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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報導】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年會、研究成果發表會   

   日    期：2013年12月6日(星期五) 

   地    點：國立中興大學農藝系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系 

 

【議程表】 

時    間 內                容 

11：30∼12：30 理監事聯席會（農藝系4F會議室） 

12：40∼13：20 報   到 及 海報展 

13：20∼13：30 開幕式：主席、貴賓致詞 (邀請王慶裕教授代理系主任致詞)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會員大會：主持人  張賢懿 理事長 

13：30∼13：45 會務報告及討論  

13：45∼14：00 表揚傑出個人學術獎及事業獎  
 

 第一單元：雜草科學講座「建構植物保護產業與農產品安全生產雙嬴的管理與運作」  
   主持人：  張賢懿 理事長 

時     間 課        程 講   師 

14：00∼15：00 
雜草科學講座「建構植物保護產業與農產品安全

生產雙嬴的管理與運作」 
費雯綺 所長 

15：00∼15：10 合照留影 

15：10∼15：20 海報展、休息及意見交流 
 

 第二單元：研究成果發表會       

時     間 課        程 主持人 

15：20∼18：00 研究成果發表會 王慶裕 教授 

18：00∼18：30 綜合討論 & 優良壁報頒獎 ＆ 摸 彩 
張理事長及各位

講師 

18：30∼20：00 雜草之夜~餐會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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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 

 會務報告 

一、理 、監事會議 

    召開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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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聯合年會(於十二月六日假國立中興大學舉

行)，本學會推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作物組 蕭巧玲助理研究員為今年優良農

業基層人員，並推薦王順成 教授為本學會學術獎褒獎人，郭峰宗經理為本學會事業獎褒

獎人。 

二 、會籍 
本會截至本年(2013年)11月24日為止，本年度共15位新加入普通會員，3位加入永久會

員，計有有效個人會員164人，團體會員9家。 

三 、財務 
1. 2013年度收支決算如附件一，經本會第17屆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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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30日為止，共計有新台幣壹百壹拾貳萬捌千肆佰伍拾柒元存於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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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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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XX大學 XX系 教授XXX 贊助，依字體大小而分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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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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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本會第 17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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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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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最後收支決算
書，提請授權常務理監事審核至 2013年 12月 31日決算。 

決  議：通過，並授權常務理監事審核至2013年12月31日決算。 

 

提案二 

提案人：本會第17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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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工作計畫書草案，本草案業經本會第17

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提報本次大會審議，送交第17屆理監事會執

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本會第17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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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經費收支預算書草案。本草

案業經本會第17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提報本次大會審議，送交第

17屆理監事會執行。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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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褒獎得獎人介紹 

學 術 獎 得 獎 人 
王 順 成  先生 

年齡：64歲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應用毒理研究所博士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應用毒理研究所 

經歷：  
● 臺灣植物保護中心應用毒理系助理研究員。 
● 臺灣省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副研究員。 
● 臺灣省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秘書。 
● 台灣省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應用毒理系系主任。  
●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副所長 
● 朝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毒理學兼任教授。 
● 國立東華大學生物技術研究所兼任教授。 
● 私立靜宜大學食品營養研究所學兼任教授。 
●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現任職務： 

● 朝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學系教授 
具體優良事績： 
 
一、王順成教授致力於農藥毒理、環境毒理、農藥健康風險評估、環境生態、除草劑

毒理、環境風險評估之研究共三十八年 論文著作近兩百餘篇。 
二、王教授曾獲科技類臺灣省優秀青年獎章、科技類全國十大傑出青年、中華民國雜

草學會年度個人學術事業成就獎、2011 獲海峽兩岸生物技術學術貢獻獎、2011 
獲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國家環境保護卓越貢獻獎。 

三、王教授曾獲聘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藥毒理咨議會委員、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
境毒藥物管理咨議會委員、 行政院衛生署醫藥管理咨議會委員、行政院經濟部
生物技術發展咨議會委員、經濟部中央標準檢驗局環境保護國家標準技術委員

會委員、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檢驗測定機構縣場評鑑專家、台中縣及

台中市區域性垃社圾焚化廠特種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四、王教授曾榮任為中華民國實驗動物學會理及監事、中華農藥協會理事、中華民國

雜草學會秘書長、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常務理事、台灣昆蟲學會監事長、中華植

物保護學會理事長、中華植物保護學會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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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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業 獎 得 獎 人 
郭 峰 宗先生 

年齡：55 歲 

 

主要學經歷： 
‧ 學歷： MS: Department of Forest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BS: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系-育林組 

‧ 經歷：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理事 
 農藥管理人員資格訓練UNFAO CoC 講師 

CTK Product Stewardship Coordinator 

現任職務： 台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植物保護部 登記開發經理 

 

具體優良事績： 
 

得獎人從 1987年加入台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植保部服務已 26年資歷。加入杜邦公
司之初即從事田間試驗，負責新藥劑的開發工作，其中又以杜邦公司所發展出之最新型

水田除草劑免速隆及其混合劑為主。免速隆水田除草劑之開發對台灣水稻田的雜草管理

有非常深遠之影響，其特性為用量低並相較於舊藥劑對環境更為友善安全，農民使用上

亦更方便。免速隆混合劑至今仍是水稻田雜草管理上農民最主要之使用藥劑之一。 
 
除了水田除草劑免速隆及其混合劑之登記開發，受獎人對於產品照顧責任(Product 

Stewardship)的推展執行更不餘遺力。不僅對於公司內部產品照顧責任的監督外，亦義
務在農藥管理人員資格訓練課程上貢獻一己之力負責講習「聯合國糧農組織銷售行為守

則」。祈許植保業界的所有從業人員都能遵守執行此行為守則，讓我們的環境更美好，

農民也能更安全的使用農藥。   
 
受獎人每年積極參加雜草學會之會議及活動 ,並擔任雜草學會常務理事多年，對於

支持學會的發展和從事雜草管理的產品照顧責任成果予於肯定，特予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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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農業基層人員 

蕭 巧 玲 小姐 

年齡：33 歲 

 

主要學經歷： 
國立中興大學 農藝學系 碩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 學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助理研究員(現任)員 

現任職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助理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具體優良事績： 
 

蕭君目前任職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作物組，長期於作物雜草管理研

究與推廣貢獻如下： 

一、近年來致力於暖化趨勢下水稻田雜草相變化及因應管理策略等相關研究，可

提供稻田生態型雜草管理參考，並以提供水稻生育的合適與安全環境，不僅

有助於穩定稻米的生產與品質，更可應用於調整適當雜草管理策略以符合水

稻栽培之健康管理。 

二、極參與農業長期生態系研究，負責雜草相多樣性調查與相關研究工作，對於

釐清不同農田生態系之雜草生態結構、族群消長及長期變遷頗有助益，又由

雜草與作物生產環境間之關聯與互動，可提供各種農業生態系之農耕操作方

式對雜草生態影響資訊，亦將可利用於因應對策研擬。 

三、擔任雜草學會 100年研習會專題演講講師，並積極參加學會辦理之各項學術
論文宣讀發表，努力貢獻於國內雜草科學與事業之推展。 

四、研究成果豐碩，近五年個人著作合計 31篇，其中學術期刊論文 12篇、研討
會論文 5篇、專書 1本、技術報告及其他 13篇。 

 
其從事作物雜草管理研究與基層推廣成果備受肯定，特予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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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科學講座】 

建構植物保護產業與農產品安全生產 

雙嬴的管理與運作 

費雯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壹、前  言 

農作物與人一樣，在生長的過程中一定會生病及長虫，尤其在台灣高溫多濕的環境裡，病

虫害特別多，不用藥物來防治，農作物幾乎不可能生長。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世界上的

農田如果沒有使用農藥，農作物產量將損失40~50%，而且嚴重威脅到人類的糧荒問題。而人類

對於病媒昆蟲的防治如瘧蚊 (傳播瘧疾)、絲蟲 (可引起象皮病)、住血吸蟲病及腸道寄生蟲感染

等，也必須仰賴這些化學藥劑的使用。世界上如果沒有滴滴涕（DDT）的發明，人類很難從瘧

疾和瘟疫的浩劫中走出悲情。 

然農藥雖是防治農作物病、蟲、雜草害，保護農林作物生長及產量的重要利器，但是大部

分農藥由於其作用為殺蟲、殺鼠、殺菌或除草等特性，或多或少對人體、動物或環境會造成某

種程度的風險或危害。有機氯類殺蟲劑在1970 年代都己紛紛禁止使用，現下使用的農藥都必須

經過嚴格的實驗才會被淮許使用。 

 

貳、農藥的登記與販售管理 

農藥如同我們日常接觸的所有化學藥物一樣，毒與不毒都是決定在接觸的量。為確保農藥

使用對消費者、農民、勞工及環境的安全性，農藥的使用必須加以合理的管理，故世界各國均

制定有農藥管理法規予以規範。台灣比照先進國家，亦訂定有嚴格的農藥使用管理辦法，所有

要在我國使用的農藥都必須經過安全性及效果性的試驗，評估通過後才能淮許上市成為農藥，

農民也才能合法的施用於農田。 

一、農藥的登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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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農藥管理法，農藥之進口、製造及上市販售及使用均須先取得農藥登記許可證；而登

記證發放的原則，則是事先審核其對哺乳動物及環境影響的各項查驗的試驗資料，不但要證明

它防治病蟲草害的效果，也要確保其登記使用對人畜及環境不會造成不適之危害或影響。所以

可以通過審查並上市當成農藥販售使的農藥，都必須是對人畜不具強急毒性、不會有慢性毒性，

且不會造成環境污染者，才能稱之為農藥。截至目前止，國內已核准登記成品農藥為538種（有

效成分計367種）。 

根據我國的農藥管理法，凡欲在我國使用的農藥必需辦理使用登記，而辦理登記時所需要

的試驗資料很多，大致可分為下列六大類： 

(一) 物理化學性質：要求此項資料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確認該農藥之「各種成份」，以確定安全

評估及效果評估的對象。 

(二) 溫血動物毒性：對溫血動物的試驗包含有急性毒性、致癌性、胚胎畸型性、慢性毒性等試

驗，凡急性毒性為極劇毒或會造成不可復原慢性為害者均不得登記為農藥使用，以確保農

藥使用之安全性。 

(三) 水生生物、鳥類及蜜蜂毒性：對本土水生生物毒性、鳥類毒性及蜜蜂毒性的測試主要目的

在防止農藥對環境生態的沖擊。凡對水生生物、鳥類及蜜蜂屬劇毒之農藥，在本國均被限

制使用範圍或於其產品標示上須加註警語，以免產生非原目的性之副作用。 

(四) 水土中分佈與降解：要求農藥在水土中流佈及持久性的試驗，主要目的是阻止有環境污染

潛在危害的化合物成為農藥而登記上市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 

(五) 作物殘留與人體代謝：要求農藥在作物上的殘留變化以及人體中之新陳代謝作用等試驗，

主要目的在訂農藥在作物上殘留之安全標準，以及限制農藥之使用量。 

(六) 藥效與作物藥害：需要田間效果與藥害試驗，目的是訂定田間使用方法，以確保使用效果。

經過詳細研判過上述資料以後，農委會會透過專家群（農藥諮議委員會及各植物保護工作

小組），依据該等資料訂定兼顧安全、經濟以及有效的田間使用規範；這些田間使用規範最後

都彙整在「植物保護手冊」及「農藥使用手冊」中，植物保護手冊及農藥使用手冊除有紙本書

出版供參外，亦有置於網路上的電子書分類檢索及資料庫綜合階檢索，供相關人員查詢應用。

前述試驗項目相當繁多，事關毒性者，包括有經口、經皮膚、經呼吸、過敏性、刺激性、

神經性等急性毒性試驗，以及致癌性、致胚胎畸型性、累積性、對生殖之影響、分解快慢等慢

性毒性試驗，凡屬極劇毒或會引起不可復原慢性危害之化學品都不可能登記為農藥使用。經由

嚴格把關的農藥登記申請審查及評估，現下使用的農藥與1960 年代前使用的有機氯類殺蟲劑是

完全不同的化學品，因此認為農藥是毒藥，或者農藥是致癌物的理念也應隨科技之進步及時代

的改變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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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藥製售業者管理 

依農藥管理法之規定，農藥生產業者應設農藥工廠，且須符合「農藥工廠設廠標準」之規

定，並由經濟部、環保署、勞委會及農委會共同監督管理，目前我國農藥工廠約有46家。在農

藥販賣業者之管理方面，目前國內之農藥販賣業者約5,000餘家，必須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申請農藥販賣業執照且設置專任管理人員始得營業，並由各縣（市）主管機關負責監督管理。

此外，為確保農藥有效使用，保障農民之權益，農委會每年成立市售成品農藥品質之抽檢計畫，

農委會防檢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及各縣（市）政府則組成聯合檢查小組，每年平均抽檢市

