜薰衣草(Lavandula heterophylla)

為唇形科植物，其精油具有高經濟價值，傳統民間藥用可治療頭痛、糖尿病、憂鬱症等，

現今研究大多分析其內含之植化素，較少有針對不同栽培技術的角度來作生長與生理方

面之探討。本研究利用發光二極體(Light Emitting Diode, LED)為光源，維持紅、藍

光強度在 40 μmol m-2 s-1，設定綠光強度為 20、40與 60 μmol m-2 s-1，分別處理

2週和 4週，探討添加綠光對甜薰衣草生長、形態和生理之影響，並檢測植化素含量的

變化，分析保健功效。結果顯示，添加綠光可促進生物質量的累積，也可觀察到葉角度

在高強度綠光處理下達到最小，顯示高強度綠光能誘發避蔭性狀。在葉綠素螢光參數

上，添加綠光使 qP、ETR、ϕPSII上升，表示可提升光合效能。此外，光合色素和二次

代謝物含量也明顯變動，高強度綠光會降低葉綠素、類胡蘿蔔素、花青素和類黃酮含量，

卻促進酚類之生成。在保健功效方面，添加高強度綠光能提升植株萃取液之抗氧化能

力，在抑制黃嘌呤氧化酶能力上則差異不大。透過關聯性分析，得知保健功效的提升有

一部分來自酚類的貢獻，而植株體內是否含有其他保健物質則有待進一步釐清。綜合以

上結果，作物栽培時利用 LED照明技術添加綠光，有助於作物生長、增加植化素含量及

提升保健功效，進而增加作物之附加價值。由本研究結果也顯示甜薰衣草為具有潛力之

藥用作物，針對其保健成分可作深入分析，供未來醫學保健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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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淹水逆境下植株體內會產生大量的活化氧族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而

NADPH 氧化酶是生成 ROS 的來源之一。目前尚無研究指出水稻 NADPH 氧化酶於淹

水情況下之調控，本研究以水稻台梗九號為材料，偵測不同程度之淹水處理下，植株內

NADPH 氧化酶之基因表現。結果顯示，台梗九號在半淹(partial submergence；PS)或全

淹(Full submergence；FS)處理下，地上部高度都較未淹水之對照組高。節間長度測量結

果顯示，第二節間之延長為影響植株高度之重要因子。葉綠素含量測量結果顯示，不論

半淹或全淹水處理，葉綠素含量皆隨著處理天數增加而逐漸下降，且又以全淹處理下之

下降幅度較大。即時定量聚合酶連鎖反應(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qRT-PCR) 

顯示 NADPH 氧化酶在不同淹水程度下之基因表現量不同，顯示 NADPH 氧化酶參與淹

水逆境下之缺氧訊息傳遞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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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長梗滿天星非農藥防治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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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長梗滿天星(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Moq.）Griseb.)，又稱空心蓮子草，為莧科

