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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昆蟲性費洛蒙新型專利產品之非專屬技術授權  聯絡人-洪巧珍 

4. 昆蟲性費洛蒙誘引劑之研發與應用  聯絡人-洪巧珍 

5. 瓜實蠅新誘引劑  聯絡人-何明勳 

6. 危害地上部軟體動物防治藥劑之開發  聯絡人-何明勳 

7. 具商品潛力之生物農藥開發  聯絡人-柯燕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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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李國基 簡介 

現職：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 技正 

主要學歷：國立臺灣大學園藝學系 博士 

主要經歷：臺灣省政府糧食局肥料運銷處 技士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處 技士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 技正 

專長：園藝作物生理、植物分子生物、科技行政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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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農業科技產業全球運籌計畫-推動生物農藥產業化成果 

Promoting Globalization Projec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dustries 

‐ Industrialization of Bio-pesticides 

 

李國基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 

 

Lee, Guo-Chi*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隨著環保意識抬頭與安全農產品觀念的提升，對於有兼具友善環境與提高食

物安全性的重視日與俱增，因此生物性農業資材即成為農業生產中一受重視的主

題，其中生物農藥更是以生物間的競爭與平衡為概念開發，符合生態發展的潮

流。因此農委會在推動農業科技產業全球運籌計畫中將生物農藥列為重點發展產

業之一。計畫中針對目前國內生物農藥產業發展面臨的問題，提出以下幾個推動

產業發展策略：1.成立協助農業科研成果產業化機構；2.多元產品開發；3.田間

綜合使用示範推廣；4.推動產學研聯盟；5.加強教育與廣宣；及6.加強偽劣商品

查緝等。期以活絡國內產學研在微生物農藥與肥料發展能量與溝通平台，建立消

費者的安全農產品的新觀念，並建置農業科技產業化推動機構，協助農業科研成

果產業化與相關國內外市場規劃與布局，達到國內微生物農藥與肥料產業化發展

的目標。 

本計畫係集合各試驗改良場(所)及國內各大專院校生物農藥之研發能量，進

行產品商品化之實現。102年度已請各試驗改良場 (所)及國內各大專院校盤點研

發成果，盤點之微生物共計 68 株，逐步清點後依各研究發展成果進行分類及篩

選，103年度及104年度進行微生物製劑產品研究開發。103年度主要篩選殺菌劑

進行開發，共計 9 株菌株，分別為Bacillus subtilis ML15-4(苗栗區農業改良場，

後經鑑定修改為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ML15-4)、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Nana-11(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PMB01(高雄區農業改

良場)、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Tcba05、Trichoderma asperelloides TCTr-668(臺

中區農業改良場)、Bacillus subtilis TKS1-1、 Streptomyces saraceticus S31、

Streptomyces sp. S1(國立中興大學)、Trichoderma harzianum EST323(國立虎尾科

技大學)，104年度則進行擴展至殺蟲劑與殺草劑，篩選共計 11 株菌株進行研究

發展，並規劃各時期生物製劑研究發展之項目。104年度則再加入天敵及費洛蒙

之盤點，並建立商品化研發流程供研究人員參考，藉產官學研究平台溝通，加入

天敵及費洛蒙商品化登記。本計畫規劃每年推出不同之生物農藥，整合各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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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研究成果後再依專業領域進行分工，設定開發流程，請各研究單位進行各項

基礎研究、產程放大、製劑及田間試驗等研究，毒理試驗則委由農業藥物毒物試

驗所進行，以期加速各項產品上市之時程規劃。另為與國際接軌，將國內生物農

藥產品推展至國際，104年度納入財團法人農業科學研究院協助辦理國際型生物

農藥研討會、建構國際化所需之毒理試驗實驗室並且蒐集東南亞及大陸地區生物

農藥登記所需要件，藉此輔導國內廠商生物農藥商品出口。 

本計畫全程推動期間由103年度至106年度，將生物農藥依產業化程度盤點，

分別對商品化及產業化流程各階段，於計畫執行期間同時進行推動，105年度計

畫分五大主軸：1.導入業界能量共同研發：針對業者需求開發微生物製劑產品及

引介學研界研發成果，共同開發研究以縮短商品開發期程。2.建立符合國際規範

之毒理試驗單位，增加國內生物農藥毒理研究及檢驗量能。3.盤點誘引劑及天敵

研發成果：了解國內誘引劑及天敵研發情形，並適時引入作物之綜合防治技術。

4.作物之綜合防治技術開發：以生物製劑為主體之防治技術，成立作物防治曆，

以確實降低化學農藥使用。5.精進國內研發成果產業化流程：使學研單位了解生

物製劑商品化之過程，並對研發登記流成內容精進改善。期由本計畫之推動促進

國內生物農藥產業發展，降低農業生產對化學藥劑的依賴，提供安全之農產品。 

 

 
*為報告人 
**為連絡人 

聯絡人服務單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 

聯絡人 E-mail：coachlee@mail.coa.gov.tw 

聯絡人電話：02-2312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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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張瑞璋 簡介 

現職：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植物防疫組 組長

2009/12/01- 

主要學歷：美國伊利諾大學 博士(1991) 

主要經歷： 

1.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簡任技正 

2008/08/01-2009/11/30 

2.常駐 WTO 代表團 秘書、簡任秘書 

  2002/05/10-2008/07/31 

3.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植物防疫組 技正、科長 

1999/06/01-2002/05/09 

4.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業試驗所 助理研究員、副研究員 

1994/01/31-1999/05/30 

5.國立中興大學植物病理系 助教 

  1984/08/01-1987/07/31 
 

專長： 

蔬菜病害、森林病害、植物流行病學、植物病原細菌學。 

學會會員：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中華植物病理學會、中華農藥協會、中華林學會、

美國植物病理學會（The American Phytopathological Society , 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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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農藥管理現況與展望 

 

許華芳、王堂凱、張瑞璋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植物防疫組 

電子郵件：rjchang@mail.baphiq.gov.tw 

 