售成品農藥1,000餘件，凡經抽檢不合格之劣農藥者，均由各縣（市）主管機關加以處罰，並責

令業者限期予以回收。 

為加強管理，近年亦修訂農藥管理人證照由終身有效制改為換證制，增訂管理人員每年及

換證需接受訓練時數之證照管理規定，以提升農藥販售業者專業知能。此外，加強之作為尚有：

1. 加強販賣業者違規推薦之查處：積極督導並配合各縣市政府，確實依農藥管理法第 36條「農

藥生產業或販賣業，對其生產或販賣之農藥，不得逾越登記內容，從事虛偽、誇張或不正當

之推銷、宣傳或廣告」之規定，加強農藥販賣者違規推薦用藥之查處工作。另，積極宣導農

藥販售業者應開立購買證明，俾便落實正確推薦用藥之工作。 

2. 加強劇毒性農藥之販售管理：為落實劇毒農藥之販售管理，積極督導並配合各縣市政府加強

劇毒農藥之檢查工作。舉凡違反規定者，除將依法處以罰鍰外，必要時將取消其販賣劇毒農

藥之權利；再次違反者，則撤銷其販賣業執照。此外，農藥管理法已於 96 年修法，增列購

買劇毒農藥者之資格限制，以避免其不當使用。 

3. 推動「農藥販賣管理及資訊系統建置」計畫：開發農藥販賣管理系統及農藥採購卡，配合農

藥商品條碼化，藉以蒐集其販售及農民採購之相關資訊，強化農作物病蟲害管理及使用農藥

可追溯之目的，遏止違規推薦造成農藥濫用之情形，有效提升農藥販賣業管理，並確保農產

品的衛生安全。 

4. 加強農藥販賣業者之宣導教育及評鑑獎勵： 

(1) 辦理農藥販賣業者之複訓講習，加強宣導，以加強農藥從業人員之專業知能及法治觀

念；每年辦理 24 場次，約 6,000 人次參加教育訓練，此外，並編輯農藥販售業者適用

之「農藥使用手冊」，其中標示有每項農藥作用機制歸屬之代碼，以減少違規推薦用藥

情形；未來仍將透過各種場合持續呼籲農藥販賣業者配合辦理。 

(2) 經濟價值較高作物生產之農戶，其程度一般較高，自主性強；但水稻、蔬菜農民則較易

受農藥販售業者誘導，須加強該類作物栽培區農藥販售業者之教育，以應提昇其對農民

用藥指導之能力，避免對農民用藥之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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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優良農藥販賣業者之評鑑獎勵，對優良之農藥販賣業者予以表揚廣宣，未來將構思

更有效益之推行方式。 

三、與檢調單位聯合加強非法農藥查緝 

為避免劣幣趨逐良幣，有必要加強非法農藥查緝工作。農委會防檢局與直轄市、縣（市）

政府所組成之聯合查緝小組，必要時會同檢警調等單位積極辦理偽禁農藥查緝工作，以維護優

良農藥經營環境，並確保農產品衛生安全及生態環境之保護。為有效打擊非法製造、加工、輸

入或販售偽禁農藥業者，消除市面之偽禁農藥，確保國人飲食健康及合法業者之權益，未來在

查緝偽禁農藥部分，將持續從宣導、輔導及加強查緝三方面分頭並進。同時持續加強與司法檢

調人員之橫向交流聯繫，以落實違法案件之裁罰。 

四、生物農藥的發展與扶植 

生物農藥是近年來發展極為快速的科技產品，實際上應也屬生物防治方法的一種。生物農

藥主要是利用昆蟲及植病的病菌，大量培養、量產後施用於田間；其使用方式與農藥一樣簡便，

雖然對害蟲及植物病菌有毒害作用，但對作物卻不會產生不良的影響，對農產品的衛生安全的

品質更有正面的助益。 

生物農藥有許多的優點，它對環境不會有任何的傷害而且極適合配合綜合防治使用。在某

些情況之下生物農藥會有較持久的效果，生物農藥也較容易取得農藥管理法的使用登記，在登

記的成本上也遠比化學藥劑花費少，害物對生物藥劑也不容易產生抗藥性，比化學藥劑也容易

大量產製；在化學藥劑使用產生問題時，生物農藥常是唯一可以替代的植物保護方法。 

在1970年代就有發展出一些生物農藥產品但最後在市場上都遭遇到失敗，就其原因有二，

其一是無法取代任何的化學防治方法，其二為當時綜合防治方法之觀念尚不成熟，生物農藥找

不到有利的市場，缺少發展的利基。另外更為重要者是當時對生物農藥的製劑研究不足，而造

成在田間使用時，易受環境的影響而使田間的效果表現不佳，變異極大。 

到了1990年代，在很多實施綜合防治的地區，由於為數甚多的廣效性或無選擇性的農藥逐

漸被停止使用，加以農藥註冊登記及開發的費用日漸昂貴，讓登記廠商對某些作物上的農藥使

用缺少註冊之意願，這些原因為生物農藥的開發，提供了很大的誘因。 

近年來發酵科技及生物技術科技的突飛猛進，不但增進了生物農藥的田間效果，且改進了

生物農藥在環境中的持久性以及貯藏安定性，同時，因此等科技的進步亦使生物農藥量產的成

本大幅的降低。近年來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生物農藥的研發突飛猛進，且成立相關計畫，積

極整合多重學術背景的研究團隊，包含了生物、毒理、發酵、生物技術以及病蟲害等領域之專

家，強化產品的研發、低成本的量產、市場的評估、到合法的登記使用等，為生物農藥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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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產業化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五、安全農藥上市之鼓勵 

農藥本身毒性高低及其殘留暴露量是否安全是評定農藥使用安全之因素。降低農藥使用風

險為國際上農藥管理之趨勢，國際上對早期之有機磷劑如巴拉松等已陸續評估淘汰，近期歐美

國家更積極發展生物性農藥，推動病蟲害綜合防治，減少除草劑、土壤燻蒸劑如溴化甲烷之使

用，以降低農藥使用量。國內近年來政府大力研發推動生物性農藥，禁用極劇毒、劇毒與長效

性農藥，研發推廣安全劑型農藥、減少有毒溶劑之使用，並鼓勵業者登記低用量及安全性高之

農藥，以降低農民用藥暴露風險及環境污染。未來新農藥產品之研發登記，將趨向安全性高、

使用量少、且具專一性之農藥。 

六、劇毒農藥管理及風險評估 

為減少劇毒農藥之販售使用，除對劇毒農藥之登記採取更嚴格之審查外，並逐年進行風險

評估，凡有危害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者予以逐步禁用。多年來農委會已陸續評估並公告禁用福

賜松等多種極劇毒、劇毒農藥，以及禁止巴拉松等11種極劇毒農藥之販賣使用，同時撤銷其許

可證。為更落實其管理工作，近年來已不再核准極劇毒及劇毒農藥之登記使用，對於已核准上

市的劇毒農藥，也加強其販售登記等管理措施，並依同法公告限制購買人之資格條件。國內目

前核准登記使用之劇毒性農藥尚有34種，未來除繼續積極尋找其他效果高、毒性低之替代藥劑

外，亦將配合推廣生物防治及其他各種整合性病蟲害防治工作，以逐步淘汰劇毒性化學農藥之

使用。 

 

參、農藥的使用與農產品安全無縫管理 

我國現行農產品安全的輔導與管理，係採衛生署與農委會分工之體制；農產品上市前，由

農委會依「農藥管理法」負責農產品生產源頭之安全管理，上市後，則由衛生署依「食品衛生

管理法」負責辦理農產品之衛生安全管制。進一步為使跨部會間能有相互配合的作法，自90年4

月起成立「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聯繫會報」，由衛生署、環保署及農委會每三個月召開會報及

聯繫會議，以利跨部會的就食品安全及環境保護等議題，加強聯繫溝通與協調處理，使消費者

的飲食安全提昇為跨部會的管理工作。 

為有效落實農產品之安全管理，農委會推動自源頭之農業生產環境、農產品生產過程，至

後端之食品加工、販賣及衛生管理，作全程管控及強化危機處理能力，以農產品各項安全認證

制度之推動輔導、農產品生產端之監測、高風險重點地區之監測、農民安全用藥輔導方式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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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農藥 
殘留監測管制 
農糧署、藥毒所

銷售通路 
之把關抽驗 
農糧署、農試所 
藥毒所 

安全品牌制度 
推動與輔導 
農糧署、藥毒所 
區檢中心 

農產品 
安全管理 

縣市政府之 
管理及裁處 
農糧署、防檢局 

農民安全 
用藥輔導 

防檢局、農糧署 
改良場所、縣市府 

農藥使用及
販售管理 

防檢局、藥毒所

縣市政府 

合改進及農藥使用及販售管理等工作為重點，並配合上市前把關檢驗、齊頭並進之策略（如下

圖），以及群組化農藥延伸使用改善農民誤用之風險，積極改善補強未盡完善之制度或未能有

效推行之作為。茲擇其要者概述如下： 

 

 

 

 

 

 

 

 

 

  

 

 

一、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管制 

為辦理農作物衛生安全管理工作，強化農產品生產端農藥殘留監測與管理，於田間、集貨

場加強蔬果農藥殘留監測及控管，防止不合格產品流入市面，每年透由農委會農糧署各區分署、

藥物毒物試驗所、茶業改良場、及各縣市政府至田間及農會、合作社場產銷班集貨場之農民逢

機取樣抽驗蔬菜、水果、茶葉及稻米約計1萬3仟餘件。蔬果及茶葉之合格率平均約為95%；稻

米合格率約為99％。對於檢驗不合格之案件，由農委會農糧署行文各縣市政府辦理農民安全用

藥教育、追蹤查驗及依法處罰。近年農委會所屬各單位更進一步整合推動「農產品安全無縫管

理體系」，由基礎環境建構、健康生產管理及農產品安全管理等三項構面以16大類47項工作為

點切入，深入檢討、積極改善相關管理、輔導及把關作為，以期提供消費者安全可靠之農產品；

此項工作已分別訂定績效目標，定期檢討。此外，亦增訂農藥代噴業者之登記及訓練規定，以

提升農藥使用之安全性及全理性。 

針對田間農產品農藥殘留之監測管制，農委會每年均成立計畫，依產區、產期及產品特性

規劃田間（集貨場、製茶場）蔬果、茶、稻米等農藥殘留抽樣檢驗。檢驗結果當日即通知農糧

署、各改良場、相關縣市政府及鄉鎮市農會等單位，加強管制、延後採收、追蹤教育安全用藥，

並持續再予抽驗或依法查處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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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物農藥殘留 
年度調查計畫 

農藥使用 

販售管理 

農民用藥教育輔導 
重點田區監測 

一般田區調查 

惟農田面積遼闊，採樣對象難以掌握，田間採收期不能明確掌握，加以檢測結果事涉裁罰，

農戶配合度低，為改進此一現象，規劃由「一般田區」調查及「重點田區」監測來推動： 

(一)「一般田區」調查： 

本項調查係針對尚未納入農產品安全認證制度之農戶進行一般田區農藥殘留監測，以確實

掌握易違規之農產品種類及農藥項目、問題發生較嚴重地區以及應加強用藥輔導與改善之農戶。

採樣以各鄉鎮農戶之田間蔬果及水稻為主，包括一般產銷班、吉園圃養成班、未參加產銷

班農友（參考農會會員名冊及各縣市天然災害救助名冊）以及集貨場、傳統市場等樣品，依產

地及產期，以統計之代表性予以配置抽樣，規劃抽樣地點及抽樣件數，並以化學檢驗法進行檢

驗。調查之結果則分送各單位，以利高風險地區、作物之加強監測及農民用藥之輔導。因屬生

產品質管理之計畫，不涉裁罰，故可以時間換取空間之作法，做到採樣之普遍性及深入性。本

項調查以了解農民問題為目標，輔導、協助解決農民之問題。 

 

 

 

 

 
 
 
 
 
 
 
 
 
 
 
 

(二)「重點田區」監測 

本項調查係依據一般田區調查及認驗證體系之抽樣檢驗結果，按季滾動式規劃監測採樣標

的。選定重點田區，依季節加強問題作物之監測及問題農戶之追踨輔導、教育及裁罰，以改善

其違規用藥之習慣。經調查篩選出之重點田區、作物、問題農戶等列為監測對象，並予教育輔

導，農戶不得拒絕。  

為強化風險管理，農委會將調整主要產區及產季，依通路比率原則，調整集貨場與田間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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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抽驗比率。此外，於果菜批發市場及市場旁行口等交易農委會與衛生福利部亦將採聯合抽驗