植物(Amaranthaceae)，原產於中南美洲，在臺灣北部與中部已有發現，目前已知有 30

幾個國家均有發現之。該植物特性為多年生草本，常長於池塘、水溝、田畦或積水低窪

地。因此，近年常於水田田埂處發現。莖自基部分枝，匍匐而上端直立，空心，高可達

30 cm。花為頭狀花序呈球狀，腋生，具 2~4cm 之長花梗，易於辨認。與滿天星

(Alternanthera sessilis（L.）DC.)類似，以頭狀花序球形，密生葉腋，無長花梗為區分主

要性狀之一。後者主要生長在全台灣低海拔地區，尤以溼地最為常見。分布於熱帶亞洲、

澳洲與非洲。近幾年在苗栗地區陸續發現長梗滿天星成為草坪的頑固雜草，為尋求此草

的非農藥防治技術，本試驗於 2014 年利用苗栗縣公館鄉民間發生此草嚴重之草坪進

行。先以覆蓋不同厚度稻草處理，另以鹼性液加展著劑等不同組合之 7 個試驗處理，處

理後 3 天調查葉片枯萎程度。初步發現稻草覆蓋厚度超過 9 公分以上才具抑制效果，抑

制雜草生長率達 67.4%；鹼性液等 7 個處理中以尿素 50 倍稀釋液效果最佳，雜草葉乾

枯率達 41.3%。於處理後 45 天調查雜草地上部及地下部鮮乾重，發現地上部不論鮮重

或乾重均以覆蓋處理效果較好，可達 70%以上減少程度。但因長梗滿天星最難防治在

於地下部的蔓延，因此以非農藥處理後僅可減緩此草的危害速度，無法達到根除效果。

故以非農藥防治法配合挖除地下部之作業，方能達到較佳之防除成效，同時此處理也較

符合環境友善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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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尾草品種（系）農藝性狀之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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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狼尾草為台灣主要的牧草栽培種之一，為建立狼尾草詳實之農藝特性資料，本試驗

蒐集台灣 35 個狼尾草品種（系），進行 11 項農藝性狀之調查與分析。結果顯示，狼尾

草各農藝性狀變異係數範圍由 7.1~47.8%，可見各性狀於各品種（系）間存在不同程度

的變異，其中以分蘗數 47.8%為最高，次之為單叢鮮重 24.4%，葉舌 7.1%最低。經主成

分因子分析，可將參試品種（系）歸為四類群，第一類群和第二類群均屬於高莖型，分

別占了 15 個和 13 個品種（系），前者分蘗數少，但葉片多，第三類群和第四類群為矮

莖型，且分蘗性多，以前者的葉片數較多。本試驗結果顯示台灣之狼尾草種原資源多元，

可依育種目的，選定適宜的育種親本及雜交組合，進行狼尾草新品種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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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營養系 

 

摘要 

 

    水稻是台灣最主要的糧食作物，因此稻米之衛生安全品質管理是非常重要。可能影

響稻米安全品質的污染物質主要有農藥殘留及重金屬污染等。本試驗擬利用四個水稻品

種 TNG71、TN11、TK9、TK14 進行試驗。除調查各品種穀粒外觀大小特徵外，分別在

糊熟期施用不同農藥後，於不同天數收取稻穀，調查施藥後不同天數穀粒及糙米所殘留

的農藥種類及含量。結果顯示到四個水稻品種穀粒的外觀外觀大小特徵與農藥的殘留量

沒有顯著相關性。農藥施用後不同天數取樣之結果顯示，測試農藥的殘留量會隨著施用

後的天數殘留量明顯降低，測試農藥殘留量的衰減模式大致符合指數衰減函數，可據以

推估施藥後不同天數的農藥殘留量，作為田間濕穀農藥殘留管制及管理作業的參放。另

外調查濕穀繳交時不同批次稻穀殘留農藥的種類與分佈，最普遍檢出的殘留農藥為益達

胺、三賽唑、菲克莉、亞賜圃、陶斯松、賓克隆等，其結果反映一般農民的用藥情況，

可作為管理輔導的參放依據。 

 

 

 

 

*為報告人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      

聯絡人 e-mail：clchen1@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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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固殺草除草劑對蚯蚓急毒性影響之探討 

Acute toxicity of glufosinate to Earthworm (Eisenia andrei) 

 

林芳妘、謝玉貞*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公害防治組) 

               

摘要 

 

為提高作物的生產量，需使用農藥以防治病蟲草害，導致農藥亦隨之進入土壤系

統。為了評估對土壤動物的影響，以土壤品質指標生物蚯蚓為試驗對象，利用濾紙接觸

法(OECD test guideline 207)評估固殺草除草劑對蚯蚓(安德艾氏蚓 Eisenia Andrei)之急毒

性試驗。針對固殺草原體與 13.5％成品分別稀釋不同濃度對蚯蚓之致死率與不正常形態

之測試。固殺草原體與 13.5％成品對安德艾氏蚓具毒性，隨著農藥濃度的升高造成的毒

性反應也越嚴重。在 13.5%成品的最高試驗濃度(1 mg/cm
2
)，蚯蚓會立即受到藥劑刺激，

出現劇烈扭動，48 小時後的形態與行為的觀察顯示出蚯蚓有捲曲、不正常腫脹、黏液

分泌及迴避反應的行為。安德艾氏蚓對固殺草原體與 13.5％成品 48 小時之半數致死濃

度(LC50)分別為 0.388和 0.031 mg/cm
2。由結果顯示成品農藥LC50毒性比原體增加約 12.5

倍，推估成品中其他成分可能會增加對蚯蚓之毒性影響。 

 