摘要 

農藥依我國「農藥管理法」之定義，係指用於防除農林作物或其產物之有害

生物者；或用於調節農林作物生長或影響其生理作用者；或用於調節有益昆蟲生

長者；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列為保護植物之用者。國內目前(截至 2015

年 10 月止)共計核准登記 528 種農藥產品，有效成分計 363 種，核准之農藥許可

證共計 5346 張。前述農藥依其有效成分之理化性及毒理性質，可區分為化學農

藥、生物農藥及其他農藥。而生物農藥依「農藥理化性及毒理試驗準則」又區分

為天然素材，生化製劑及微生物製劑三類，其中以微生物製劑為市場主流，而該

類製劑又以蘇力菌及枯草桿菌為大宗，分別具有 24 張及 10 張農藥許可證，臺灣

現有的生物農藥許可證總計 52 張。臺灣生物農藥產值在 2014 年佔農藥總產值的

0.45%，與全球生物農藥產值比 5.81%仍有一段差距，顯示臺灣生物農藥具有極

大的發展空間，加上消費者對食品安全需求及有機農業發展等因素，更進一步催

促生物農藥之發展。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檢局)為推動生物農藥的發展，在確保

產品安全性之原則下，簡化生物農藥的登記程序，以本土性研發的微生物製劑為

例，僅須提供口服急毒性/致病性、皮膚急毒性及肺急毒性/致病性等 3 種毒理資

料，且免檢驗水濕性、安定試驗及耐熱前處理等項目，逐步降低農藥登記之門檻；

另配合微生物製劑之菌株寄存及簡化生化製劑與微生物製劑理化性質審查，於

2013 年修訂「農藥理化性及毒理試驗準則」；協助生物農藥業者專供輸出，修定

「特定用途農藥申請審核辦法」，簡化免繳許可證等資料；於 2015 年訂定「免登

記植物保護資材申請程序及審核原則」，鬆綁具有基本防治效果、安全性高且無

違反其他目的主管機關相關法令之植物保護資材，目前公告甲殼素等 9 種免登記

植物保護資材，以落實農藥管理法就不列管農藥之規定。此外，在生物農藥登記

管理仍有一些問題，如產品規格因微生物本身特性複雜無法一體適用、微生物製

劑的鑑定及效價分析技術尚待精進、生物農藥工廠設置的權責及民眾對於農藥、

生物農藥與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之認知區隔等待解決及釐清。未來將透過農藥登

記單一窗口供登記廠商諮詢，並由防檢局建立生物農藥研發標準程序及修訂相關

法規，以促進生物農藥產業之發展。 
 

關鍵字：生物農藥、農藥管理法、農藥登記、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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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農藥管理分工模式 

 

圖二、全球生物農藥與化學農藥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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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我國生物農藥及農藥銷售額 

 

圖四、農藥登記申請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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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臺灣生物農藥登記現況 

種類 普通名稱 許可證張數 廠商數(家)

微生物製劑(microbial agents) 

Fungicides   Bacillus subtilis 枯草桿菌 10 6 

 Streptomyces 

candidus  
純白鏈黴菌素 1 1 

  Trichoderma virens 

strain R42 
綠木黴菌 1 1 

Insecticides Bacillus 

thuringiensis  
蘇力菌 24 12 

  Spodoptera exigua 

NPV 
核多角體病毒 1 1 

生化製劑(Biochemical agents) 

Pheromones 

Tobacco cutworm  
斜紋夜蛾費洛

蒙 
3 1 

Sweet potato weevil
甜菜葉蛾費洛

蒙 
2 1 

Attractants 

Methyl eugenol- 

Naled 

含毒甲基丁香

油 
4 4 

Cuelure+ Methyl 

eugenol 
克蠅香 3 3 

天然素材(Natural products) 

Insecticides 

Pyrethrins 除蟲菊精 1 1 

Azadirachtin 印楝素 1 1 

Rotenone 魚藤精 1 1 

合計 5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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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農藥理化性質試驗項目表 

理化性質  試驗物質 
化學

農藥

生化製

劑農藥 
微生物 
製劑農藥  

物理狀態（Physical state）  原體 成品 ○ ○ ○ 

顏色（Color）  原體 成品 ○ ○ ○ 

氣味（Odor）  原體 成品 ○ ○ ○ 

酸鹼度（pH）  原體 成品 ○ △ ○ 

熔點或沸點（Melting point or 
Boiling point）  

原體  ○ ○ × 

密度、比重、容積密度

（Density、Specific gravity、
Bulk density）  

原體 成品 ○ ○ △ 

蒸氣壓（Vapor pressure）  原體  ○ ○ × 

溶解度（Solubility）  原體  ○ ○ × 

分配係數（Partition 
coefficient）  

純品  ○ ○ × 

解離常數（Dissociation 
constant）  

純品  ○ ○ × 

黏性（Viscosity）  原體 成品 ○ ○ ○ 

安定性（Stability）  原體  ○ △ × 

燃燒性（Flammability）  原體 成品 ○ △ × 

混合性（Miscibility）  原體 成品 △ △ △ 

爆炸性（Explodability）  原體 成品 ○ △ × 

腐蝕性（Corrosive 
characteristics）  

原體 成品 ○ ○ ○ 

貯存安定性（Storage stability） 原體 成品 ○ ○ ○ 

其他（Others）  原體 成品 △ △ △ 

○：必備試驗資料   △：視情況而定   ×：不須檢送試驗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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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申請程序及審核原則 

一、申請程序 

（一）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以下簡稱防檢局）針對特定物質或產品

主動評估，或由申請人填具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申

請表（附件一）檢附文件提出申請。 

（二）申請案由防檢局受理，經防檢局審查或其農藥技術

諮議會審議通過後，由農委會依行政程序法辦理預

告及公告。 

(三)已公告者，直接填具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產品登錄

申請表（附件二）並檢附二、(一)及(四)文件，進行
產品登錄。 

二、應檢附文件 

（一）理化資料 

1. 組成成分及其含量。 

2. 來源及製程說明。  

3. 基礎理化性及物質安全資料。 

（二）毒理資料 

安全風險評估報告或相關證明文件（說明包含對人

畜毒性、環境影響及殘留風險）。但組成分屬食

品、公告之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或可添加之其他

成分(名單可參閱農藥資訊服務網/免登錄植物保

護資材專區)之一者，得免檢附。 

（三）藥效資料(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及其使用方法及範圍

已公告者得免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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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間藥效測試或相關科學研究報告文獻。 

2. 使用方法及範圍。 

3. 申請增加使用範圍時，應檢附藥效相關資料。 

（四）其他資料 

1. 產品標示樣張。 

2. 其他指定文件。 

三、審核原則 

（一）應符合本法第五條定義，且具有基本之藥效。 

（二）安全性高（低毒性、無環境危害、免定殘留容許

量），原則上應非屬下列情形之一者： 

1. 新開發之合成化學物質。 

2. 天然原料不具安全消費歷史，或曾對人、畜、禽

及水產動物發生毒性危害之事件。 

3. 哺乳動物口服急性毒性試驗或文獻報告半數致死

劑量(LD50)小於 2,000 mg/kg。 

4. 哺乳動物重複暴露(二十八天以上)試驗或文獻報

告之無毒害劑量(NOAEL)小於 500 mg/kg，或任一

試驗劑量造成明顯神經毒性症狀、生殖毒性或發

育毒性。 

5. 致變異性試驗或文獻報告之結果為陽性反應。 

6. 水生物生物累積試驗或文獻報告生物濃縮因子

(BCF)大於一百，或辛醇水分布係數之對數值(log 

KOW)大於二之物質(不含無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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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生物急性毒性半數致死濃度(LC50)小於 100 mg/L 

之物質(不含無機物)。 

（三）組成成分屬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列管者，不

得違反相關法令規定。 

四、產品登錄作業 

（一）經農委會公告之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不適用農藥

管理法(以下簡稱本法)之規定。但其標示、宣傳或

廣告，不得有虛偽或誇張之情事。 

（二）經農委會公告之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於該等產品

上市前應主動填具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產品登錄申

請表（附件二）向防檢局申請產品登錄。 

（三）經防檢局完成登錄之產品，其相關資訊將刊載於防

檢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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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簽    章 (蓋章) 證明文件黏貼處(浮貼)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住    址  