之分工合作模式予以監控。 

監測不合格之結果先行傳真送農糧署各區分署、縣市政府及鄉鎮輔導單位等，並註明建議

再次採樣日期。書面通知再分送農糧署各區分署、縣市政府、區改良場及農民等。農糧署各區

分署接獲檢驗結果報告，立即電話通知受檢農友。不合格之農產品依「農藥使用及農產品農藥

殘留抽驗辦法」要求縣市政府依法裁罰。 

二、農產品安全品牌制度之推動與輔導 

為保障消費者食的健康安全，農委會多年來即積極輔導農民落實責任生產，以提供優質安

全農產品，推動CAS優良農產品、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有機農業以及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輔

導工作，並透過展示、展售會活動舉辦及行銷輔導，宣導消費者認識、選購貼有驗證標章之農

產品。此項安全品牌制度若能輔導更多農民參與，並為其廣闢行銷通路，則農產品的安全品質

將更能有效管理。相關之工作包括： 

(一) 推動農民產銷班之組成：為推動農產品之安全品牌，並因應台灣的小農制度，須積極輔

導農民組成產銷班，以便於農民之輔導，並落實安全用藥制度之推動。 

(二) 全力輔導推行各項安全標章制度： 

1. 積極輔導農民加入 CAS優良農產品、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農產品產銷履歷及有機農

產品認證制度：此等為照顧消費者健康而推動之安全農產品認證制度，也是為衛生、安

全的農產品尋找出路，故需動員各改良場所、農會、縣市政府，積極輔導農民加入，落

實農民的安全施藥輔導，並完整其用藥紀錄。 

2. 建立產地與消費地間通路間緊密之供銷關係：以相關規定及措施，如外銷、學校營養午

餐、國軍副食供應等均規定必須為吉園圃農產品等，輔導安全標章農產品之行銷通路，

以有效鼓勵及擴大農民意願，積極加入安全認證制度。 

(三) 推行普及各類優質農園：目前專供外銷之檬果、荔枝、木瓜、葡萄、柑橘、香蕉優質供

果園、外銷毛豆、胡蘿葡、馬鈴薯、牛蒡園區之輔導等措施，對安全品質之提昇助益甚

大，此種以收購契作來主導農產品安全的作為，將大力推行使其普及。 

(四) 廣宣各項標章制度、協助品牌農產品行銷：透過各種廣宣、促銷活動，讓消費者瞭解各

等級農產品品質的保障，積極協助制度內各項農產品的接受度及銷售價格。 

三、群組化農藥延伸使用 

臺灣作物種類多樣化、病蟲害複雜，以合乎學理的方式、參考試驗數據、且同時考量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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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藥效及殘留安全兩項因素，而將該等農作物以二維的方式加以分群，一維係依藥效及藥害為

考量，一維係依農藥殘留安全為考量，並以嚴格的標準，分別定義出其主要作物及次要作物，

以利主要作物（代表作物）的藥效可擴及次要的作物，殘留標準較嚴格的作物容許量亦延用作

為次要作物的標準；當農藥業者申請登記主要（大宗）作物病蟲害防治用藥時，即可透過此項

通則的審查與評估後，而將該項藥劑合法的使用於其它少量作物上之主要病蟲害防治，此即自

98年起開始推動之農藥群組化延伸使用新制相關法規，如「農藥田間試驗準則」及「延伸使用

範圍之群組化作物或有害生物種類、代表性使用範圍及其實施方式」等亦於 98年 3月 31日公

告施行。 

以「代表作物」進行試驗之制度的推行，不僅可減少廠商對同一害物之重複登記及相關試

驗之成本，擴大商品市場；政府亦可據以宣告該藥劑延伸之適用範圍，讓農民防治作物病蟲害

時有更多的選擇，避免產生「超量使用」及「未登記推薦使用」等對農產品安全有影響之不當

用藥，亦可降低生產成本，提昇農產品品質與安全；同樣的，政府亦可節省少量使用藥劑篩選

所耗費的經費及人力等資源，並帶領國內農藥使用的管理突破舊有巢臼，邁向另一新局。 

為考量農民的用藥需求及農產食品的安全，解決國內「少量使用」問題，使農藥田間試驗

準則及規範更為周延，「農藥田間試驗準則」又分別於 100年 12月及 102年 10月二次進行務實

合理修訂；「延伸使用範圍之群組化作物或有害生物種類、代表性使用範圍及其實施方式」亦前

後進行 3次版本之修訂，以使此一制度更臻完善。迄今，已陸續公告核准「茶」、「蔬菜類」及

「水果類」等作物群組化之農藥延伸使用範圍計有 2,042項，解決 123項作物及 78項病蟲害缺

乏藥劑之問題，並建議衛生署增修訂殘留農藥安全標準計 671項。此項工作將務實的持續推動，

以使農民能安全合理的使用有效之藥劑。 

四、農民安全用藥輔導 

農藥使用不當對環境及人體健康均會造成不良影響，故除了政府嚴格的把關外，亦應輔導

農民盡量減少農藥的使用。近年來全球新農藥的開發，已朝向用藥量少、分解快、對生態衝擊

小的目標去發展，生物性農藥開發方興未艾，這些都能減輕環境承受農藥的壓力。 

此外，非農藥防治法在植物保護上的運用也在積極推展，也就是由利用輪作、深耕、清園

等農作物生長環境的管理及選用健康種苗抗性品種來提升農作物對害物之抵抗能力，引進天敵

或飼養及釋放天敵進行生物防治，以及利用誘殺或隔離等物理防治，都是可以減少農藥的使用，

而達到同樣的防治效果。 

由於沒有一種植物保護的資材可以解決單一作物全部的病蟲害問題。瞭解作物的生態、環

境氣象的變化及病蟲害的消長，結合非農藥防治、生物農藥及化學農藥的使用，使得害物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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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在不危害農作物的標準以下的害物管理方法，即害物整合管理與防治（IPM），農委會積極

推廣農民應用各種資材作綜合的使用，以達農業永續的經營，即達農作物保護，又可解決農產

品衛生安全的重要措施。 

近年透過農產品安全無縫管理之運作，對農民安全用藥輔亦有精進之策略，包括： 

(一)農民安全用藥輔導之分工： 

1. 以防檢局、農糧署為主政單位，試驗所及改良場則為執行單位，合力負責本項業務之

有效推動。每年農委會相關單位支援地方政府及農會辦理作物栽培管理、病蟲害防治

及安全使用農藥相關講習或座談會約 200 場次，編輯出版作物栽培及安全用藥使用手

冊及建立查詢資訊系統，以提供農民最新之作物栽培及病蟲害防治資訊，並回答農民

相關諮詢或現場病蟲害診斷與整合性管理示範觀摩。 

2. 改良場轄區主動宣導：利用各種病蟲害防治講習或說明會，宣導安全用藥及主動索取

購買農藥之收據或發票之觀念，遇有違規之農民，則個別加強輔導及落實追蹤。 

3. 各縣市政府違規農民輔導：各縣市政府於收到農糧署通知違規農民資料，即委託各區

改良場專家進行安全用藥輔導。 

 

(二) 安全用藥加強輔導教育模式之推動 

1. 建立重點輔導對象： 

(1) 重點違規地區用藥訪查宣導：依據歷年農藥殘留監測資料及最新調查資訊，瞭解田

間實際用藥違規情形，鎖定易違規之農產品種類、農藥項目、發生地區及農民，會

同縣市政府辦理用藥訪查，並由各試驗改良場所加強安全用藥輔導教育，確實解決

農民用藥及防治等問題。 

(2) 農民用藥訪查、宣導：經濟價值較高作物之農民，其程度一般較高，自主性強；但

水稻、蔬菜以及未參加產銷班等輔導計畫之農民，較易受農藥販售業者誘導，須透

過度鄉鎮公所或農會建立名冊，由各地區改良場所據以加強該等農民之教育，以提

昇其用藥選擇能力。 

2. 改進輔導方式：（參下圖） 

以下列措施逐步改善輔導工作之重點、技巧及成效： 

(1) 成立安全用藥輔導小組：由防檢局、各試驗改良場所、農糧署及縣市政府，成立安

全用藥輔導工作小組，定期召開工作會議，檢討違規案件輔導情形，除隨時加強各

單位的聯繫協調之外，對於須改善修訂之工作或資料，可立即分配負責單位依限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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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用藥教育輔導示意圖 

 

(2) 輔導資料之彙集及提供：成立跨單位之宣導資料工作小組，妥善備齊所有宣導資料，

就法規教育、地區違規用藥情形、作物最新推薦用藥資料及防治方法等，隨時提供

最新資料，以利輔導工作的有效執行。 

(3) 建立安全用藥輔導資料：將被輔導者之基本資料、違規分析、田間及問卷調查、成

效追蹤、建議事項（如須新增用藥範圍、防治方法改進等）、檢討報告等資訊，建

立案件資料，以利持續改善及追蹤輔導案件之管理及成效。 

(4) 病蟲害防治宣導教育體系之建置：透過既有的生產系統分眾如 CAS 農企業、企業化

經營之產銷班、吉園圃、個別農戶等，進行作物病蟲害整合管理之推廣，加強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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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田區用藥監測 
 
 
 

一般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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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工作之輔導與宣傳，以同樣資源達到最大效果；並強化地方植物防疫力量，推

動成立地方之植物防疫專責單位、農會設置病蟲害防治推廣人員等，以奠定地方植

物防疫系統之根基。 

3. 藥劑使用及整合防治宣導用資料之整編及普及應用：印製主要作物之用藥指導資料、

整合防治技術手冊、保護圖鑑及非農藥防治技術專刊，全面性的提供所有農民及相關

業者參考。 

4. 全面研訂農藥之使用方法：探討研訂農藥延伸使用之方法及範圍，務使 80%作物中關

鍵主要的疫病蟲害均有安全有效的藥劑及防治方法，以減少農民不合理使用所造成之

用藥氾濫，並達農藥有效減量之目標。 

(三) 加強科技研發，建立經濟、有效且正確合理之防治方法： 

1. 積極研發非化學農藥防治技術及開發防治資材：積極推動非化學農藥防治方法及技術

之研發，培植生物農藥及生物防治等產業，推廣非化學農藥防治管理措施及區域共同

防治及整合性防治之運用，結合病蟲害監測及疫情預警措施，適時提供作物病蟲害防

治參考資訊，降低農藥使用及殘留風險。 

2. 研訂作物之整合性防治方法：由各試驗改良場所就轄區重要作物提出病蟲害整合性管

理措施，輔導農民合法、合理且適時的使用農藥，有效防治作物疫病蟲害，減少不必

要的農藥施用。 

農產品安全無縫管理係一整合性之體系，有賴各項工作在各單位的分工整合之下，共同努

力，才能達成其目標。管理體系各項重點工作之關連及整體之相互配合詳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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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安全無縫管理工作體系圖 

 

 

肆、產業及產品責任 

回顧近10年來農藥市場呈現穩定微幅成長，雖然農藥銷售量較10年前僅成長3%, 但總銷售

金額則增加23%，平均單價亦成長20%，可知台灣農藥產業的發展尚屬穩定。為進一步有效協助

農藥業者發展及拓展市場，農委會已修法放寬特定用途農藥之管制規定，協助農藥業者拓展國

外市場與經營商機；增訂不列管農藥規定，協助安全性高之農藥的上市；編列經費協助業者提

升產品品質，符合國際GLP規範，以因應貿易自由化後來自農藥生產大國-中國大陸產品之衝擊。

惟農藥業者對近年發生頻度頗高之農產品農藥殘留問題亦有其不可推卸而應盡的一份企業責

任。 

近年來，國際間相繼發生狂牛症、口蹄疫、禽流感等重大疫病，國內亦有農藥殘留、受戴

奧辛污染及瀝青鴨、有機菠菜沙拉包發現大腸桿菌O157等農產品問題，不但造成社會恐慌，危

害民眾健康，甚至造成經濟損失。消費者高度企盼政府及相關業界能夠清楚交代「什麼是安全

的食品」、「什麼是真實的優良農產品」、「什麼是真實的有機農產品」、「在哪裡可以買到

能安心食用的安全食品」？如何讓國民能在安全、安心的環境中，健康自在的生活，讓消費者

甚或國際市場清楚了解台灣安全農產品產銷資訊，已成為政府的重大課題，亦為營造安全、安

心的飲食消費環境與提升台灣農產品競爭力的重要策略之一。因此，農產品的源頭管理與衛生

安全已成為全民關注的焦點與當前農政最重要的議題。 

為改善農產品的安全，農委會積極面對問題，近期更進一步推動數項措施，如重新規劃整

體蔬果及高風險作物農藥殘留監測及管制作法、建置高風險作物生產專區及與通路業者之契

作、加強輔導區檢中心以提升其檢驗效能、加速農藥延伸使用以提供合法可用之防治藥劑、推

動代噴業證照制度改善農民的噴藥習慣、成立跨部會之地下工廠及走私農藥查緝等作為。在農

藥販售管理方面，為配合農藥的合理及安全使用亦將推動相關修法，如修訂農藥業者應定期陳

報農藥產銷數量及交易對象資料、增訂農藥業者販賣農藥時應開立販售證明予購買者、增訂公

布違反本法規定業者相關資訊之規定、修訂淘汰不適任農藥管理人員之規定等。其他措施尚有

積極輔導農藥販售業者使用「農藥銷售管理及資訊(POS)系統」、輔導農民加入產銷班及農產品

品牌認證、強化地方政府落實不合格農產品之裁罰等，期諸項措施的配合，能更有效改善消費

者對農產品衛生安全的信心。 

在消費者意識抬頭的時代，相對於食品的外觀、價格與品質，食品本身的安全性已成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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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國家消費者最重視的因素。以「風險管理」為理念，自生產端掌握、導正農民的用藥習慣，