 

 

 

 

 

                          

*聯絡人：謝玉貞 

聯絡人服務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公害防治組    

聯絡人 e-mail：ych@tactri.gov.tw 

聯絡人 電話：04-233021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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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建立水田滿江紅族群之技術 

 

游輝璿*、林妤姍、張素貞** 

行政院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摘要 

 

臺灣對於滿江紅的應用在 1981 年開始即有研究，顯示其具抑制雜草生長外，尚可

提供氮素肥力。唯前人研究多著力於抑制雜草及掩埋效益，本研究則以建立水田滿江紅

族群之技術為主要目的。該關鍵技術為第一次整地時於田區南北對角處挖小池圈養滿江

紅，並以塑膠網隔離；在田區四周開淺溝，以提供水田排水時滿江紅之暫時棲息地。滿

江紅在田間生長速度以覆蓋率表示，在插秧後 20 天即達 50%、30 天達 70%，40 天則

近 100%；因此，滿江紅抑制水田雜草效果非常佳，可大幅減少人工除草支出成本。當

滿江紅覆蓋率近全滿之際，正逢水稻分蘗盛期生長的曬田作業，此時可利用除草中耕機

將滿江紅翻入稻田土中轉成可吸收的養分，為水稻幼穗形成期所需的營養作預備。 

 

關鍵字：滿江紅、水田、覆蓋率 

 

 

 

 

*為報告人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行政院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聯絡人 e-mail：sujein@mdais.gov.tw 

聯絡人 電話：037-22211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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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高品質狼尾草臺畜草三號之生產及利用 

 

李姿蓉**  成游貴  林正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畜產試驗所 飼料作物組 

 

摘要 

 

狼尾草臺畜草三號為矮莖型且葉莖比高的品種，適合調製成多元化之牧草產品。本

試驗調查不同生長週數之農藝性狀及營養成分，利用大型機械協助採收與調製，建立狼

尾草臺畜草三號之高品質牧草生產模式。試驗結果顯示，狼尾草臺畜草三號第 6 週至

第 12 週間之鮮草品質優良，皆可調製成品質可被接受之青貯料，且能利用大型剪草機

或狼尾草收穫機進行收穫，亦能調製成膠膜捆包及乾草包。不同生長週數採收之狼尾草

臺畜草三號之葉莖比、葉乾物率及莖乾物率皆有差異，顯著影響調製乾草所需之日曬天

數。生長週數 6 週時，因狼尾草葉莖比較高且單次產量較低，所需日曬天數較少；而隨

著生長週數增加，日曬天數亦須增加，生長週數 20 週之狼尾草，調製乾草所需之日曬

天數須增加至 7 天。本試驗結果建議，狼尾草欲調製乾草時，成為兼顧狼尾草之牧草

品質與作業成本，採收期之生長週數以 8 週較為適宜。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聯絡人 e-mail： trli@mail.tlri.gov.tw 

聯絡人 電話：06-591121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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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淹水浸沒下陸稻(東陸三號)之生理及分子特性分析 

 

楊斯羽、楊靜瑩*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所) 

 

摘要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造成極端氣候，環境逆境對水稻之影響更需深入研究。目前研究

顯示，當水稻淹水時有兩種適應淹水的機制產生，分別為靜止策略(quiescence strategy)