電子信箱  

資材名稱 

中    文  

英    文  

廠 牌 名  

使用目的 □A.防除害蟲用 □B.防除病菌用 □C.生長調節用 □D.其他 

壹、資材內容 

組成分及

其含量 

成 分  含 量 ( % )  

  

  

來源說明 

類 別  來 源 說 明 ( 國 家 / 公 司 / 地 址 )   

□ 製造  

□ 輸入  

貳、檢附文件 

 項目 資 料 說 明  

(一) 

理

化 

1.組成成分及其含量。  

2.來源及製程說明。  

3.基礎理化性及物質安全資料。  

(二)

毒理 

4. 但組成分屬食品、公告之免登記植物保護

資材或可添加之其他成分(名單可參閱農藥

資訊服務網/免登錄植物保護資材專區)之一

者，得免檢附。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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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藥 

效 

5.田間藥效測試或相關科學研究報告文獻。  

6.使用方法及範圍。  

7.申請增加使用範圍時，申請人應檢附藥效

相關資料。 
 

(四) 

其 

他 

8. 產品標示樣張。  

9. 其他指定文件資料。  

備註： 

1. 經農委會公告之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不適用農藥管理法之規定。但其標

示、宣傳或廣告，不得有虛偽或誇張之情事。 

2. 經防檢局完成登錄之產品，其產品相關資訊將刊載於防檢局網站。 

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公告字號：防檢三字第            號(由主管機關填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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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產品登錄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簽    章 (蓋章) 證明文件黏貼處(浮貼)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住    址  

電子信箱  

資材名稱 

中    文  

英    文  

廠 牌 名  

使用目的 □A.防除害蟲用 □B.防除病菌用 □C.生長調節用 □D.其他 

壹、產品內容 

組成分及

其含量 

成 分  含 量 ( % )  

  

  

來源說明 

類 別  來 源 說 明 ( 國 家 / 公 司 / 地 址 )  

□ 製造  

□ 輸入  

貳、標示樣張登錄 

產品標示樣張黏貼處(浮貼) 

 

備註： 

1. 經農委會公告之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不適用農藥管理法之規定。但其標

示、宣傳或廣告，不得有虛偽或誇張之情事。 

2. 經防檢局完成登錄之產品，其產品相關資訊將刊載於防檢局網站。 

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登錄字號：免登字第              號(由主管

機關填列)       

附件二 



pe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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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 

 

序

號 

中文名稱 英 文 名 稱 成分或含量 

使用範圍 

注 意 事 項

用於防

除農林

作物或

其產物

之有害

生物者

用

於

調

節

農

林

作

物

之

生

長

或

影

響

其

生

理

作

用

用

於

調

節

有

益

昆

蟲

生

長

害

蟲

病

菌

其

他

1 

甲殼素  

(甲殼素鹽

酸鹽 )  

Chitosan 

(Chitosan 

Hydrochloride)

 

ˇ ˇ  

2 
大 型 褐 藻

萃取物  

Ecklonia 

Maxima 

Seaweed extract

 

  

 

ˇ  

3 苦楝油  Neem oil   

印 楝 素

(Azadirechtin)

含量不得超過

0.5%。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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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矽藻土  
Diatomaceous 

earth  

含結晶態二氧

化矽量不得超

過 3%， 且 其

直徑 50 微米

以下者不得超

過 0.1%。  

ˇ  

施 用 時 需 有 適

當 呼 吸 防 護 措

施。 

5 
次 氯 酸 鹽

類  

Hypochlori tes  
 ˇ

   
 

6 碳酸氫鈉  

Sodium 

hydrogen 

carbonate 

 

 ˇ

    

7 
苦茶粕 (皂

素 )  

Camill ia oil  

meal (saponin) 

 

ˇ  

ˇ

軟

體

動

物

1.不 得 用 於 農

林 作 物 之 栽 培

水域。 

2.施 用 時 需 有

適 當 防 護 措

施。 

8 
無患子 (皂

素 )  

Soapberry 
(saponin) 

 

ˇ  

1.不 得 用 於 農

林 作 物 之 栽 培

水域。 

2.施 用 時 需 有

適 當 防 護 措

施。 

9 

脂 肪 酸 鹽

類 ( 皂 鹽

類 )  

Fatty acid salts  

(soap) 

 

ˇ  

   1.不 得 用 於 農

林 作 物 之 栽 培

水域。 

2.施用時需有

適當防護措

施。  

備註： 

一、  本附件所列「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為農藥管理法(下

稱本法)第九條及第三十七條所定不列管之農藥，不適

用本法之規定。但其標示、宣傳或廣告，不得有虛偽或

誇張之情事。 

二、  不符合本附件所定成分或含量之農藥，仍應依農藥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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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九條相關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並發給許

可證。 

三、  本附件所列「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其標示、宣傳或

廣告之使用範圍違反本附件，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認有本法第三十七條所定虛偽或誇張之情事者，依

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論處。 

四、  本附件所列「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依「免登記植物

保護資材申請程序及審核原則」完成登錄之產品，其產

品相關資訊將刊載於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網站。  
五、  本附件所列「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於公告後經評估

有危害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虞者，將修正本公告限制

其使用範圍或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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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池煥德  簡介 

 

現職：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研究員 

主要學歷：東海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 

主要經歷：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研究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服科中心  專案經理 

明基電通/大型顯示器事業部  資深巿場經理 

 

專長：生物農藥產業研究、新興巿場研究、消費及使用行為研究、

行銷規劃。 

 
 
 
 
 
 
 
 
 
 
 
 
 
 
 
 
 
 
 



 -21-

進擊印尼生物農藥巿場的策略思維 

How to approaching Indonesian biopesticides market: some strategic 
thinking 

 

池煥德*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經中心 

 

Hubert Chih* 
*Life Style & Healthcare research Division,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Center (IEK),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以農藥的使用量來看，印尼是農藥的消費大國，其一年的農藥巿場規模約為 5.5 億

美金。印尼巿面上的農藥產品主要進口自中國大陸，印度當地生產的農藥約佔巿

場的 40%，可見印尼有一定的農藥生產能力。印尼農藥巿場的銷售組合以防治標

的來看，主要為殺蟲劑佔 50%，其次為除草劑佔 33%，第三為除菌及滅鼠藥佔 17%。

可以推測其生物農藥之需求也會以除蟲為主。 

雖然印尼生物農藥巿場目前仍處於萌芽階段，巿場規模仍小但印尼目前已有多項

合法之生物農藥上巿包含蘇力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凝固芽胞杆菌(Bacillus 

coagulans)、白殭菌 (Beauveria bassiana)、海洋真菌 (Gliocladium sp)、木黴菌

(Trichoderma koningii)、魚藤酮(rotenone)、丁香油(eugenol)、甲基(methyl)、印楝素

(azadirachtin)等等。進一步以微生物農藥而言，在 2013 年印尼共有 37 項具上巿許

可之微生物農藥產品。就印尼生物農藥巿場的未來潛力而言，有多重驅力推動其

發展： 

1.農產品外銷帶動生物農藥需求 

印尼的農產品如新鮮水果、蔬菜外銷成長快速，主要外銷至馬來西亞、日本、新

加坡等地。外銷國家尤其如日本、新加坡先進國家，對農藥殘留的要求較高，對

低毒甚至是無毒性的生物農藥需求更高。 

2.印尼政府政策推動 

印尼為農藥的消費大國，對化學農藥的大量使用造成當地病蟲害產生抗藥性，也

對環境造成傷害。因此印尼政府也逐步限用甚至禁用部分化學農藥。 

3.IPM 之推動 

IPM 的推動明顯改善了印尼稻米的產量。據相關研究指出，印尼政府至少已投入 5

仟 3 佰萬美金用以減少化學農藥的使用及鼓勵農民採用 IPM 的病蟲害管理方法。

其中投入 1 仟 4 百萬美金用以培訓 2,250 位蟲害監測員，5,000 位的推廣人員，及

1,000,000 農民以推動 IPM。 

對於國外的微生物農藥業者而言，要進入印尼巿場至少要面臨二大挑戰。其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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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的農藥管理法，其二普遍貧窮的印尼農民。 