積極導推動農產品各項安全認證制度，上市再輔以出貨品管的把關檢驗，徹底落實農產品安全

的源頭管理；針對已上市之農產品亦進行抽測，掌握相關資訊，作為田間普查、監測及出貨品

管盲點之檢討，務求管理之無縫，以維護消費者飲食的安全與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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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農業長期生態系雜草土壤種子庫與現地調查之雜草相差異 

 
蕭巧玲*、楊純明**、何佳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台中。台灣 
 

摘要 

土壤種子庫中的雜草種類與消長，將因為農耕操作歷史及周遭環境變化等因素呈現動態的

分布，造成出現於農地雜草群落(族群與密度)組成上的差異。雖然當季農地的實際雜草群落未
必如土壤種子庫之內涵，但是藉由分析土壤種子庫的萌發潛能，仍可初窺未來雜草群落的可能

樣態。本研究於行政院農業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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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場址採取土樣，以雙期作水田農耕生態系的
慣行處理試區土壤作為試材，攜回後於霧峰總所農場將土樣以模擬水田狀態之湛水(submergence 
soil; SS)及模擬旱田狀態之濕潤(moistened soil; MS)等 2種發芽處理，並對照前季收穫前現地種
植狀態調查(cultivation survey; CS)之雜草群落，比較與探討採樣田區土壤種子庫的雜草萌發潛
力及雜草群落之差異。初步試驗結果顯示，無論是雜草科別數、種別數或雜草類型，皆以現地

調查(CS)的雜草相多於模擬的 SS及MS，造成差異的原因推測可能為: (1)現地栽培與模擬發芽
狀態的栽培環境不同，而且兩地的雜草萌芽發生期間所經過的氣象環境亦未盡相同，因此造成

兩者雜草相上的差異；(2)現地栽培同時存在水稻與雜草，雜草個體與稻株間競爭生長空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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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回土樣並無水稻苗株干擾，因此產生空間競爭及相互干擾的不同而形成差異；以及(3)雜草與
水稻間對日光、水分、養分等自然資源的競爭，使得田間現地雜草相與土壤種子庫雜草相之間

無法相互反映而出現不同的雜草組合。雖然如此，兩種情況下的雜草群落仍存在某種依存關係，

而且藉由長期調查研究累積當地雜草種子的萌發資訊，土壤種子庫的分析結果仍可提供動態的

雜草資訊，作為追蹤現地雜草群落的未來發展依據。 
 
*為報告人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聯絡人 e-mail：cmyang@tari.gov.tw  
聯絡人 電話：04-23317117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含羞草與美洲含羞草種子休眠解除之探討 

 
曾琦閔、侯金日* 

台灣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嘉義。台灣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不同之休眠解除方式對含羞草(Mimosa pudica L.)與美洲含羞草
(Mimosa diplotricha C. Wrignt. ex Sauvalle.)種子休眠解除之影響，初期採收之兩種豆科含羞草屬
植物種子具有很強之休眠性，故進行各種不同處理（冷層積處理、冷凍法處理、磨砂處理、GA3

處理和濃硫酸處理）對兩種豆科含羞草屬植物種子休眠解除之影響，試驗結果如下： 
    試驗顯示兩種含羞草屬植物最適發芽溫度為 40/300C，因此以此溫度進行各項休眠解除處理
後之發芽試驗。 
    含羞草以磨砂處理 5分鐘，美洲含羞草以磨砂處理 10分能達最高發芽率 100%，且平均發
芽天數縮短至 1-1.2天。 
    濃硫酸處理隨濃度增加休眠解除效果越佳，含羞草以 50%與 75%濃硫酸處理 5分鐘最高發
芽達 95-99%；美洲含羞草以相同濃度處理最高發芽則達 100%。而 98%濃硫酸處理發芽率有降
低之現象 
    GA3 處理則無有效解除提高兩種含羞草植物種子休眠，發芽率介於 17-43%(含羞草)與
11-18%(美洲含羞草)之間。 
     熱水處理有效解除美洲含羞草種子休眠，以 800C熱水處理 5分鐘最高發芽率達 100%，而
含羞草則只有 62%。 
    冷層積處理對含羞草有些微之休眠解除以 50C 及 100C 兩週，發芽率由 37%提高為 55%，
而美洲含羞草則無顯著之效果。冷凍法處理也無有效解除兩種含羞草屬植物種子之休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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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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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低溫對海雀稗品種生理與生長之影響 

Effects of Low Temperature on Physiological and Growth of Seashore Paspalum Varieties 

趙唯成*、謝清祥**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屏東。台灣 
 

摘要 

    本試驗分別於 2013年 5月以中部球場提供海濱雀稗草 T#2、T#16、G#19S、G#19L為試驗
材料，在生長箱內實行不同溫度 32/25℃、25/18℃、18/13℃、15/8℃、13/5℃(日溫/夜溫)處理，
以探討低溫對海雀稗生理生長之影響。試驗結果顯示：各品種在生長箱試驗中低溫(15/8℃、
13/5℃)均有覆蓋率下降，而 T#16及 G#19S有明顯的草色衰退；各品種間總葉綠素含量在低溫
(15/8℃、13/5℃)時略有降低；T#2、T#16類胡蘿蔔素在低溫 13/5℃時含量降到 4.5mg/g Fw以下；
各品種花青素的含量差異不顯著；可溶性糖及澱粉含量在低溫時也有增加。海雀稗在低溫環境

下，一周後生長開始遲緩，在兩周內有寒害表現，溫度 18/13℃時會出現不明顯葉尖黃化特徵。
綜合而言：品種 T#2在溫度 15/8℃以及 13/5℃時覆蓋率較其他品種高，具有較佳耐寒性。 

 
 
*為報告人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聯絡人 e-mail：hsieh@mail.npust.edu.tw                                      
聯絡人  電話：(08)7703202-6243 
 
 
 

■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臺灣旱田雜草草相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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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珠、方浩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試驗所。台中。台灣 
 

摘要 

為了解台灣旱田農地雜草草相變遷，於全台灣各縣市 661個樣區採集田土，分冬、夏兩季
種植，調查結果顯示目前臺灣農田發生雜草共有 53 科 281 種，其中以禾本科 41 種、菊科 39
種最多，占總種數的 28.47%。依採樣的農作物田區分為水田、蔬菜、果園、花卉、特用作物、
休閒地及其他，各有 159、191、151、110、130、225及 141種雜草發生。夏季的草相水稻田、
蔬菜田、特用作物田及休閒地中發生頻率最高的是牛筋草(Eleusine indica (L.) Gaertn.)和球花蒿
草(Cyperus difformis L.)果園和花卉田中除了牛筋草之外，分別是繖花龍吐珠(Hedyotis corymbosa
(L.) Lam.)和小葉碎米薺(Cardamine flexuosa With.)居高，冬季的草相中則增加了通泉草(Mazus 
pumilus (Burm. f.) Steenis)；以草相發生的密度比較，水稻田土中夏季密度最高的是鵝兒腸
(Stellaria aquatica (L.) Scop.)、球花蒿草；冬季則為鵝兒腸和母草(Lindernia procumbens (Krock.) 
Borbás)。蔬菜田土中夏季發生密度高的是牛筋草、球花蒿草；冬季則為母草和馬齒莧(Portulaca 
oleracea L.)。果園田土中冬夏兩季發生密度高的皆是繖花龍吐珠、牛筋草。花卉田土中夏季發
生密度高的是通泉草、小葉碎米薺；冬季則為碎米莎草(Cyperus iria L.)和鵝兒腸。特用作物田
土中夏季發生密度高的是牛筋草、蟣子草(Leptochloa panacea (Retz.) Ohwi)；冬季則為母草和牛
筋草。 
 
*為報告人與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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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y@tactri.gov.tw 
聯絡人 電話：04-23302101#306 
 
 

■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伏速隆於高爾夫球場的流向及降解 

 
蔡耀賢、謝清祥、王慶裕*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系。台中。台灣 
 

摘要 

本研究分析伏速隆(flazasulfuron)施用於球場後之流向，結果顯示伏速隆經噴施後大部分會
附於草坪本草，而少部分則會進入土壤層。高爾夫球場約 2-3天進行草坪割刈，而伏速隆經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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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葉片吸收後會累積於葉片中，頻繁的割草可能減少伏速隆殘留於百慕達草植株內。在伏速隆

處理後 14天已進行 7次之草坪割刈，可能因此而無法偵測出伏速隆，高爾夫球場在 4月由於降
雨頻繁伏速隆殘留十分微量，僅在施藥後 3天於 10-20 cm土壤層發現約有 0.23 ppm伏速隆的殘
留；9月在 0-10 cm及 10-20 cm的土壤層皆有偵測到伏速隆的殘留，且伏速隆有從 0-10 cm土
層轉移至 10-20 cm土層累積的現象。溫室試驗的土壤管柱填充均為粘質壤土對於伏速隆的吸附
性相對較強，但亦有部分會隨水流而進入 10-20 cm土層。伏速隆為推薦用量相對較少之除草劑，
由於球場水池水量相當大，以及排水管道為流動的水，故稀釋作用下水中伏速隆的含量低於偵

測極限。本研究另針對伏速隆之化學水解、生物降解及光降解進行分析，其中以化學水解的影

響最大。 
 

*通訊作者。E-mail: cywang@nchu.edu.tw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具除草活性的病原真菌發酵液之篩選 

 
王耀平、陳美雅、袁秋英＊ 

行政院農委會藥物毒物試驗所  公害防治組。台中。台灣 
 

摘要 

    作物栽培過程中，雜草對作物的競爭與危害，常為農作生產管理的困擾，至今化學除草劑
仍是雜草防除最主要的管理方式，而其對環境之衝擊及抗藥性問題日漸嚴重，為了維護人畜安

全和農業生態系的永續發展，開發生物除草劑（Bioherbicides）成為未來一重要課題。本研
究蓮霧、芒果、黃花風鈴木及楓香等 12種植物病徵葉片，分離及分子鑑定其中有 46株病原真
菌，以 Nigrospora、Pestalotiopsis、Alternaria 及 Phomopsis 屬等為主。利用大花咸豐草離體葉
片褐化程度為除草潛力之指標，進行 46株病原真菌搖瓶發酵液的初期篩選，其中以 Lasiodiplodia
sp.、Alternaria sp.及 Nigrospora sp.不同屬的 3種菌株發酵液(代號為 N1-26,N1-28及 N1-63-11)，
於 24小時內即造成大花咸豐草離體葉片 100%褐化，最具傷害潛力，後續將進行發酵條件最佳
化及有效防治草種等測試。期望可開發為生物除草資材，降低化學除草劑之用量，以及協助有

機栽培之雜草管理。 
 
*為報告人及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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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期作間敷蓋處理對馬鈴薯有機栽培雜草控管與產量性狀之影響 

 
李啟仁*、侯金日** 

台灣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嘉義。台灣 
 

摘要 

 本研究以馬鈴薯克尼伯為材料，於 101年 10月及 102年 1月種植於嘉義朴子經合格驗證之
有機農家農地，探討敷蓋塑膠布、稻草、稻殼及花生殼對馬鈴薯春秋兩期作雜草相、農藝性狀

及產量之影響，試驗結果如下:秋作與春作馬鈴薯有機栽培之雜草控制，敷蓋塑膠布、稻草、稻
殼、花生殼對雜草密度及乾重具顯著的抑制效果，秋春兩期作皆以禾本科雜草物種為主，秋作

以稗草所占比例最高，而春作則以牛筋草所占比例最高，兩期作因雨量不同導致雜草族群密度

上之差異，春作種植初期降雨少，雜草生長緩慢，後期因降雨增加對照組與各處理間雜草密度

相對增加，而經敷蓋處理皆有顯著抑制雜草生長之效果，其中又以覆蓋塑膠布抑制雜草之效果

最佳，其次為敷蓋稻草。就產量性狀之比較上，經塑膠布、稻草、稻殼及花生殼敷蓋對馬鈴薯

塊莖重、塊莖長、塊莖數及小區塊莖產量與對照組相較皆有提升之效果，其中以敷蓋塑膠布及

稻草對馬鈴薯塊莖產量提高之效果最佳。 
 
*為報告人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牛筋草對伏寄普之抗性生理機制研究－代謝解毒反應 