及逃脫策略(escape strategy)。然而對於陸稻(upland rice)在淹水逆境之研究相當少且其在

淹水下之機制亦未闡明，因此本研究利用陸稻品種東陸 3 號(Tung Lu 3, TL3)進行完全淹

水試驗。研究結果顯示，TL3 於淹水後植株高度快速增加，且株高增加主要受節間Ⅱ延

長之影響，顯示 TL3 在淹水逆境下以逃脫策略為主。葉綠素 a, b或總葉綠素含量之測

量結果顯示，TL3 第二葉之葉綠素含量在淹水處理下皆較 FR13A多，而第三葉則較

FR13A 少。植株存活率試驗結果顯示，TL3 於淹水 10 天後仍有 55%之植株存活，顯示

其淹水耐受性雖不如 FR13A好，但於淹水 10 天後仍具有一定之耐受性。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 

聯絡人 e-mail：emiyang@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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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Evaluation of Forage Yield, Chemical Contents and Silage Quality of Manure 

Soybean 

綠肥大豆芻料產量、化學成分及青貯品質之評估 

Shyh-Rong Chang **  and  Chi-Hsin Lu 

張世融**  盧啟信 

 

Division of Forage Crops,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 COA.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畜產試驗所 飼料作物組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of the manure soybean used as 

forage and silage. Two cultivars of manure soybean (Glycine max (L.) Merr.) were cultivated 

in both spring and fall crop seasons and harvested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The forage yield, 

chemical contents and silage quality were determined. The highest forage yields were 9.3 mt 

ha-1 for soybean cv. Tainan No. 4 (TN4) at R5 stage and 13 mt ha-1 for cv. Tainan No. 7 

(TN7) at R7, respectively. The crude protein content of TN4 was the highest at R5 stage, 

while that of TN7 was the highest at R7 stage. The averaged pH values of the manure 

soybean silages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and growth stages were between 3.97 and 4.47. The 

averaged Flieg’s points of the silages were 26.5, 50.7 and 56.1 for three ensiling treatments, 

respectively; and those were 38.4, 47.5 and 47.3 for three different harvest stages, 

respectively. It was suggested that manure soybean could be cultivated and utilized as forage 

with high forage yield and good quality. The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d that the silage quality of 

manure soybean could be improved by adding with corn meal or forage grass during 

ensilings.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聯絡人 e-mail：srchang@mail. tlri. gov. tw 

聯絡人 電話：06-591121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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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魚腥草於新竹縣關西地區之產量表現及抗氧化能力之研究 

 

林禎祥*、林孟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摘要 

    為瞭解魚腥草於新竹縣關西地區之栽培適應性，以本場收集之TY1301、TY1302及

TY1406等品系為材料，於露天環境栽培進行地上部莖葉產量評估及抗氧化能力分析，

2014年6月12日種植，同年10月15日採收調查，種植期間不進行病、蟲害防治，各供試

材料平均株高及植株展幅分別介於22.0 cm至22.9 cm及53.0 cm至62.4 cm之間，無顯著差

異，每平方公尺鮮重及乾重以TY1406之292.1 g m
-2 及58.0 g m

-2 較佳，清除50% DPPH 

(1,1-diphenyl-2-picrylhydrazyl) 自由基之濃度 (IC50) 則以TY1406之40.8 µg ml
-1較佳。結

果顯示在新竹縣關西地區，魚腥草栽培以TY1406為材料有較佳的地上部莖葉產量及抗

氧化能力，具備開發為保健產品之潛力。 

 

 

 

 

 

*為報告人 

**為連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聯絡人 e-mail：tcsuper@tydais.gov.tw 

                                     聯絡人 電話：03-476821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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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茭白栽培時期對產量之影響 

 

楊志維*、簡禎佑、林孟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摘要 

    茭白為高經濟作物，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2013年台灣地區茭白栽培面積約

1,964公頃，新北市三芝區、金山區及淡水區共種植約150公頃，雖然栽培面積不大，但

卻是該地區具有特色之重要產業。北部地區茭白種植時期普遍分布在3~6月之間，雖茭

白筍經濟價值高，但茭白之生育期長達約8個月及栽培管理期間須剝除老葉1~2次，且無

機械化採收機具均須依靠人力採摘，費時費工，因此年輕人多半不願意從事茭白生產，

而目前均以老農種植茭白居多，由於體力負擔有限，因此北部地區茭白栽培面積受到侷

限，無法擴大，因此本計畫擬尋找解決降低茭白生產成本及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之栽培技