印尼的農藥管理法規定，所有的農藥要在印尼銷售皆需取得上巿許可證。外國公

司在印尼申請農藥上巿許可，則須透過印尼公司或公民才能提出申請，因此找到

適合的當地合作夥伴就相當重要。另外如果是以活菌為主成份的農藥外需另外經

過印尼農業部的審核確認該菌種對印尼自然環境無害後，才能進入農藥的上巿審

查流程。 

印尼的農民普遍貧窮，因此更不容易接受新的觀念而使用較貴的微生物農藥。另

外在印尼也有專門協助農民的機構(如 Petani Pengembang Agen Hayati; PPAH)，這

些機構也會教導農民自行生產微生物農藥，甚至生產微生物農藥後提供給農民使

用。這些都讓印尼微生物農藥的銷售受到阻礙。 

鑑於印尼巿場的現況，切入印尼巿場如了依循傳統的代理代銷模式外，當地業者

也建議可以多思考不同的商業模式佈局印尼巿場。進入印尼巿場所面臨的挑戰，

可以想見在其它新興國家巿場也很難避免，新商業模式的思考不僅是為了印尼巿

場，也是為了找到進入新興巿場的更多可能性。 

 
*為報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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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農藥管理的國際現況-以美國、歐盟、日本之生物農藥為例 

The regulations of biopesticides in America, European and Japan 
 

陳枻廷*/**、余祁暐 

台灣經濟研究院 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Cheng, Y. T.*/** and Yu, C. W. 

Biotechnology Industry Study Centre,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Taipei, 

Taiwan 

 

隨著近年來環保意識抬頭、食品安全受到重視，各國政府對於化學農藥的使用法

規趨向嚴格。除此之外，強調維持農業和自然環境互惠互利關係、不使用化學農

藥及肥料以減少環境負擔的全球有機農業運動的興盛，以上因素造成近年來農用

生物製劑的使用量快速成長，而根據 BCC Research 指出，全球農藥市場規模 2014

年為 618 億美元，至 2019 年將成長至 837 億美元，年複合成長率(CAGR)為 6.3%。

其中，全球生物農藥市場規模 2014 年為 36 億美元，至 2019 年將成長至 39 億美

元，年複合成長率為 13.9%。生物農藥占農藥市場之比重將由 2014 年的 5.8%，增

加至 2019 年約 8.2%，顯示生物農藥逐漸成長取代傳統化學農藥的趨勢。隨著生物

農藥的增加，各國分別制定相關管理法規，以美國、歐盟、日本為例： 

美國農藥管理的中央主管機關為環保署(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管理全國農藥註冊；地方主管機關為各州政府，管理經 EPA 註冊

之農藥在該州使用及販賣。EPA 的農藥註冊機構(Office of Pesticide Programs, OPP)

設有生物農藥與污染防治部門(Biopesticides and Pollution Prevention Division, 

BPPD)，專門負責審查微生物農藥及生化農藥。生物農藥產品上市前，須於 EPA

及州政府進行產品註冊後才可銷售、使用。EPA 依據兩個聯邦法管理農藥，「聯邦

殺蟲劑、殺菌劑及滅鼠劑法」(Federal Insecticide, Fungicide, and Rodenticide Act, 

FIFRA)，規定農藥於美國的管理、售賣、供銷和使用，授權 EPA 執行評審、登記、

暫停或撤銷農藥登記。「聯邦食品、藥品及化妝品法」(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FFDCA)，則賦予 EPA 制定食品或動物飼料中的農藥殘留容許量

(tolerance)。EPA 將生物農藥定義為由自然資材製成的農藥，其中，自然資材包括

動物、植物、微生物，甚至是礦物質。例如油菜油、甲殼素都被當作農藥使用，

也在生物農藥的範疇中。但捕食者、線蟲、及肉眼可見的寄生生物不列入管理(40 

CFR 158.2100)。EPA 依其規範將生物農藥分為微生物農藥(Microbial pesticides)、

生 化 農 藥 (Biochemical pesticides) 、 殖 入 植 物 體 之 保 護 劑

(Plant-Incorporated-Protectants, PIPs)等三類。 

歐盟農藥查驗登記制度(Directive 91/414/EEC)分為兩個階段，首先活性物質(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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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ce, 即有效成分)是於歐盟層級審核，必須經過主管機關歐洲食品安全局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審查，並通過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核可後，才可將含有該活性物質的農藥產品提交至歐盟各會員國，經

審查通過才得以於批准國境內上市，也就是當活性物質被列入 Directive 

91/414/EEC Annex I 後，申請者(applicant)即可向任何會員國申請產品註冊，並由

各會員國自行決定該產品是否可於境內上市。此外，歐盟還頒布 Council Directive 

79/117/EEC 以禁止含有特定活性物質的農藥上市。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隸屬於

歐盟，且獨立於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 EC)、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及歐盟各會員國之外。EFSA 的職責為執行與食物鏈有關的風險評估及

溝通，農藥、食品添加劑…等物質之審查也為其職掌範圍，審查包含以下原則：

危害排除標準 (cut-off criteria)相互承認原則 (mutual recognition)、替代機制

(substitution)、低風險活性物質(low-risk active substance) 暫時核准權限、廣告用詞

規定、農藥永續使用。 

日本基於「農藥取締法」，將農藥的製造、進口乃至銷售的全程進行嚴格的管理。

為了確保農藥的安全性，以「農藥登錄制度」作為管理模式，只有經過農林水產

省登錄的農藥才得以製造、進口及銷售。農藥製造者或進口者在登錄農藥時，須

透過獨立行政法人農林水產消費安全技術中心（独立行政法人農林水産消費安全

技術センター，Food and Agricultural Materials Inspection Center, FAMIC）對農林水

產省提出申請，農林水產省指示農林水產消費安全技術中心進行農藥登錄檢查，

農林水產消費安全技術中心對農林水產省提出報告後，再由農林水產省判斷該農

藥是否得以登錄。農林水產省之農藥定義以農藥取締法為主，農林水產省另外說

明農藥包含：殺蟲劑、殺菌劑、殺蟲殺菌劑、除草劑、殺鼠劑、植物生長調節劑、

誘引劑、展著劑、天敵以及微生物製劑。獨立行政法人農林水產消費安全技術中

心對於生物農藥的說明為：為了防治危害農作物的病蟲害及雜草，使用存活狀態

的微生物及天敵昆蟲作為農藥者，稱為「生物農藥」。性費洛蒙及抗生物質等生物

產生的物質雖可作為農藥使用，但由於並非在存活狀態下使用，所以通常不視為

生物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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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農藥產業化平台-符合 GLP 規範之物理化性質及毒理試驗 

A commercializing platform with GLP physical-chemical and 
toxicological testing quality for microbial pesticides products 

 
蔡韙任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應用毒理組 

 

Tsai, W. Z. 