 
林婉婷、蔣永正、王慶裕*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台中。台灣 
 

摘要 

禾草類除草劑(graminicides)屬選擇性萌後型除草劑，此類除草劑之作用機制為抑制催化脂
肪酸合成第一步驟之酵素，乙醯輔酶 A羧化酵素(acetyl-CoA carboxylase; ACCase)之活性，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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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脂肪酸合成，破壞細胞膜之完整性。本研究為了解牛筋草[Eleusine indica (L.) Gaertn.]對
ACCase 抑制型除草劑伏寄普(fluazifop-P-butyl)之抗性機制，分析牛筋草抗、感生物型(biotype)
植株對於該藥劑之吸收、轉運以及代謝之差異。結果顯示牛筋草抗性生物型雖然對於伏寄普具

有較高之轉運能力，但其除草劑代謝能力較大，可能為導致抗性產生之可能原因。分析抗、感

生物型代謝酵素活性發現，在除草劑處理後抗性生物型具有較高之細胞色素 P450 單加氧酶

(cytochrome P450 monooxygenase; CYP) 與榖胱苷肽轉移酶(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GST)活
性，推測可藉由代謝機制將伏寄普代謝，而導致抗性產生。  
 
*通訊作者。E-mail: cywang@nchu.edu.tw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抗感性生物型牛筋草之交叉抗性及其 ACCase酵素動力學之研究 

 
黃譯正、蔣永正、王慶裕*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系。台中。台灣 
 

摘要 

牛筋草[Eleusine indica (L.) Gaertn.]為台灣旱田常見之一年生禾本科雜草，常用以防治之選
擇性除草劑如伏寄普(fluazifop-P-butyl)與西殺草(sethoxydim)，兩者分別屬於抑制乙醯輔酶 A羧
化酵素(acetyl-CoA carboxylase; ACCase)之芳烴氧苯氧羧酸類(aryloxyphenoxycarboxylic acids, 
APPs)及環己烯氧(cyclohexanedione, CHDs)除草劑。本研究以對伏寄普具抗、感性之牛筋草作為
材料，比較其對於兩種除草劑是否產生交叉抗性，並進一步分析 ACCase酵素活性與酵素動力
學之差異，探討其抗性機制。在伏寄普與西殺草施用後，根據傷害指數的劑量反應(dose response)
分析得知，抗、感性生物型之間的抗感比在兩種除草劑施用下分別達 43與 37倍，顯示其存在
交叉抗性。另外抗性生物型的葉綠素含量顯著高於感性生物型，而丙二醛(malondialdehyde, 
MDA)含量則低於感性生物型，均顯示抗性生物型的細胞在兩種除草劑處理下所受到的傷害較
低。而酵素活性表現，在兩種除草劑處理下抗性生物型活性下降均較感性生物型緩慢。此外，

分別藉由不同濃度之三種反應基質 acetyl-CoA、ATP與 HCO3
-
進行酵素動力學分析，以探討抗、

感生物型 ACCase對伏寄普與西殺草之反應機制。 
 

*通訊作者。E-mail: cywang@nchu.edu.tw 
 
 
 

█論文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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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張貼

生物炭稻田於二種水稻栽植密度下土壤、產量與農藝性狀的比較 

 
張雷、陳建德*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台中。台灣 
 

摘要 

  生物炭為生質經焙燒、熱裂解、氣化等熱處理後之產物。此過程除可產生熱能或電能外亦，

其產出之生物炭亦可做為土壤改良劑。文獻指出施用生物炭於農地可提高土壤陽氧離子交換能

力，使其具保水、保肥之功效、並有吸附農藥、重金屬等防止汙染擴散之功能。但目前臺灣農

地鮮少有施用生物炭之例，惟彰化縣埔鹽鄉大有社區之水稻田已施用生物炭達三年之久。本研

究目的為比較施用生物炭稻田，在二種水稻栽植密度下，其土壤性質包括 pH, EC,有機質,總體
密度與水分吸持力的差異。二者水稻產量與農藝性狀包括株高、劍葉長、穗長、穗粒數、結實

率與千粒種等亦進行比較。 
 

*通訊作者。E-mail: ctchen41@dragon.nchu.edu.tw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即時定量PCR檢測基因改造玉米及大豆之量測不確定度評估 

 

張翊庭
*
、郭寶錚、沈翰祖

**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系所。台中。台灣 
 

摘要 

在農業生產中，基因改造(genetically modified, GM)作物日趨普遍，但由於涉及遺傳物質在
物種間交換，現仍存在基改作物的改造基因污染野生近原種與傳統栽培種，及食用安全上的疑

慮。為確保人民在基改作物、傳統栽培作物和有機作物中，有知情且自由選擇、購買與栽種的

權利，目前已超過四十個國家對於基改作物採用標示規範。完備的基改檢測方法為進行標示的

管理基礎，如何有效檢測樣品中是否含有基改成分與基改成分的定量為重要課題。 
根據 1995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公布的量測

不確定度表示指引(Guide to the Expression of Uncertainty in Measurement, GUM)，說明量測不確
定度之定義為：與量測結果有關的一個參數，此參數可合理的用來表示受測量值的離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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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估計量測不確定度來說，傳統的方法為 bottom-up，是估計每個步驟各別的貢獻，再組合全
部的不確定度。另一個方法則是 top-down，其集中在分析方法的整體表現，此方法主要是藉由
再現性(reproducibility)進行量測不確定度的估計。 
本研究以 top-down策略完成基因改造大豆品項 305423與基因改造玉米品項 NK603之量測

不確定度分析；以及使用 bottom-up 策略評估基因改造大豆品項 305423 與基因改造玉米品項
NK603之量測不確定度。 

 
 
*為報告人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聯絡人 e-mail：spotato@tss.gov.tw 
聯絡人 電話：(04)2582-5420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土壤水分含量影響茶枝生物炭降低土壤氧化亞氮釋放之研究 

 
許伯銜、陳建德*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台中。台灣 
 

摘要 

  生物炭已列為生質能利用的選項之一。生質如農產品、農業廢棄物、都市廢棄物、有機廢

水等可經焙燒、熱裂解、氣化等熱處理而產生能量。各式熱處理過程中段或末端均可產出生物

炭。生物炭或可進一步熱處理，但基於熱能效益與減炭之考量，對於含高量炭之生物炭乃建議

做為土壤改良劑。目前已知生物炭施用耕地可減少溫室氣體釋放、提高土壤保水、保肥力、並

有吸附農藥、重金屬等防止汙染擴散之功能。但目前生物炭甚少施用於酸性土壤，像是茶園。

台灣茶園長期施用大量氮肥而使溫室氣體大量釋放。本研究欲研究利用茶枝製成生物炭，施用

於酸性土壤，是否可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並探討土壤水分含量是否影響生物炭的功能。試驗結
果顯示，茶枝生物炭可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但土壤水分含量越低其效果越不明顯。 
 
*通訊作者。E-mail: ctchen41@dragon.nchu.edu.tw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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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同位素分析技術應用於農產品檢驗之案例 

 
陳昶璋 1**、黃文達 1、楊棋明 2* 

1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2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摘  要 

在市場上，在地生產或有機栽培之農產品為反映生產成本，因此在售價上會高於一般大量

進口或慣行農法之產品。為保護消費者權益與優良農業生產單位，各式認證標章因應而生。另

一方面，食品加工與包裝過程，部分業者參入廉價原料以減少生產成本，卻未在產品上如實標

示，從中牟取暴利。因此農產品檢驗在這當中便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農產品檢驗之目的在於

確認產品本身與標示之間是否相符，目前國際上針對不同的檢驗目的，而衍生出各式檢驗方法。

本報告將介紹穩定性同位素分析技術應用於農產品檢驗之案例。穩定性同位素檢驗原理主要是

透過穩定性同位素質譜儀(Isotope-ratio mass spectrometry, IRMS)測量碳(C)、氫(H)、氧(O)、氮
(N)、硫(S)等生物基本元素之同位素組成差異。在不同環境下，環境本身或環境因子造成農產
品間同位素組成差異，利用同位素組成差異可進行評估產品來源與混雜程度。本報告介紹案例

之農產品種類包含葉菜類、植物性食用油、茶葉、咖啡、雞蛋、漁產等。檢驗種類包含有機認

證、產地判別、純度檢定等。本篇報告期望藉由案例之介紹，為台灣農業在產品檢驗上提供多

元且科學的檢驗方法。 
關鍵字：穩定性同位素、有機認證、產地判別、純度檢定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 國立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聯絡人 e-mail： bluemb8221@gmail.com 
聯絡人 電話：02-33664762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水稻異黃酮生合成途徑之代謝工程 

Metabolic engineering of isoflavone biosynthetic pathway in rice 
 

賴慧真 1*，王怡雯 1，謝曉鶯 1，王強生 2，林大鈞 1** 

Hui-Chen Lai1*, I-Wen Wang1, Hsiao-Ying Hsieh1, Chang-Sheng Wang 2, Da-Gin L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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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生物技術組 
2台灣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 

1
Biotechnology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A, EY 

2
Department of Agronom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摘  要 

異黃酮為植物性的雌性賀爾蒙，能預防癌症、降低心血管疾病之風險，並可改善更年期的症狀，

是人類重要的營養物質。國人因飲食習慣偏差常有異黃酮攝取不足的現象。考量稻米在國人膳食中

佔有極高的比重，本研究利用SOEing （Splicing by Overlapping Extension）方法，將大豆chalcone 
isomerase（CHI，DQ191401）與 isoflavone synthase（IFS，AF135484）基因構築成融合基因IFS::CHI，
利用農桿菌媒介轉殖至水稻TNG67品種中，期能建構異黃酮的生合成路徑，生產異黃酮。目前
pCAMBIA1300、pCAMBIA35SCHI、pCAMBIA35SIFS及pCAMBIA35SIFS::CHI等構築的T1及T2轉
殖株，經PCR確認均帶有目標基因；real-time RT-PCR分析證實部分轉殖系確實表現轉基因。利用南
方墨點分析 pCAMBIA35SCHI、pCAMBIA35SIFS及pCAMBIA35SIFS::CHI等轉殖系的目標基因嵌
入情形，結果發現pCAMBIA35SCHI轉殖系的CHI基因嵌入，分別為2- 4套拷貝數；pCAMBIA35SIFS
轉殖系的IFS基因嵌入為1套拷貝數；pCAMBIA35SIFS::CHI轉殖系的IFS::CHI基因嵌入，分別為1- 2
套拷貝數。經HPLC分析各轉殖系的異黃酮含量，發現以IFS::CHI 9-2轉殖系之異黃酮含量最高，其
中daidzein、daidzin及genistein分別較TNG67增加2- 3倍。這些研究結果證明大豆異黃酮相關生合成
基因在水稻可穩定表現，並促進水稻異黃酮的累積。 
 

聯絡人服務單位：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生物技術組  

聯絡人 e-mail：dagin@tari.gov.tw 

聯絡人 電話：04-23317353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白葉枯病抗性突變體之蛋白質學研究 

 
林玉鈴 1*，周思儀 2，陳純葳 3，張新杰 1，王強生 4，林大鈞 1** 

1台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生技組；2台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嘉義試驗分所農藝

系；3台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植病組；4台灣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 
 

摘  要 

白葉枯病是由 Xanthomonas oryzae pv. oryzae （Xoo）所引起的嚴重水稻病害，不僅危及稻
米品質亦常造成產量的嚴重損失。本研究先前已針對台中在來一號（TN1，極感性）、台農 67
號 （TNG67，感性） 及其抗性突變體 SA0423（TNG67，極抗性）等材料進行蛋白質體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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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發現接種 Xoo XF89-b後，三品種間有 154個差異性表現的蛋白質點。經由身分鑑定、
比對已知 Xa基因座及 KEGG水稻免疫代謝路徑，發現有 11個抗感差異表現蛋白質，可能參與
SA0423的抗病機制。本研究進一步以比較圖譜（comparative maps；GRAMENE），檢索鄰近這
11個基因的 SSR分子標誌，利用 TN1xSA0423 F2分離族群，檢定這些基因與抗性的連鎖關係。

其中，GS、PDX與 FNRLI等 3個基因鄰近的 SSR分子標誌外具有多型性，進一步分析結果發
現 BIPM 及 ASAT 基因與抗性間具有顯著的連鎖。選殖基因及其上下游區域進行序列分析，結
果發現 ASAT及 PDX在轉譯區域並未有突變發生，但其上游啟動子區域確有突變位點，這可能
是影響其差異表現的原因。BIPM、GS與 FNRLI則在 exon及 intron上有核苷酸的突變，造成胺

基酸置換，進而影響蛋白質的結構及功能。此外，FNRLI 與 PDX 基因上游 intron 上有長的缺
失，將設計成新分子標誌，檢定其與白葉枯病抗性的連鎖性。後續，將進行 real-time RT-PCR
分析這些基因的表現，並與其蛋白質表現量作比對，確認基因調控的模式。同時，已完成構築