術，探討不同栽培時期對茭白產量之影響。試驗結果顯示茭白品種桃園1號產量以3月底

種植最高達每公頃11,748公斤，而以4月底種植產量最低為每公頃9,262公斤。 

 

 

 

 

 

*為報告人 

**為連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聯絡人 e-mail：tcsuper@tydais.gov.tw 

                                     聯絡人 電話：03-476821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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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有機茭白栽培密度對產量之影響 

 

楊志維*、簡禎佑、林孟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摘要 

    茭白為高經濟作物，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2013年台灣地區茭白栽培面積約

1,964公頃，新北市三芝區、金山區及淡水區共種植約150公頃，雖然栽培面積不大，但

卻是該地區具有特色之重要產業。北部地區茭白種植時期普遍分布在3~6月之間，雖茭

白筍經濟價值高，但茭白之生育期長達約8個月及栽培管理期間須剝除老葉1~2次，且無

機械化採收機具均須依靠人力採摘，費時費工，因此年輕人多半不願意從事茭白生產，

而目前均以老農種植茭白居多，由於體力負擔有限，因此北部地區茭白栽培面積受到侷

限，無法擴大，因此本計畫擬尋找解決降低茭白生產成本及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之栽培技

術，探討不同栽培密度對有機茭白產量之影響。試驗結果顯示茭白品種桃園1號產量以

行株距1x1公尺最高達每公頃6,606公斤，而以行株距2.0x2.0公尺產量最低為每公頃3,298

公斤，茭白品種桃園2號產量以行株距1x1公尺最高達每公頃4,570公斤，而以行株距

2.0x2.0公尺產量最低為每公頃2,580公斤。 

 

 

 

 

 

*為報告人 

**為連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聯絡人 e-mail：tcsuper@tydais.gov.tw 

                                     聯絡人 電話：03-476821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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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茭白氮肥施用量對產量之影響 

 

楊志維*、簡禎佑、林孟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摘要 

    茭白為高經濟作物，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2013年台灣地區茭白栽培面積約

1,964公頃，新北市三芝區、金山區及淡水區共種植約150公頃，雖然栽培面積不大，但

卻是該地區具有特色之重要產業。北部地區茭白種植時期普遍分布在3~6月之間，雖茭

白筍經濟價值高，但茭白之生育期長達約8個月及栽培管理期間須剝除老葉1~2次，且無

機械化採收機具均須依靠人力採摘，費時費工，因此年輕人多半不願意從事茭白生產，

而目前均以老農種植茭白居多，由於體力負擔有限，因此北部地區茭白栽培面積受到侷

限，無法擴大，因此本計畫擬尋找解決降低茭白生產成本及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之栽培技

術，探討不同氮肥施用量對茭白產量之影響。試驗結果顯示茭白品種桃園1號產量以每

公頃施用氮肥120公斤產量最高達每公頃3,668公斤，而以每公頃施用氮肥60公斤產量最

低為每公頃2,990公斤，茭白品種桃園2號產量以每公頃施用氮肥120公斤產量最高達每

公頃4,552公斤，而以每公頃施用氮肥60公斤產量最低為每公頃2,554公斤。 

 

 

 

 

 

*為報告人 

**為連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聯絡人 e-mail：tcsuper@tydais.gov.tw 

                                     聯絡人 電話：03-476821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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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茭白生育期間剝除老葉對產量之影響 

 

楊志維*、簡禎佑、林孟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摘要 

    茭白為高經濟作物，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2013年台灣地區茭白栽培面積約

1,964公頃，新北市三芝區、金山區及淡水區共種植約150公頃，雖然栽培面積不大，但

卻是該地區具有特色之重要產業。北部地區茭白種植時期普遍分布在3~6月之間，雖茭

白筍經濟價值高，但茭白之生育期長達約8個月及栽培管理期間須剝除老葉1~2次，且無

機械化採收機具均須依靠人力採摘，費時費工，因此年輕人多半不願意從事茭白生產，

而目前均以老農種植茭白居多，由於體力負擔有限，因此北部地區茭白栽培面積受到侷

限，無法擴大，因此本計畫擬尋找解決降低茭白生產成本及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之栽培技