Applied Toxicology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chung, Taiwan  

 
    由於人類大量應用各種化學物質，期以控制或減低作物上的害蟲及環境中的

病媒昆蟲之孳生，但大量化學物質使用結果，常造成化學物質殘留，影響人體健

康或導致各種環境受到破壞，各國政府因而訂定各種的保護或管理政策，禁止各

種劇毒性、長效性、致畸性或致癌性化學物質的生產或使用，並積極尋找替代化

學藥劑之物質，加上國民生活品質提高，除了一般慣行農法的農友外，有機蔬果

生產業者尤對安全性較高農藥需求甚切，使得發展生物農藥(biopesticides)是國際植

物保護持續大力推展的方向，以期能應用於作物病蟲害或環境有害生物之防除。

生物農藥在國內農藥管理法上可分為天然資材(natural products)、微生物農藥

(microbial pesticides)及生化農藥(biochemical pesticides)。其中就微生物農藥而言，

自國內環境分離產製之微生物菌株產製者，會較自國外進口的微生物農藥對環境

衝擊來的小，然而相較於鄰近國家如中國大陸之微生物農藥登記產品多達 300 多

種，我國微生物農藥登記產品僅有 45 種，對於農民在使用上的選擇造成較大的

限制，因此研發與產製我國本土性微生物農藥是當前安全農藥重要工作之一。本

研究之目的為配合國內微生物農藥研發，建構微生物農藥產業化平台，整合「農

藥登記管理」、「安全評估」、「生物科技」、「田間應用」、「農藥製劑」、「毒理及理

化試驗」及「品質規格與檢驗鑑定」等，將技術面及法規管理面直接導入產業面，

解決微生物農藥商品化之關鍵缺口。主要由主管機關、科技管考單位及專家組成

商品化諮商及技術支撐平台，針對已有具體成效產品依個案方式輔導或建構符合

優良實驗室操作(GLP)規範之登記資料要件，以加速國內研發產品合法上市，並達

到化學農藥減量與安全優質農產品的最終目的。在商品化諮商方面，本平台可提

供標的微生物農藥研發個案之菌種鑑定資料、生物特性資料、產製過程試驗及品

質管制等試驗之諮詢與檢討。在技術方面，本平台可提供國內本土性微生物農藥

登記所需的理化性試驗報告及動物毒理試驗報告。理化性試驗報告包括產品之物

理狀態、顏色、氣味、酸鹼值、黏性、腐蝕性、儲存安定性、比重密度/體積密度

等資料。其中若同一種菌株有兩種以上製劑配方(劑型)，則會依產品劑型提供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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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告。 

    在動物毒理需求資料方面，無論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或加拿大病害

管制局(PMRA)及我國動植物防檢局( BAPHIQ )等機構，均以美國環保署(EPA)訂定

的三階層(tier)毒理試驗要求為藍本。但我國與加拿大因限於微生物農藥開發時

程，當微生物農藥在第一階層試驗結果，判斷可產生危及人類安全之潛在危險時，

即禁止登記，並不考慮進入第二、三階層的安全評估。另外，由於微生物農藥的

安全測試研究不同於化學性藥物，化學藥物可依劑量與生物效應進行安全評估，

而微生物農藥因具生物的本質，對動物安全測試體系考量層面自是不同。因此，

微生物農藥應給予較高或最高的菌量數(每隻測試動物需給予大於 1x108 單位)及

不同的毒理投予途徑以為安全評估依據，如氣管灌注投予方式，目的在增加測試

微生物是否具感染性或致病性，以避免人類及環境暴露於高數量微生物製劑時，

其可能受到危險之衝擊。對於在國內環境分離到的種源，除了考量其風險較低外，

就其安全評估關鍵點下，最易經口及呼吸系統進入人體的自然情況下，選擇較能

呈現實際情形的的動物評估模式，因而簡化國內微生物農藥毒理需求，原體本身

只需對大鼠之口服及肺之急毒性與致病性 2 種安全評估試驗，主要利用胃管或氣

管投予至少1億個活菌，並分析微生物在動物體內臟器及消化道的清除與分佈情

形，觀察是否具毒性傷害或致病性，必要時增加組織病理切片觀察，以作為該微

生物農藥產品安全及使用之參考。本試驗計畫經各專家共同諮商討論，目前共執

行 12 個菌株，及出具 12 份動物毒理與 6 份理化性試驗報告，且由於本平台所

出具的報告，是經全國認證基金會(TAF)認證符合GLP規範的報告，可與國際間相

互認可，因此未來亦可提昇微生物農藥產品之國際競爭力。另外，目前已有 1 種

微生物農藥包含 2 種劑型完成技轉給農藥廠商，並進入登記流程。因此，微生物

農藥產品可透過此平台輔導交流，加速完成登記所需資料要件，以利產品快速上

市及扶植產業振興，進而促進有機農業發展，減少化學農藥之使用，達到安全農

藥與環境永續經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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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絡人 E-mail：sftsai@tactri.gov.tw 

聯絡人電話 04-23302101ext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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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王惠亮 簡介 

現職：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生科系教授兼副校長 

主要學歷： 

美國康乃爾大學植病學博士 

中興大學植病系學士、碩士 

主要經歷： 

高雄師大生物系副教授、教授 

高雄師大生物科技系主任 

高雄師大總務長 

高雄師大教務長 

專長： 

植物病毒鑑定與防治、分子生物、基因轉殖、遺傳工程、生物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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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劑配方對生物農藥特性之影響-以液化澱粉芽孢桿菌為例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王惠亮副校長  謝建元主任 

 

        由於生物農藥在開發時實驗室評估，效果大多十分顯著，但應用於田間效果

大打折扣，致使商品化產品要進入市場與化學藥劑競爭有相當的障礙。此結果導

致實驗室與田間試驗的大幅落差，大部分歸因於可產生的活菌數不足或使用時機

不恰當。田間作用活菌數不足，並非施用時的濃度不夠，主要是無適當的製劑配

方保護來強化菌體增質，本技術之關鍵特色在於所研發之製劑配方，不僅具高抗

紫外線與對化學農藥高耐受性之特性，提升生物農藥在田間防治病害之效果。 

        對化學藥劑之高耐受性試驗中，研發之液化澱粉芽孢桿菌製劑配方對殺真菌

劑、殺細菌劑、殺蟲劑、除草劑、展著劑均無顯著影響。抗紫外線試驗中，經紫

外光照射 60 分鐘內，仍有高達 97%以上的存活率，在第 120 分鐘的存活率為 77%，

第 180 分鐘存活率降至 60%。本研發標的液化澱粉芽孢桿菌生物農藥製劑配方，

不僅具抗紫外線與且對化學農藥高耐受性之特性，提升生物農藥在田間防治病害

之效果。同時在有害生物的綜合管理（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政策上

提供支援，在作物耕種初期使用化學農藥但在耕種的後期與採收前期採用生物農

藥，可有效降低化學農藥的殘留，提供安全的農產品，並有效降低化學農藥使用

量。 

 