大量表現與 RNAi 靜默之基因構築，將以基因轉殖探討這些基因如何參與水稻白葉枯病之抗性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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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in@tari.gov.tw 
聯絡人 電話：04-23317353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SA0423水稻突變體之白葉枯病抗性基因選殖與特性分析 

 
黃巧宜 1*，曾馨儀 1，陳純葳 2，王強生 3，林大鈞 1** 
1台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生物技術組 
2台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植物病理組 
3台灣國立中興大學農藝系 

 

摘  要 

白葉枯病是台灣嚴重的水稻流行病害之一，由 Xanthomonas oryzae pv. Oryzae（Xoo）所引起。
本研究以台農 67號（TNG67）及其高抗性突變體 SA0423為材料，於 Xoo （XF89-b）接種後進行
葉片 RNA的微陣列分析，找尋抗感品種(系)間具表現差異的基因，經統計分析獲得之候選基因，比
對已發表之抗性基因座，或經表現分群進一步篩選，最後利用即時逆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real-time 
RT-PCR)確認其表現趨勢，結果發現有 17個基因可能參與抗性機制。利用生物資訊分析挑選候選基
因附近的 SSR分子標誌，分析 TN1× SA0423的 F2族群，探討基因鄰近 SSR與抗性的連鎖關係，發
現 12個候選基因通過門檻值(P<0.05)，顯示這些基因與抗性可能有連鎖關係。從中挑選 3個候選基
因 Ankyrin， Calmodulin Chr. 1-2 及 DUF26，分別於 3個品種(系)TNG67, SA0423及 TN1進行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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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組DNA的選殖與定序，結果發現 3個基因的啟動子區域均未發生改變，Ankyrin在編碼區(coding 
region)共有 15個位置發生突變，其中 2個位置造成胺基酸的置換。其它兩個基因在編碼區均無變
異。TNG67 Ankyrin基因於接種後表現量上升，而 SA0423則無明顯變動，因此將構築 Ankyrin RNAi
表現系統，進一步探討其在抗病機制所扮演的角色，同時期能建構功能性標誌，應用於白葉枯病抗

性改良之分子輔助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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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Evaluation of Manure Soybean Ensiling 
綠肥大豆青貯調製之評估 

 
S. R. Chang **, C. H. Lu, and F. H. Hsu 

張世融**、盧啟信、許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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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台灣 

 
Abstract 

Use of local leguminous manure crops as forage has become important in southern Asia because 
regularly producing high-quality forage legumes is difficult with the high amount of precipitation. 
This study evaluated whether manure soybean [Glycine max (L.) Merr.] could be used as forage and 
silage. Two cultivars of manure soybean were produced in two growing seasons and harvested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The mean Flieg’s point for silage was 26.5, 50.7, and 56.1 for ensiling 
treatments of soybean alone and soybean with Nilegrass (Acroceras macrum Stapf.) or corn (Zea 
mays L.) meal, respectively. The mean Flieg’s point for silage made from soybean harvested at R3 
(beginning bloom), R5 and R7 was 38.4, 47.5 and 47.3, respectively. Thus, manure soybean harvested 
at R5 can produce forage with high yield and good quality. The silage quality of manure soybean can 
be improved by ensiling with Nilegrass or corn m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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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有機育苗技術開發 

 
楊志維*、簡禎佑、林佩瑩、林孟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桃園。台灣 
 

摘要 

    水稻利用有機栽培，必須注意病害或蟲害的控制，尤其是稻種在播種前的消毒工作實為重
要，然一般栽培常使用化學藥劑防治病原菌，但因有機種苗採種及繁殖過程，完全不能使用合

成化學物質，包括肥料、農藥及生長素等，故所需之生產技術及採種環境要求相對較高。因此，

開發有機水稻秧苗生產技術，以配合國內有機水稻產業的發展，健全有機水稻生產鏈實為當務

之急。故本計畫擬利用枯草桿菌及木黴菌來進行水稻品種桃園3號稻種消毒，以一般慣行法為對
照處理，初步結果顯示102年第一期作秧苗立枯病及徒長病罹病率調查，結果顯示各處理均無立
枯病發生；木黴菌稀釋倍數100倍及枯草桿菌稀釋倍數200倍徒長病罹病率較低，分別為每箱平
均5株及4株，且與25%撲克拉水基乳劑稀釋1000倍處理無顯著性差異，但較空白處理每箱平均7
株為佳，達5%顯著差異；第二期作秧苗立枯病及徒長病罹病率調查，結果顯示各處理均無立枯
病發生；木黴菌稀釋倍數100及200倍與枯草桿菌稀釋倍數400、800及1,200倍處理徒長病罹病率
較低，介於0.09~0.14%間，且與25%撲克拉水基乳劑稀釋1,000倍處理無顯著差異，但較空白處
理(罹病率0.54%)為佳，達5%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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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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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北部地區不同耕犁方式對青割及硬質玉米產量之影響 

 
楊志維*、簡禎佑、林佩瑩、葉永銘、楊采文、林孟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桃園。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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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因應氣候暖化及環境變遷對稻米產業之衝擊，並期符合節能、低污染之環保趨勢，本試
驗擬開發並建立適於北部地區之水旱田輪作模式，評估其產量及經濟效益，將二期連作水稻模

式規劃成一期水稻，一期旱作的耕作模式，而因我國糧食自給率不足，故選擇春作種植青割及

硬質玉米，環境親合栽培模式為減少耕犁次數，採用不整地及低整地栽培模式，並以整地栽培

模式為對照玉米種植期間生長良好，無嚴重病蟲害發生情形，不整地、低整地及整地栽培青割

玉米收穫後每公頃鮮物產量分別為51、48及48公噸；不整地、低整地及整地栽培硬質玉米收穫
後每公頃果穗乾重產量分別為4.9、5.0及5.3公噸，產量無顯著差異，但不整地及低整地栽培模
式之生產成本較低，符合節能減碳環境親合栽培模式。藉由水稻與旱田作物輪作制度，期能使

水資源利用更合理化外，並增進土壤肥力，減少病蟲害滋生繁衍及肥料投入，降低生產成本及

減少休耕面積，有效控制稻米生產及提高雜糧自給率，以達成農地永續利用，提高農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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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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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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台灣 
 

摘要 

    茭白為高經濟作物，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2012年台灣地區茭白栽培面積約1,835公
頃，新北市三芝區、金山區及淡水區共種植約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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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茭白產量以5月底種植最高達每公頃1萬公斤，而以6月底種植產量最低為每公頃7,80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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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探究其低產原因為晚植氣溫較高限制其分蘗數導致產量驟減現象。 
 

 

*為報告人 

**為連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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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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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台灣 
 

摘要 

    茭白為高經濟作物，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2012年台灣地區茭白栽培面積約1,835公
頃，新北市三芝區、金山區及淡水區共種植約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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茭白產量之影響。試驗結果

顯示茭白產量以行株距1.5x1.5公尺最高達每公頃1.1萬公斤，而以行株距1.0x1.0公尺產量最低為
每公頃7,372公斤，探究其低產原因為密植限制其分蘗數導致產量驟減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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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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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抗氧化成分的養身保健甘藷茶包產品之開發 

 
黃勝新*、陳汶妤、林勇偉、林孟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桃園。台灣 
 

摘要 

    本研究係將桃園1、2及3號甘藷葉進行室外萎凋12小時後熱風乾燥18小時，再以135℃焙製
30分鐘，取3g製成甘藷葉茶包，分析不同時間之冷泡及熱泡後茶湯抗氧化物含量，其中冷泡方
式以浸泡18小時為最佳，桃園1、2及3號甘藷葉茶湯之總多酚含量分別為4.26 mg GAE g-1、11.32
mg GAE g-1及18.60 mg GAE g-1；熱泡方式以浸泡3小時為最佳，總多酚分別為4.74 mg GAE g-1、

9.18 mg GAE g-1及20.58 mg GAE g-1。另探討不同萃取比例對萃出液中抗氧化物含量之影響，分

別以1 : 20 ~ 1 : 1000之比例進行冷泡及熱泡方式萃取，其中以1 : 50為最佳配製比例，冷泡及熱
泡萃出液總多酚含量分別為20.40 mg GAE g-1及31.80 mg GAE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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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不同環境對玉米農藝性狀及產量之影響 

 
葉永銘*、楊采文、林禎祥、林孟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桃園。台灣 
 

摘要 

    台灣北部地區因環境及氣候條件限制，多以春夏作為玉米適栽期，春作臺灣北部生育初期
溫度較中南部低，日照時數亦較中南部短，秋作過晚播種會造成生育期過長，增加生產成本，

整體條件相較中南部差。本研究以玉米品種於新竹縣五峰鄉田間露天栽培進行耐寒評估試驗，

並以平地桃園縣新屋鄉作為對照，五峰試區春作玉米栽培初期低溫環境自播種開始，仍有60天
日均溫皆低於20℃以下之環境條件，其中日均溫低於15℃以下有15天，並由初期發芽率、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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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高、穗重及產量等進行調查評估。均採直接播種且不進行雜草及病蟲害防治，田間及採收調

查結果，五峰試區比較新屋試區玉米平均株高、穗位高及稈徑均較高，但在平均穗長、穗徑、

每穗子粒行數、每穗行粒數、糖度及穗重程度明顯較新屋試區偏低，結穗不良在鮮穗產量表現

上亦大量減產，僅品種雪珍鮮穗產量最高尚達12,657 kg ha-1，鮮穗平均產量僅6,126 kg ha-1，但

在新屋試區鮮穗平均產量達12,424 kg ha-1，仍以品種雪珍鮮穗產量最高達16,014 kg h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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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赴國際水稻研究所研習水稻抗、耐逆境品種開發技術 

 
林佩瑩*、呂奇峰、陳榮坤、林孟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桃園。台灣 
 

摘要 

臺灣位處亞熱帶，平均年降雨量雖高達2500毫米，然而降雨時間與空間分布極度不均，

加以全球氣候變遷、暖化及聖嬰現象等因素，使臺灣氣候變動加劇，加深水資源的不穩定性與

不確定性。國內現行水稻栽培耗用大量水源，為農業灌溉用水的最大宗，因此開發適合臺灣水

資源情境之水稻耐旱品種，實為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IRRI 進行水稻耐旱方面的研究已有四十

幾年的歷史，本計畫之目的為參考IRRI耐旱育種田區之乾旱處理方法與設施設置，考量國內水

資源情境，以建立適合於臺灣水稻耐旱檢定之試驗圃及育種選拔模式。早期IRRI耐旱研究主要

以利用田間及溫室進行耐旱基因型的選拔為主。中期則以選拔水稻的耐旱特性為主要策略，例

如水稻根系分布、葉片或穗的水分潛勢表現以及水稻滲透調節性能等，近期則以直接比較乾旱

及慣行供水環境下，水稻的產量表現為耐旱選拔的主要性狀。在分子層次方面，則以選殖乾旱

逆境下與產量表現相關之 QTL 為主要策略。由本計畫進行國際技術合作及種原交流，建立國內

水稻耐旱檢定評估及育種選拔系統，導入耐旱種原，強化國內主要栽培品種之耐旱能力，以減

低灌溉用水，解決水源分配難題，及因應水資源不足對國內所造成的衝擊。 

 

 

*為報告人 

**為連絡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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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臺灣北部地區硬質玉米春作之產量評估 

 
林禎祥*、葉永銘、林孟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桃園。台灣 
 

摘要 

    為瞭解硬質玉米於臺灣北部地區春季期間之栽培適應性，本試驗在2013年2月6日、3月8日、
4月8日、5月8日及6月4日於桃園縣新屋鄉以‘台農1號’、‘台南24號’、‘明豐3號’、‘明
豐103號’及‘農興688號’等品種進行產量評估試驗，種植期間不進行雜草及病、蟲害防治，
各種植期籽實產量平均依序為685、3,576、4,408、408及178 kg ha-1，2月份、5月份及6月份平均
產量分別僅達4月份種植之15.5%、9.3％及4.0％，推測係因2月份栽培時氣溫低不利於營養生長，
5月份及6月份種植時，玉米螟、玉米穗蟲危害嚴重，玉米莖桿受螟蟲蛀食造成植株抗風力減弱，
且於營養生長期、花後籽實充實期及乾物質累積終止期分別遭受颱風侵襲造成植株倒伏而不利

於籽實生長與發育所導致。結果顯示北部地區春作種植期以3至4月較為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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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三賽唑與陶斯松在水稻穀粒上之殘毒分析 

 

張嘉升*、陳宗禮、許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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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台中。台灣 

 