術，探討茭白生育期間剝除老葉對產量之影響。試驗結果顯示茭白品種桃園1號剝除老

葉之產量每公頃6,450公斤，而與對照不剝除老葉之產量無顯著性差異，茭白品種桃園2

號剝除老葉之產量每公頃5,407公斤，而與對照不剝除老葉之產量無顯著性差異。 

 

 

 

 

 

*為報告人 

**為連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聯絡人 e-mail：tcsuper@tydais.gov.tw 

                                     聯絡人 電話：03-476821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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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有機茭白生育期間剝除老葉對產量之影響 

 

楊志維*、簡禎佑、林孟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摘要 

    茭白為高經濟作物，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2013年台灣地區茭白栽培面積約

1,964公頃，新北市三芝區、金山區及淡水區共種植約150公頃，雖然栽培面積不大，但

卻是該地區具有特色之重要產業。北部地區茭白種植時期普遍分布在3~6月之間，雖茭

白筍經濟價值高，但茭白之生育期長達約8個月及栽培管理期間須剝除老葉1~2次，且無

機械化採收機具均須依靠人力採摘，費時費工，因此年輕人多半不願意從事茭白生產，

而目前均以老農種植茭白居多，由於體力負擔有限，因此北部地區茭白栽培面積受到侷

限，無法擴大，因此本計畫擬尋找解決降低茭白生產成本及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之栽培技

術，探討有機茭白生育期間剝除老葉對產量之影響。試驗結果顯示茭白品種桃園1號剝

除老葉之產量每公頃6,040公斤，而較對照不剝除老葉產量每公頃5,043公斤為高，茭白

品種桃園2號剝除老葉之產量每公頃3,257公斤，而與對照不剝除老葉之產量無顯著性差

異。 

 

 

 

 

 

*為報告人 

**為連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聯絡人 e-mail：tcsuper@tydais.gov.tw 

                                     聯絡人 電話：03-476821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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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農業生態系之耕作制度對雜草相之變化與變遷 

蕭巧玲 1*,**、楊純明 1、何佳勳 1、吳泓書 2
 

 
1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作物組 

  
2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嘉義分所 

 

摘要 

本研究於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溪口農場之長期農業生態系研究

(Long-term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Research; LTER)試驗場址進行，據以長期觀察與追蹤

氣候變遷下不同耕作制度之雜草相變化及變遷。收集 2010 年至 2014 年合計 5 年 9 期作

資料(2014 年僅一期作)之調查結果，分析雜草變動情形，亦探討溫度對雜草相消長之影

響。根據試驗結果，發現雙期作水田農耕生態系(paddy-paddy cropping system; PP)雜草

密度呈現慣行高肥區 (conventional agro-ecosystem; CA)多於永續低肥區 (sustainable 

agro-ecosystem; SA)的趨勢，且二期作又多於一期作之現象，年際間雜草相則呈現 M 型

分布，雙頂點落於 2010 年及 2012 年二期作。在水旱輪作農耕生態系(paddy-upland 

rotation cropping system; PU)，各年度間的雜草分布未有一致表現，惟 PU-SA生態系雜

草族群略多於 PU-CA生態系者，且二期作高於一期作。比較 PP 及 PU 兩大農耕生態系

雜草相，PU 生態系的雜草密度較少於 PP 生態系，因此水旱田輪作體系似有助於抑制

雜草族群擴大。分析 5 年期間溫度變化對雜草相的消長，以兩大農耕生態系密度最高的

水莧菜(PP 生態系)及霍香薊(PU 生態系)為對象，發現兩大農耕生態系在水稻成熟階段

之雜草相較偏好較溫暖的環境，多數生長於 2126℃之間。溫度與雜草密度間的二次曲

線關係雖未達顯著水準，然此 2 種雜草密度呈現顯示隨著溫度上升而增加之趨勢。 

 

 

 

 

 

*為報告人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聯絡人 e-mail：clhsiao@tari.gov.tw  