 

 

 

 

 

 

 

聯絡人服務單位：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聯絡人 E-mail：hlwang@nknu.edu.tw  

聯絡人電話：07-7172930 轉 7311 或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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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謝奉家 簡介 

現職：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生物藥劑組  副研究員

2012/05/15- 

主要學歷：國立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博士 

主要經歷： 

1.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生物藥劑組 助理研究員 

2002/04/09-2012/05/14 

2.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生物藥劑系 薦任助理

1999/07/01-2002/04/09 

3.臺灣省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生物藥劑系 薦任助理

1999/6/28-1999/07/01 

專長： 

生物農藥（微生物製劑）、生物技術、分子生物學、蛋白化學。 

 

技術移轉授權或專利移轉授權： 

近 5 年在生物農藥、微生物肥料與益生菌飼料添加物領域有 5 件成功

技轉案：「微生物肥料與生物農藥用液化澱粉芽孢桿菌菌株 Ba-BPD1、

發酵量產與應用技術（含專利）」技轉台肥公司；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Ba-CL3 技轉興農公司；分別將益生菌飼料添加物用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菌株及相關培養與酵素活性檢測技術，非專屬技轉沅渼生技公司、永

信藥品公司與全能營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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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微生物產品開發經驗分享-以液化澱粉芽孢桿菌為例 

A multifaceted strain of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with 
commercialization potential 

 
曾瑞堂、宋凱智、廖仁宏、林秀昭、謝奉家* 

農藥藥物毒物試驗所  生物藥劑組 

 

Tseng, J. T., Sung, K. C., Liao, J. H., Lin, S. J. and Hsieh, F. C. * 

Biopesticides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chung, Taiwan  

 
本土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B. amyloliquefaciens) Ba-BPD1 是由農委會藥毒所自臺中

梨山的土壤篩選出來，並且進一步培養、鑑定及保存與開發。Ba-BPD1 菌株具有

多項功能：產生纖維素分解酵素（cellulase）、蛋白質分解酵素（protease）、脂質分

解酵素（lipase）、澱粉分解酵素（amylase）、溶磷（phosphate-solubilizing）、溶解

血栓（fibrinolytic enzyme）與抑制大腸桿菌及沙門氏菌的能力。具有高產率並同時

產生抗生物質伊枯草菌素（iturin）、豐原素（fengycin）與表面活性素（surfactin）

的能力，用以抑制真菌或細菌生長。在真菌方面，可抑制百合灰黴病菌(Botrytis 

elliptica)、玫瑰灰黴病菌(Botrytis cinerea)、檬果炭疽病菌(Glomerella cingulata)、香

蕉炭疽病菌(Colletotrichum musae)、甜柿炭疽病菌(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水稻立枯絲核菌(Rhizoctonia solani)、豌豆鐮胞菌(Fusarium oxysporum f. sp. pisi)、

番茄鐮胞菌(Fusarium oxysporum f. sp. lycopersici)、蘭花鐮胞菌(Fusarium solani)、

荔枝鐮胞菌(Fusarium solani)、百合白絹病菌(Sclerotium rolfsii Saccardo)、蘋果褐斑

病菌(Alternaria mali)、甜椒疫菌(Phytophthora capsici)、洋蔥黑麴菌(Aspergillus 

niger)、柑桔青黴菌(Penicillium italicum)、蓮霧果腐菌(Pestalotiopsis eugeniae)及檬

果蒂腐菌(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等。在細菌方面，可抑制細菌性軟腐桿菌

(Erwinia chrysanthemi 及 Erwinia carotovora subsp. carotovora)、瓜類細菌性斑點菌

(Acidovorax avenae subsp. citrulli)、癌腫菌(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石竹科花卉

細菌性萎凋菌 (Burholderia caryophylli) 、茭白細菌性基腐菌 (Enterobactor 

cloaceae)、楊桃細菌性斑點菌 (Pseudomonas syringae) 、青枯病菌 (Ralstonia 

solanacearum)、柑桔潰瘍菌(Xanthomonas axonopodis pv. cirti)、茄科植物細菌性斑

點菌 (Xanthomonas axonopodis pv. vesicatoria)、十字花科黑腐菌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ompestris)、水稻白葉枯菌(Xanthomonas oryzae pv. oryzae)等。已進

行生物農藥與微生物肥料方面產學合作與技轉，草莓灰黴病的田間防治試驗，顯

示 Ba-BPD1 於田間持續施用之後，對於草莓灰黴病有一定的防治效果，平均降低

罹病率 15%以上，且對於草苺植株的生長具有正面的幫助，其中對於果實數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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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果實之甜度效果更為顯著，分析顯示具有 siderphore 、IAA、phytase 與 ACC 

deaminase 等促進作物生長的多項因子。蝴蝶蘭黃葉病之溫室盆栽防治試驗顯示，

經過 10 週施藥，可明顯降低黃葉病（Fusarium solani）的罹病率約達 60%，對蝴

蝶蘭具有內生的能力，菌體可存在於植株內。另外，由日本可爾必思公司（Calpis）

所生產的可速必寧（Calsporin®）為枯草桿菌單一菌種的動物飼料添加物產品，該

產品已在美國、巴西、泰國與日本，廣泛應用於畜牧業，可增加雞、猪的換肉率、

育成率和減少畜產品污染，亦應用於牛、馬、貓、狗、魚、蝦等方面，為暢銷的

動物飼料添加商品，進口單價約為 1 公斤 3,400 元，約可使用一噸的飼料量，單價

過高，導致禽畜業者長期使用的生產成本過高，無法負荷，轉為使用複合菌種或

是價格低廉，品質不穩定之產品。因此為解決產業問題及符合產業技術發展趨勢，

跨領域進行動物飼料添加物產學合作，執行保育猪、蛋雞與肉雞的生長相關特性

試驗，其中，蛋殼品質、換肉率與免疫力等多項結果皆顯示 Ba-BPD1 菌株開發為

動物飼料添加物確實具有競爭力，足以與日本知名產品-可速必寧（Calsporin®），

互相抗衡甚至超越，技轉後預計可逐年建立臺灣的本土優勢品牌，進行世界性的

行銷。本土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Ba-BPD1 菌株，農委會藥毒所經委託智財公司詳細

進行專利蒐尋和佈局，已獲得中華民國與中國大陸等 2 個發明專利。若一種微生

物具有生產多種酵素的能力但只能應用於一種領域，此微生物的經濟效益比其他

具有產生多種酵素的能力及應用於多種領域的微生物低。Ba-BPD1 施用範圍從生

物農藥與微生物肥料，擴大至雞、猪的飼料添加物，甚至應用於水產養殖與農業

廢棄物再利用，單一菌種的多元發展，開闢更多發展方向。 

 