摘要 

    三賽唑與陶斯松為台灣水稻生產栽培過程常用的病蟲害防治推廣用藥，本研究探討三賽唑

與陶斯松在水稻穀粒上農藥殘留情形，並以北(桃園新屋)、中(南投草屯)、南(嘉義大林)三區之

水稻為材料，於農民在水稻乳熟至糊熟階段施藥後進行採樣，且分為溼穀及糙米系統，分析其

農藥殘留情形。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地區的水稻溼穀上農藥量會隨著時間漸漸消退，且於收

穫時已低於台灣規範之容許量，經過脫殼後的糙米，農藥量也有大幅降低之情形。本研究亦希

望建立農藥殘留量隨時間的衰減模式，日後可用以管控殘留量的變化，評估合理之抽檢時間點

及抽檢作業方式，進一步作為農藥殘留管理機制釐定時的參考。 

 

*為報告人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中興大學        

聯絡人 e‐mail：agroting@dragon.nchu.edu.tw 

聯絡人 電話：0921074805 

 

 

□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開花期小花蔓澤蘭生物防治潛力之研究 

Biological control of Mikania micrantha H.B.K at flowering stage 
Fang‐Yun Lin1*, Mou‐Yen Chiang2, Yu‐Chen Hsieh1** 

林芳妘 1*、蔣慕琰 2、謝玉貞 1** 

Plant Toxicology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COA, Taichung, Taiwan
1台灣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公害防治組。台中。台灣 
2台灣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公害防治組前組長 

 

摘要 

小花蔓澤蘭(Mikania micrantha H.B.K)，為菊科(Asteraceae)蔓澤蘭屬蔓性草本植物，原產於

中南美洲，主要分布於熱帶地區。近年來在全省各地危害之嚴重，目前主要在廢耕地、管理粗

放之果園、林地及山坡地之低海拔地區發生。小花蔓澤蘭具善於攀爬、遮蔽其植物影響行光合

作用進而導致植物枯死，且適應性及繁殖力強之特點。目前具有人工管理低海拔之地區，普遍

以化學除草劑防除雜草。本研究自罹病小花蔓澤蘭分離得到真菌30個菌株，接種至小花蔓澤蘭

之花器，進行應用於小花蔓澤蘭開花時期，抑制種子量。實驗結果以MK1與MK2菌株有較佳的

致病效果。在實驗室及溫室完成病原菌培養及病原性測定，MK1菌株，在溫度24∼28℃條件下，

孢子可穩定且生長最快速。在特定的孢子濃度處理下，接種後第三天即可發現小花蔓澤蘭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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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發病病徵，觀察至14天其花器致病率可達70％以上，後續收集其種子進行發芽試驗，結果

只有20％發芽率。初步測試結果顯示，MK1菌株對小花蔓澤蘭花器有較強致病性，具有進一步

開發為抑制小花蔓澤蘭種子生物量生物製劑之潛力。 

 

**為聯絡人：謝玉貞 

聯絡人服務單位：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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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中耕處理對落花生有機栽培田間雜草控制、產量及成本效益影響 

 
彭彥儒*、侯金日** 

台灣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嘉義。台灣 

 

摘要 

    以落花生台南 14號(TN 14)為試驗材料，在嘉義縣義竹鄉認證合格之有機栽培農家
農地進行耕種。藉由中耕除草的方式，在不同中耕處理之雜草管理模式下，進行田間雜

草相之變化及所採收之落花生進行產量調查及成本效益分析。研究結果可知，有機栽培

落花生台南 14號春秋作在經過 20天及 40天的中耕處理之後，中耕 1次及中耕 2次處
理田間雜草乾重及雜草密度皆顯著降低；田間雜草相春作時以禾本科之牛筋草、芒稷最

多；秋作時初期(60天以前)則以禾本科的牛筋草最多，後期以小葉灰藋最多。 
有機栽培落花生產量表現上，台南 14號春作以中耕二次處理有較佳的小區鮮莢果

產量與小區種子產量；秋作雖中耕 1次與中耕 2次處理間小區鮮莢果產量與小區種子產
量表現差異不大，但是在經濟效益的考量下，則以中耕一次處理表現較佳。 
成本效益分析顯示，春作落花生台南 14號以中耕二次；秋作以中耕一次與中耕二次有最高

之淨收益。 
綜合以上結果，可知經過中耕除草處理，不但可降低田間雜草乾重及雜草密度，也可提高

有機落花生之產量及淨收益。。 

 
*為報告人 

**為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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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參 AtHSP101轉殖系之鑑定與分析  

 
許惇惠*、陳靖棻**、蔡新聲**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朝陽科技大學應用化學系。台中。台灣 

 

摘要 

    丹參(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為唇形科(Lamiaxeae)之多年生草本藥用植物，其葉片含有豐富

的酚酸類成份；根部含有酚酸類及二萜醌類，具有抗發炎、預防心血管疾病等功效。丹參適合

生長於溫暖及光照充足的環境，生長適溫為 18℃至 28℃。在溫室效應影響下，全球均溫逐年提

升，為了使丹參能在未來極端氣候下順利生長，本實驗室已順利將阿拉伯芥熱休克蛋白質

AtHSP101轉殖入丹參，且經由抗生素篩選出多個 AH轉殖系。本研究繼續對 AH進行轉殖株鑑

定，耐熱試驗及成份分析。首先，經由 35S promoter及 hpt II進行 PCR鑑定，結果顯示 AH16、

19、37、38及 52為轉殖系。進一步由 real time PCR分析 AtHSP101 cDNA表現量，發現在 25℃

常溫下，AH轉殖系之 AtHSP101皆大量表現，其中以 AH37及 AH52表現量最高。根據前人研究，

AtHSP101表現量高低與植物的耐熱性有正相關，故進行基礎性耐熱試驗，結果顯示 AH瓶苗在

45℃處理 16小時下，其存活率較WT高出 1.4至 6倍，以 AH37存活率最高。從 Athsp101表現

受熱逆境誘導，可以明顯看出 AtHSP101表現量和其存活率有相關性。以 HPLC分析丹參的活性

成分，發現 AH及WT(株齡 3個月)葉片中的活性成分並無顯著差異，其中 AH52可能因轉殖片

段插入基因組時，影響某基因表現，造成迷迭香酸及丹參酚酸 B含量高出 1.76及 1.6倍。本研

究成功鑑定 AH37丹參轉殖系具有抵抗高溫逆境之特性，且活性成分不減；另外亦找到 AH52丹

參轉殖系的酚酸活性成分較WT高，此兩項發現有助丹參之耐熱性研究。 

 

 

聯絡人服務單位：朝陽科技大學應用化學系        

聯絡人 e‐mail：hstsay@cyut.edu.tw            

聯絡人 電話：04‐23323000 #7580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防治海金沙生物製劑潛力之探討 

A potential bioherbicide for control of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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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Yun Lin1*, Mou‐Yen Chiang2, Yu‐Chen Hsieh1** 

林芳妘 1*、蔣慕琰 2、謝玉貞 1** 

Plant Toxicology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COA, Taichung, Taiwan
  1台灣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公害防治組。台中。台灣 

       2台灣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公害防治組前組長 

 

摘要 

海金沙為海金沙科海金沙屬植物，學名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eet，多年生藤本蕨

類，多分布於多生於山坡林邊、灌叢、草地及溪谷叢林中，海金沙真正的莖長在土中，從地面

生長出來的一條蔓藤是葉子，其葉軸可以無限生長, 且葉軸會偶合在支撐物上，因此每個蕨葉

都會形成分開的藤蔓。纏繞在樹木或圍籬上能延伸達十餘公尺以上往往一生長就是縱橫交錯一

大片。本研究自罹病海金沙葉片，分離得到 4株真菌菌株，經過科霍氏法測驗證(致病性測定)

後，得到 LJ‐1菌株，進行發展成為生物製劑潛力之研究。在實驗室及溫室完成病原菌培養及病

原性測定，LJ‐1菌株，在固定溫度培養 12∼14天，孢子可穩定且生長最快速。在溫室及田間初

步測試 LJ‐1菌株對海金沙致病力，特定孢子濃度處理下，接種後第 12∼14天，才在海金沙植株

上呈現發病病徵，病斑呈現褐色不規則形狀，觀察至 21天其植株致病率可達 40∼50％。初步

測試結果顯示，此菌株雖然發病緩慢，但對海金沙具有致病性，是可評估進一步開發為生物製

劑之潛力可能性。 

 

 

**為聯絡人：謝玉貞 

聯絡人服務單位：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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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苗栗地區休耕田雜草相調查初報 

 

游輝璿*、林妤姍、施佳宏、張素貞** 

台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苗栗。台灣 

 

摘要 

本研究為配合 103年政府推廣休耕田復耕契作作物（如牧草、青割玉米、毛豆、胡蘿蔔等）

先前作業，並建立苗栗區休耕田雜草相相關資料，調查轄區內現有水田休耕田 102年秋季的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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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相，以供日後活化休耕農地雜草防除策略之參考。經調查公館鄉、頭屋鄉、後龍鎮、通霄鎮

及苑裡鎮等 30處，初步結果顯示：休耕田雜草相以咸豐草、野牧草、野莧等為主，部分休耕田

發現小花蔓澤蘭等藤蔓類植物侵入，基本上以雙子葉雜草為主。因此在未來復耕的雜草防除上，

可以先用雙子葉除草劑施用，淺耕犁後再以深水浸水一週以上，再予排水至潤濕狀態，讓儲存

田中的雜草種子發芽後，再反覆耕犁、浸水、乾田作業，可以降低日後栽培主作物時雜草族群

的密度。若為有機生產者，則可省略除草劑施用作業。 

 

關鍵字：苗栗地區、休耕田、雜草 

 

*報告人：游輝璿（102年度替代役） 

**聯絡人：張素貞 

聯絡人服務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聯絡人 e‐mail：sujein@mdais.gov.tw   

聯絡人 電話：037‐222111轉 204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香附子病原真菌之除草潛力初測 

 

陳美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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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台灣 

 

摘要 

香附子(Cyperus rotundus L.)為莎草科(Cyperaceae)多年生草本植物，於臺灣俗稱「土香」，

原產於印度，廣佈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的 92個國家，危害的作物種類超過 50種。性喜溫暖、

耐乾旱，於暖季的生長速度快，且繁殖力強，主要以地下部的塊莖及走莖進行無性繁殖，一

般傳導或移行性不佳的化學除草劑，只能傷害地上部植株，無法有效根除香附子，被公認為

是全球第 1頑強雜草。本研究於臺灣中部地區的農地，採集香附子具病斑的葉片，欲測試是

否具有開發為生物除草劑之潛力。經分離及萃取核酸，增幅 5.8S rDNA片段，分子鑑定的初

步結果，香附子葉片上有 Fusarium、Cochliobolus、Exserohilum等 5屬的 9種不同真菌菌株。

另收集香附子塊莖，經清洗及消毒後，無菌繁殖於 28℃培養箱中，待發芽初期即分別以菌絲

進行浸染及致病力之測試，結果顯示僅有單一菌種可造成香附子葉片褐化，且不同 isolate之

間的致病力亦有強度的差異，嚴重發病者可全株褐化。將再進一步探討以孢子製劑噴施於香

附子成株的防治效果。 

 

*為報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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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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缺氧逆境下阿拉伯芥乙烯及過氧化氫之交互作用 

 
洪晨溥、楊靜瑩 

台灣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 

 

摘要 

植物荷爾蒙乙烯(ethylene)，已被證實參與在高等植物遭遇淹水逆境時所導致的缺氧訊號傳遞路徑

中。研究發現除了乙烯，過氧化氫(hydrogen peroxide; H2O2)亦會在缺氧逆境下被累積，而過氧化氫主要

由 NADPH氧化酶所生成，NADPH氧化酶又稱為 RBOH (respiratory burst oxidase homolog)。為深入探討缺

氧訊息路徑下，乙烯及過氧化氫交互作用之影響，本實驗利用阿拉伯芥 ein2‐5乙烯不敏感突變株、rbohd

突變株及 ein2‐5/rbohd雙突變株與野生型進行生理及分子特性分析。在種子萌發試驗中發現 ein2‐5/rbohd

雙突變株有延遲萌發的現象。在缺氧處理下利用 DAB染色結果顯示，ein2‐5/rbohd雙突變株內過氧化氫

的累積減少，且在淹水處理下 ein2‐5/rbohd雙突變株幼苗之根長未呈現如野生型之縮短現象。進一步利

用即時定量聚合酶鏈鎖反應 (real‐time PCR)結果發現 ein2‐5/rbohd 雙重突變影響到缺氧相關基因的表

達。綜合以上實驗結果得知，缺氧訊息下乙烯和過氧化氫之交互作用參與了種子的萌發、幼苗根的發育

及缺氧相關基因的表達。 

 

洪晨溥、楊靜瑩 為報告人 

洪晨溥、楊靜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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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o7961@hotmail.com 

聯絡人電話: 0989281381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痲瘋樹籽粕堆肥對痲瘋樹幼苗生長與光生理指數之影響 