                                       聯絡人 電話：(04)2331-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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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光、氧氣與埋土深度對薺菜與小團扇薺種子發芽之影響 

莊文進   侯金日* 

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摘要 

薺菜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Medic.)，為十字花科一年生草本，分佈於台灣中

低海拔，生長於旱田、路旁、果園及庭園。小團扇薺 (Lepidium virginicum Linn.)，也為

十字花科一年生草本，分佈台灣全島平原地區生長於旱田、果園、且經常出現於路邊，

荒地及海邊，並且成遍生長。田野間小團扇薺較薺菜分佈為廣，薺菜主要分布在水分充

足之蔬菜田，而小團扇薺於旱田休耕地、田埂甚至於部分海邊農田，皆有其分佈，是否

因小團扇薺對環境適應較薺菜為佳，則為相當值得探究。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光質、氧氣與埋土深度對兩種十字花科雜草之影響，試驗結

果如下:。 

薺菜及小團扇薺種子可發芽之光質範圍：薺菜種子以白光、紅光、藍光、紫光之發

芽率皆逹 84%以上最佳；小團扇薺種子以白光、紅光之發芽率皆在 80％以上為最佳，

而遠紅光、黑暗環境處理下兩種子之發芽率則明顯受抑制。薺菜及小團扇薺種子在光照

下有氧處理薺菜發芽率較佳，達 78.67％、無氧處理小團扇薺發芽率較佳達 81.33％、嫌

氧處理兩種子之發芽率則無明顯差異；在黑暗的情況下，無論有氧、嫌氧或無氧，兩種

種子發芽率均低或無發芽。在埋土深度試驗中，以覆土 0~0.4 cm 幼苗出土率較高、兩

種子之出土率受埋土深度影響，當埋土深度 7.5 cm 時，小團扇薺種子則不出土、而薺

菜埋土深度 5 cm亦不出土。 

 

 

 

 

 

 

 

 

*為報告人及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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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除草劑對薺菜與小團扇薺種子萌芽抑制之影響 

莊文進   侯金日* 

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摘要 

薺菜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Medic.)，為十字花科一年生草本，分佈於台灣中

低海拔，生長於旱田、路旁、果園及庭園。小團扇薺 (Lepidium virginicum Linn.)，也為

十字花科一年生草本，分佈台灣全島平原地區生長於旱田、果園、且經常出現於路邊，

荒地及海邊，並且成遍生長。 

雜草一直是農民在栽培作物上最感困擾的問題之一，田間雜草的發芽季節各有不

同，往往造成農民管理上的困擾。農民對雜草之防除，除草劑做為主要方法，若能了解

此兩種雜草種子對除草劑之忍受性，則在雜草防除上將有很大之助益。 本研究主要目

的在探討除草劑(拉草、施得圃、巴拉刈與嘉磷塞異丙胺鹽)對兩種十字花科雜草種子萌

芽之影響，試驗結果如下: 

在除草劑處理方面，使用拉草 (45.1％乳劑) 1500 倍濃度其發芽率僅為 10-25％，

500 倍濃度兩者皆無發芽；施得圃 (34％乳劑) 施用濃度為 125 倍其發芽率僅為 11-28

％，75 倍濃度兩者皆無發芽；巴拉刈 (24％溶液) 使用 2000 倍濃度下其發芽率僅 30～

37％，1000 倍濃度下皆無種子發芽；嘉磷塞異丙胺鹽 (41％溶液) 250 倍濃度下其發芽

率僅為 15～33％，四種除草劑處理以拉草及巴拉刈對種子發芽抑制的影響較大。 

 

 

 

 

 

 

 

 

*為報告人及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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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溫度、水分與鹽分逆境對薺菜與小團扇薺種子發芽之影響 

莊文進   侯金日* 

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摘要 

薺菜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Medic.)，英名：Shepherd’s purse 為十字花科一年