*：報告人及聯絡人 

聯絡人服務單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聯絡人 E-mail：hsiehf@tactri.gov.tw 

聯絡人電話 04-23302101 ext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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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謝玉貞 簡介 

現職：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公害防治組   

約聘僱研究助理 

主要學歷：國立中興大學 獸醫學研究所 碩士、博士 

主要經歷：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公害防治組  

約聘僱研究助理 (2004/06/21-至今) 

專長：植物保護、微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分子選殖學、生理解剖學。 

學會會員：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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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牛筋草之微生物除草劑開發與應用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mycoherbicide for control  

of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林芳妘、謝玉貞*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公害防治組 

 

Lin, F. Y. and Hsieh, Y. C.* 

Plant Toxicology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chung, Taiwan  

 
牛筋草(Eleusine indica (L.) Gaertn.)，屬禾本科一年生的草本植物，性喜溫暖，

耐乾旱，因根系發達不易拔除，主要以種子繁殖，全年皆可萌芽開花，生長擴散

非常迅速，具有適應性及繁殖力強之特點，廣泛遍佈於台灣各個地區。目前，牛

筋草植物已被全世界列為侵入性雜草地方有歐洲，亞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加勒

比海地區和許多太平洋島嶼幾個國家。過去主要利用化學除草劑防治牛筋草，不

論施用非選擇性或禾本科選擇性除草劑，都有相當不錯的成效，但近幾年牛筋草

開始出現對部分除草劑產生耐藥性的案例，包括嘉磷塞(年年春)、伏寄普、甲基合

氯氟、西殺草、固殺草…等，需使用推薦劑量的數倍才能抑制抗性牛筋草的生長。

然而，隨著台灣長期施用除草劑的習慣，牛筋草對嘉磷塞及多種禾草藥劑，已有

產生耐藥性或抗藥性。故本研究利用微生物除草劑解決化學除草劑防治所衍生抗

藥性牛筋草產生之問題，自罹病牛筋草分離得到真菌 Bipolaris sp.，進行微生物除

草劑開發與應用之研究。在實驗室及溫室完成病原菌培養及病原性測定，經由在

溫度 25～28℃條件下，固體或液體培養製程的 Bipolaris sp.菌株，孢子可穩定且快

速生長。在至少 1 x105 spores/ml 的孢子濃度處理下，接種後第三天即可發現牛筋

草植株呈現發病病徵，觀察至 14 天其植株致病率可達 60％以上，定期間隔時間重

複區域噴灑，其防治率可達至 80％以上，結果顯示，此真菌菌株對牛筋草有較強

致病性。在寄主範圍專一性測試 36 科 170 種植物其結果不具明顯致病性，表示對

非目標植物安全性高，且在動物毒理試驗結果顯示不具口與肺急毒性及致病性，

故此菌株具有進一步開發成為微生物製劑防治牛筋草潛力工具之一。 

 
*為報告人：謝玉貞 

**為聯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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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 E-mail：ych@tactri.gov.tw 

聯絡人電話 04-23302101 ext.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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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何明勳 簡介 
 

現職：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農藥化學組 研究員兼組長 

 

主要學歷：國立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博士 

國立中興大學土壤學研究所碩士 

國立中興大學土壤學系學士 

 

主要經歷： 

1.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農藥化學組 研究員兼組長 

2.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農藥化學組 副研究員 

3.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農藥化學組 助理研究員 

4.台灣省政府農林廳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農藥化學系 助理 

 

專長：農藥化學、儀器分析、農藥劑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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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植物保護資材商品化研發成果 

Commercialization improvement and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natural plant protection products 

 

何明勳* 

農藥藥物毒物試驗所  農藥化學組 

 

Ho, Ming-Hsun*  

Pesticide Chemical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chung, Taiwan  

 

為確保農業生產安全，減少化學農藥危害，促進安全植物保護產業之發展，利

用高安全性之天然植物保護資材替代高毒性及環境不友善之化學藥劑，為世界

之潮流，惟，此類資材因成分複雜、鑑別困難或效果緩慢等因素，不易為市場

接受，且因研發未能整合，而致符合管理法規並完成登記上市者寥寥可數，為

加速此類產品之合理有效使用及合法商品化，亟待補強以下關鍵缺口：1.成分

及品質保證技術有待開發：天然植物保護資材具高安全性與環境相容性，但因

組成及作用機制欠明確 ，無法保證品質及商品化。2.欠缺適當可用資材，危

及有機農業發展：為促進有機農業發展，急需有機可用植物保護資材，以確保

有機農業之生產，天然植物保護資材雖為有機可用植物保護資材，因欠缺基本

測試評估資料而無法登記及商品化量產。3.健全農藥管理：補強｢不列管農藥｣

及｢生物性農藥｣之管理缺口，以及減少化學劇毒農藥之使用，以確保農產品安

全，急需加速高安全性天然植物保護資材之商品化。4.提高市場接受度：高安

全性天然植物保護資材之施用效果較傳統化學藥劑緩慢，不易為農民接受，單

品使用無法完全取代化學藥劑，開發適當複配配方及整合式施用方法，可提高

施用效率，有效降低化學農藥用量。5.欠缺完整安全性評估及產品鑑別資料：

相關毒理及理化性試驗報告不全，造成登記上市障礙。 

天然植物保護資材商品化計畫協助檢討天然及生化植物保護資材個案提審所

需資料，加速取得農藥登記許可。預計可開發高安全性之天然植物保護資材每

年 3 種以上，可技轉或授權業者技術創新，扶植產業振興，奠定生化製劑及新

藥研發基礎，扶植國內植物保護產業發展。所需工作包括產品成分之鑑別及品

質保證技術之建置，如指標成分之鑑定與分析方法之標準化、成分穩定之製程

與品質規格之建立；產品特性之 GLP 理化性試驗報告，包括物理狀態、顏色、

氣味、酸鹼值、密度(比重)、黏度、燃燒性、爆炸性、腐蝕性及貯存安定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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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費洛蒙應用技術之評價與藥效資料之製備；綜合評估產品安全性，完成所需

之毒理試驗及蜜蜂危害評估。預計自滾動式候選名單中排列優先順序，篩選天

然資材產品，完成所需之鑑定報告、理化性試驗報告、毒理試驗報告，以供技

轉或授權，加速商品化及登記上市。 

 

*：報告人及聯絡人 

聯絡人服務單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聯絡人 E-mail: homhpcd@tactri.gov.tw 

聯絡人電話 04-23302101 ext.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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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石憲宗 簡介 

現職：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 副研究員 

主要學歷：國立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博士 

主要經歷：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動物學門 楊曼妙博士國科會計畫

專任助理 

專長：昆蟲形態學、昆蟲分類學、昆蟲行為學、作物蟲媒原

核生物病原之媒介昆蟲 (含監測與整合防治技術之研

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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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隔農作物刺吸式害蟲取食之礦物資材商品開發與應用 

Product development of TK99 suspension concentrate for repelling 
piercing-sucking insect pests on crops 

 

石憲宗*, **, 1 李啟陽 1 何明勳 2 楊舜臣 3 姚銘輝 4 黃維廷 5 陳祈男 6 周桃美 1  

高靜華 1 林宗俊 7 

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 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

試驗所； 3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秘書室； 4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

所農業工程組； 5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農業化學組； 6 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園藝系； 7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植物病

理組 

 

Hsien-Tzung Shih*, **,1  Chi-Yang Lee1 Ming-Hsun Ho2 Shen-Chen Yang3 Ming-Hwi 

Yao4 Wei-Tin Huang5 Chi-Nan Chen6 Tao-Mei Chou1 Ching-hua Kao1  

Tsung-Chun Lin7 
*, **, 1 Applied Zoology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wan, R.O.C. 
2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wan, R.O.C. 
3 Secretariat Office,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wan, R.O.C. 
4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wan, R.O.C. 
5 Agricultural Chemistry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wan, R.O.C. 
6 Chiayi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Branch,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wan, R.O.C. 
7 Plant Pathology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wan, R.O.C. 
 