Effect of Compost Production from Jatropha Press Cake on Photo‐physiological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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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edling Growth of Jatropha 
 

周庭聿 1、楊志維 2、楊棋明 3、黃文達 1**、許明晃 4* 
1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2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3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4台灣中油煉製研究所 

 

摘  要 

痲瘋樹（Jatropha curcas L.）是一極具潛力之新興能源作物，其種子油脂可作為生質柴油料

源，而榨油後所剩下的餅粕、果殼與修剪的枝條等皆可以製成堆肥。本試驗探討以痲瘋樹餅粕、

果殼、枝條與椰纖屑調製發酵成的堆肥，對痲瘋樹實生苗及扦插幼苗的生長與光生理指標之影

響。研究顯示痲瘋樹幼苗的株高、莖徑、葉數、水分利用效率(WUE)、淨同化速率(Pn)與 PSII 最

大光化學潛能(Fv/Fm)等的生育指標，於化學肥處理皆比堆肥處理為高；但所有堆肥處理間無顯

著差異，不過其各項生育指標都有優於對照組的趨勢。另外，各處理堆肥之 1%(W/V)粗萃取液，

對小麥與萵苣發芽與幼苗生長均無顯著抑制現象，可推測堆肥處理的調製發酵過程已經分解或

改變原有的相剋物質。在斷水模擬乾旱處理中，施用化學肥（無添加堆肥）區的土壤水勢於斷

水處理後第四天即下降至 ‐0.5MPa，至第七天則降至 ‐2.5MPa；有添加痲瘋樹餅粕+果殼堆肥 60g 

dw/plot處理，一直到第七天，土壤水勢才明顯下降至 ‐0.5MPa。因此，施用痲瘋樹堆肥，可以

保持土壤水分、促進痲瘋樹幼苗生育，更能增加土壤有機碳庫，達到農業零廢棄物的目標，建

立節能減碳的栽培系統。 

 

關鍵詞：痲瘋樹、餅粕、水勢、相剋作用、光生理指數。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 國立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聯絡人 e‐mail： wendar@ntu.edu.tw 

聯絡人 電話：02‐33664762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紫色狼尾草抗氧化能力之測定 
 

陳皇丞 1＊、李姿蓉 2、侯金日 1、陳立耿 1、林正斌 2＊＊  
1台灣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嘉義。台灣 
2台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摘  要 

紫色狼尾草（Pennisetum purpureum）為狼尾草物種之一。本研究利用搜集自臺灣 15 縣

市共 71 樣本之紫色狼尾草收集系，劍葉以上之嫩葉為材料，進行抗氧化能力分析，包括: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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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活性及成分含量測定，如總酚含量 (Total Phenolic content, TPC)、DPPH 清除自由基能力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capacities, DH)、總花青素含量 (Total Anthocyanin, TA)。結果若 71 種

紫色狼尾草收集系之抗氧化活性及成分之間經變方分析結果 (ANOVA) 皆有顯著差異者，再將

71 種紫色狼尾草收集系之抗氧化活性及成分含量代入 15 地區作平均處理。結果顯示 TPC 含

量最高及最小之地區分別為宜蘭和桃園地區之紫色狼尾草樣本，DH 清除率最高及最小分別為

台中和台東地區，TA含量最高及最小分別為宜蘭及台中地區之樣本。綜合上述，紫色狼尾草之

抗氧化活性 TPC 含量最高地區為宜蘭地區、DH 清除率最高為台中地區、TA含量最高為宜蘭地

區之紫色狼尾草樣本。因此，建議爾後若必須進行不同抗氧化能力之選拔則可依上述結果進行

地收集。 

 

*為報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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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lin@mail.tlri.gov.tw   

聯絡人電話：06‐5911211轉 252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間植綠肥處理對落花生有機栽培田間雜草控制、產量及成本效益影響 

 
彭彥儒*、侯金日** 

台灣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摘要 

    以落花生台南 14號(TN 14)為試驗材料，在嘉義縣義竹鄉認證合格之有機栽培農家農地進行
耕種。藉由不同畦溝間植綠肥作物(田菁、太陽麻，綠肥大豆及不間植綠肥(對照組))的方式，進
行田間雜草管理，生育期進行田間雜草相調查，收穫時則調查落花生產量及成本效益分析。研

究結果顯示，春作台南 14號以間植田菁及太陽麻有最低雜草密度，而雜草乾重部份，間植綠肥
處理皆較未間植綠肥來的低；秋作雜草密度以間植田菁為最低，而雜草乾重以間植田菁、太陽

麻為最低。 
    在產量表現上，春作台南 14號以間植田菁及綠肥大豆表現最佳；秋作則以間植田菁有較高
小區鮮莢果產量與小區種子產量。 
成本效益分析顯示，春作落花生有機栽培台南 14號以間植綠肥大豆、秋作以間植田菁淨收

益較高，且皆顯著高於其他處理。 
 
*為報告人 

**為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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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痲瘋樹相剋作用之研究 

 

許明晃 1、陳傑君 2、楊志維 3、黃文達 2**、楊棋明 4* 
1台灣中油煉製研究所 2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3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4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摘要 

    相剋作用是指植物在代謝過程中釋放出有毒物質以抑制本身或鄰近植物種子萌發及植株發

育生長的過程。本研究利用痲瘋樹不同組織水萃液，以胡瓜、白菜、直立萵苣、類地毯草與黑

麥草為材料，探討該萃取液對種子發芽與幼苗生長之影響。痲瘋樹葉、莖、根水萃液0.1 g ml‐1

濃度明顯抑制白菜、直立萵苣及類地毯草種子發芽達85‐100%，對胡瓜種子發芽抑制15‐40%，

對胡瓜幼苗生長抑制達73‐87%。痲瘋樹果殼水萃液濃度越高，抑制黑麥草種子發芽及幼苗生長

的程度增加，果殼水萃液濃度0.1 g ml‐1，對黑麥草種子發芽無明顯影響，但抑制幼苗生長達36%；

果殼水萃液濃度0.2 g ml‐1，抑制黑麥草種子發芽達21%，抑制幼苗生長達70%。瞭解痲瘋樹相剋

作用可幫助推薦合適之痲瘋樹間作作物，應用於痲瘋樹雜草管理與控制，以及評估痲瘋樹林復

耕一般作物時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關鍵詞：痲瘋樹、相剋作用。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 國立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聯絡人 e‐mail： wendar@ntu.edu.tw 

聯絡人 電話：02‐33664762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敷蓋處理對紅豆有機栽培年度間雜草控管及產量之影響 

 

施文儒*、侯金日** 

台灣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嘉義。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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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試驗以紅豆(Vigna angularis)高雄 9號(KS9)為試驗材料，以不同年份 (2012年及 2013) 春

作栽培作比較，於嘉義縣朴子市有機認證的合格農田，進行敷蓋(以稻草、稻殼、花生殼及不敷

蓋(對照組))處理對紅豆有機栽培雜草控管及產量之影響，生育期調查田間雜草相、收穫時調查

產量性狀。試驗結果如下: 

    田間雜草管理部分，2012年及 2013年春作紅豆經敷蓋處理後，與對照組相較皆能顯著抑

制雜草乾重及密度。其中，2012年以稻草敷蓋及 2013年以花生殼敷蓋處理中抑制效果最佳。

而在雜草相部分，2012年春作主要雜草相以野莧(59.41%)為最大宗，其次為小葉灰藋(14.98%)、

稗草(8.9%)、芒稷(7.5%)、看麥娘(5.6%)及碎米莎草(3.8%)；2013則以牛筋草(63%)為最多，其次

為野莧(17.26%)、小葉灰藋(8.37)、香附子(6.18%)及馬齒莧(5.12%)。在紅豆產量性狀部分，2012

年紅豆經敷蓋處理千粒重以慣行(111.76g)處理為最高，成熟莢果及未成熟莢果、總莢果數、莢

果乾重、種子數、種子重及小區種子產量等性狀並無顯著差異。而 2013年紅豆種子數、成熟莢

果數及種子重以敷蓋稻草(每株 264.57個、49.60個及 36.24g)處理表現較佳，未成熟莢果數以敷

蓋稻草(每株 0.2個)處理較少；總莢果數與莢果乾重各處理間也以敷蓋稻草(每株 49.77個、48.9g)

處理較多。最後在小區種子產量以敷蓋稻草(12067.03 g/10m2)及花生殼(12281.37 g/10m2)產量表

現最佳。 

 

 

*為報告人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敷蓋處理對落花生有機栽培田間雜草控制、產量及成本效益影響 

 
彭彥儒*、侯金日** 

台灣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嘉義。台灣 

 

摘要 

    以落花生台南 14 號(TN 14)為試驗材料，在嘉義縣義竹鄉認證合格之有機栽培農家
農地進行耕種。藉由不同敷蓋材料 (花生殼、稻殼、稻草及不敷蓋(對照))的方式，進行田間
雜草管理，生育期進行田間雜草相變化調查，收穫時則調查落花生產量及成本效益分

析。研究結果可知，春作台南 14號雜草密度及雜草乾重以敷蓋稻草最低，且以不敷蓋(對照組)
有最高雜草乾重；秋作雜草密度以敷蓋稻草及花生殼為最低，雜草乾重以敷蓋稻殼及花生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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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雜草乾重。 
    在落花生產量表現上，台南 14號以稻草、稻殼及花生殼敷蓋有較佳小區鮮莢果產量與小區
種子產量，且表現皆較對照組高；秋作則以稻草敷蓋有較佳產量。 
成本效益分析顯示，春作與秋作顯示落花生有機栽培台南 14號皆以敷蓋稻草淨收益較高。

       綜合以上結果可知，不同敷蓋處理不但可降低田間雜草乾重及雜草密度，也可提高有機
落花生之產量及淨收益。尤其是以敷蓋稻草處理有最高之淨收益。 
 
*為報告人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論文宣讀

█海報張貼

 
新疆雪蓮癒合組織的誘導及培養 

 
黃楚朋*、蔡新聲** 

朝陽科技大學應用化學系生科所。台中。台灣 

 

摘要 

新疆雪蓮(Saussurea involucrata Kar.et Kir.)為菊科鳳毛菊屬植物，又名雪荷花，株高 15~30
公分左右；葉叢生，呈長橢圓形，邊緣有鋸齒，具管狀、紫紅色花冠。近年來，野生雪蓮因過

度採挖、繁殖困難、生長緩慢，以致藥材短缺。雪蓮全株所含化學成分主要的為黃酮類，研究

發現在抗風濕、消炎鎮痛、擴張血管、降血壓、防止心血管疾病、抗癌及抗疲勞等，具有明顯

療效。經液相層析儀(HPLC)分析顯示，培養 2個月雪蓮植株地上部之紫丁香苷(Syringetin)含量
最高，每克含量達 14.68毫克。本研究乃以雪蓮葉片作為誘導癒合組織培植體之材料。結果顯
示，培養在 1/2MS基礎鹽類培養基並添加 3%蔗糖、1.0mg/L BAP及 0.5 mg/L 2,4-D，在 25℃下
培養 8週，其癒合組織誘導率高達 80%；將雪蓮癒合組織培養在 1/2MS基礎鹽類培養基並添加
3%蔗糖、0.5mg/L BAP及 0.5 mg/L NAA，在 20℃下培養 4週，每 0.2克雪蓮癒合組織，可增殖
3倍至 0.637克。 

 
 

*為報告人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朝陽科技大學應用化學系生科所 
聯絡人 e-mail：hstsay@cyut.edu.tw 
聯絡人電話：886-4-23323000 ext.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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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展獲獎海報： 

第一名：苗栗地區休耕田雜草相調查初報討 
游輝璿*、林妤姍、施佳宏、張素貞** 
台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苗栗。台灣 

 

 

第二名：三賽唑與陶斯松在水稻穀粒上之殘毒分析 
張嘉升*、陳宗禮、許奕婷**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台中。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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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香附子病原真菌之除草潛力初測 
陳美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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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台灣 

 

 

 

<<<<<<<<<<<<<<<<<<<<<<<<<<<<<<<<<<<<<<<<<<<<<<<<<<<<<<<<<<<<<<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2013年度年會活動花絮】 

  

 年會地點 中興大學農藝學系  &  報到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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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理事長致詞      贈送感謝牌予中興大學農藝學系 

                       

               

 



 57

 

  大合照 

  

 

 

    年會活動司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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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科學講座   費 雯 綺 所長 演講                

     
 

會員大會 

 
 
 

學術獎得獎人 王順成 教授                事業獎得獎人 郭峰宗 經理 

                   
 
 

 
 
 



 59

摸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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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簡訊不定期出版，內容包括本學會各項活動

訊息與內容，以及與雜草相關的專文。 

本簡訊歡迎賜稿，但編輯保留修改與接受與否的

權利。來稿請寄 wendar@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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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