生草本，分佈於台灣中低海拔，生長於旱田、路旁、果園及庭園。小團扇薺 (Lepidium 

virginicum Linn.)，英名：Garden cress，為十字花科一年生草本，分佈台灣全島平原地

區生長於旱田、果園、且經常出現於路邊，荒地及海邊，並且成遍生長。薺菜與小團扇

薺兩種雜草常發生於蔬菜田、果園、草坪、冬季裡作田與冬季休耕地。秋冬至次年春季

開花，靠種子繁殖及傳佈。兩物種分布廣泛，與其對環境之適應性有很大的影響。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溫度、水分與鹽分逆境對兩種十字花科雜草之影響，試驗

結果如下:  

薺菜及小團扇薺種子可發芽恆溫範圍在 10~25℃之間，以 10℃薺菜發芽率最高達

89.33％，變溫環境下之發芽能力薺菜以 15/10℃、小團扇薺以 20/15℃發芽率最高，分

別為 88.67％及 85.33％。薺菜及小團扇薺種子可發芽的水分潛勢範圍在 0～-0.4MPa 間，

最適合之水分潛勢範圍為 0～-0.2MPa，而以小團扇薺較耐低水分潛勢，在-0.6MPa 仍有

15.33％發芽率。在鹽分濃度方面薺菜及小團扇薺種子於鹽分濃度 0～0.6％間，種子皆

有發芽能力，在鹽分濃度 0.6％以上薺菜較小團扇薺種子對鹽分更為敏感。 

 

 

 

 

 

 

 

 

*為報告人及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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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歡迎迎您您加加入入中中華華民民國國雜雜草草學學會會~~  

        
理事長

張 賢 懿 敬邀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個人、學生、永久會員入會申請書 

編號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專 長  身分證號 

(末四碼) 
 

學  歷  服務單位  職 稱  

戶籍地址  電 話  

聯絡地址  傳 真  

E-Mail  

□個人會員□學生會員□永久會員 

申請人：                           (簽章) 

介紹人：                           (簽章) 

地  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結

果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 

證號 
 

※並請簽署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個人資料授權/取得使用同意書」。 

 

 

 

 

中 華 民 國 雜 草 學 會 

電話：(04)23302101 轉 605     傳真：(04) 23308692 

地址：(41358) 台中市霧峰區舊正里光明路 11 號。 

網址：http:// wssroc.agro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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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團體會員入會申請書 

編號 

團體 

名稱 
 地 址  

電話  

傳真  

負責人  職    

稱 

 

成立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業務 

項目 

 

證照 

字號 

 發證 

機關 

 

會 

員 

代 

表 

姓

名 

 性

別 

男□女

□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專 長 

 

學

歷 

 身份證

字  號 

(末四碼)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E-Mail 

 

申請團體： 

負 責 人：                         (簽章) 

介 紹 人：                         (簽章)   

地    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

結果 
 

入會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 

證號 
 

※並請簽署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個人資料授權/取得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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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個人資料授權/取得使用同意書」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八條規定，取得您提供的個人資料，需告知下列事項並得到您的同意，請您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為了推動本學會各項理念，所辦理相關活動或各項服務計畫（方案）

之相關業務。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末四碼、學歷、服務單

位及職稱、聯絡電話(含傳真、手機電話)、通訊地址、戶籍地址、電子信箱。 

三、本學會利用個人資料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

年限或本學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於本學會所在之國內外地區及與本會有業務往來之機構所在地區。 

(三)對象：本學會及與本學會有業務合作之機（關）構。 

(四)方式：以電腦或非電腦利用之方式。 

四、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就本學會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台端得行使下列權利： 

(一)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提供複製本。 

(二)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請您提出釋明。 

(三)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運用，並可請求刪除。但另有法律規定者，得不依您的

請求辦理。 

五、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之個人資料，若

您拒絕提供所需之個人資料或提供不完全時，本學會將無法為您提供完整之服

務，尚祈見諒。 

================================================================== 

【本人書面同意簽章聯】 

經貴學會向本人明確告知上開事項後，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學會蒐集、處理或利用

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本人特以書面 □同意 \ □不同意（請勾選） 貴學會蒐

集、處理或利用所提供之各項個人資料。 

受告知人：_______________ （簽名或蓋章）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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