摘要 

葉蟬、飛蝨、薊馬、粉蝨、木蝨與蟎類等刺吸式口器有害動物，其取食過程

除可造成農作物產量與品質降低，且其所傳播之植物病毒或植物病原原核生物並

無藥劑可資防治，常造成產業重大經濟損失。對於此類有害動物整合管理所使用

的化學、物理、生物及耕作等防治方法，化學防治法仍是最有效的防治手段，但

不合理使用農藥或未具用藥知識，除促使此類害物容易產生抗藥性，也會造成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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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與農藥殘留超過安全容許量等負面問題，國外資料顯示約有 540 種害蟲已

對合成殺蟲劑產生不同程度的抗藥性。 

物理防治方法與有害動物整合管理的其他防治方法，具有高度親和性。有鑑

於此，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以刺吸式口器害蟲 (蟎) 為防治目標，尋找可有效阻

隔此類害物吸食作物組織汁液，且兼具適用於高溫多雨氣候環境的礦物源資材，

以大幅降低農藥施用次數，自民國 99 年開始研發代號 TK99 的礦物源資材。本

研究於 99~102 年期間，從事 TK99 對檬果、桃樹、長豇豆、梨樹、葡萄、火龍果、

茄子、印度棗、文旦、檸檬、茂谷、水稻等作物的最佳濃度試驗，作為調整配方

與製程的依據，並分析各作物間的共通適用濃度範圍，其後再針對各類作物不同

害物的防治適期、施用頻度與果實著色等課題，進行系列試驗，以作為日後田間

完全試驗設計書的參考。以柑橘為例，自 102 年 6 月上旬至 9 月下旬，於雲林

縣進行茂谷柑花期至果實發育期間的 TK99 田間試驗，期間歷經 7 月 11~13 日之

強颱蘇力颱風、8 月 20~22 日之輕颱潭美颱風、8 月 27~29 日之輕颱康芮颱風與 9

月 19~22 日之強颱天兔颱風，顯示不同濃度之 TK99，在極端氣候發生期間的總施

用次數為 4~8 次，而農友所施用之碳酸鈣高達 10 次，顯示 TK99 資材確實具有

延緩雨水沖刷的潛力，若能優化製程與精進配方，將能有效降低施用次數與施用

濃度，降低成本與提升效益。為此，本研究參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防檢領域 

103~104 年度之「天然植物保護資材商品化研發及有效運用計畫」，與農業藥物毒

物試驗所合作確立優化製程與穩定保存配方，以 104 年於台中市東勢區所進行之 

TK99 阻隔薊馬為害椪柑幼果期的三場田間完全試驗為例，自 3 月 30 日至 7 月 

3 日間，共施用 3 次，其中 5 月 20 日至 6 月下旬為梅雨期，結果顯示施用 

2.5% 與 5% TK99  SC 之薊馬危害椪柑幼果的比率相近，較施用 1% 之果實受

害率低 4.2~5.3 倍，較施用化學藥劑之果實受害率低 2.9~3.7 倍。以上可知優化 

TK99 製程後，確實可將有效防治濃度降低，有利降低生產成本。總結 TK99 資

材製品特性如下，(1) 經藥試所分析，本製品並無重金屬成份，矽含量亦低於 1%；

(2) 90% 之礦物顆粒徑達 20~40µm，懸浮效果佳；(3)保存期限可達 2 年。至於 

TK99 的作物保護功能，包括 (1) 於植物表面形成薄膜後，具有包覆保護組織與

延緩雨水沖刷效果；(2) 不具殺蟲效果，但可阻隔刺吸式口器有害動物取食作物汁

液；(3) 適當濃度不會影響光合作用與呼吸作用，亦不影響開花授粉；(4) 可預防

果實日曬。 

本研究顯示 TK99 防治效果不亞於化學藥劑，此礦物源資材屬於物理防治，

除適用於熱帶及亞熱帶高溫多濕與連續天雨的農業氣候環境，因本資材免作藥劑

殘留量分析，相對於化學農藥，屬於高度安全之農藥資材，未來亦可應用於有機

農業之作物病蟲害管理，同時也可進行境外銷售的布局。因此，本資材商品化之

後，將可投入兼具作物健康管理、環境生態友善與食品安全特色的永續農業生產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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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報告人 
**為連絡人 

聯絡人服務單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 

聯絡人 E-mail：htshih@tari.gov.tw 

聯絡人電話：04-2331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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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洪巧珍 簡介 

現職：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生物藥劑組  副研究員

1999/07- 

主要學歷：國立中興大學昆蟲學研究所 博士 

主要經歷： 

1.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生物藥劑組 副研究員 1999/07- 

2. 臺灣省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生物製劑系 助理研究員 1985/01- 

3.臺灣植物保護中心 昆蟲組 計畫助理 1982/7- 

 

專長： 

生物農藥（昆蟲費洛蒙、化學傳訊素）、植物保護、昆蟲學。 

 

學會會員： 

台灣昆蟲學會、中華植物保護學會、中華永續農業協會、中華農藥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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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性費洛蒙之商品開發與應用 

Commercialization improvement and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Insect sex pheromone 

 
洪巧珍*, **、王文龍、吳昭儀、張志弘 

農委會農藥藥物毒物試驗所  生物藥劑組 

 

Hung, C. C.*, **, Wang, W. L., Wu, C. Y. and Chang, C. H. 

Biopesticides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chung, Taiwan  

 
昆蟲性費洛蒙為昆蟲為了繁衍子代而分泌氣味，誘引異性前來交尾。其在害蟲防

治上的應用，有監測及偵測(Monitoring /detection)、大量誘殺(Mass trapping, MT)

及交配干擾法(Mating disruption, MD)等三種技術。至目前為止，本所已開發 20 種

害蟲性費洛蒙誘餌及 1 種性費洛蒙交配干擾劑，包括小菜蛾(Plutella xylostella)、

花姬捲葉蛾 (Cydia notanthes)、桃折心蟲 (Grapholita molesta)/粗腳姬捲葉蛾

(Cryptophlebia ombrodelta)、斜紋夜蛾(Spodoptera litura)、甜菜夜蛾(Spodoptera 

exigua)、番茄夜蛾(Helicoverpa armigera)、甘藷蟻象(Cylas formicarius)、茶姬捲葉

蛾(Adoxophyes sp.)、亞洲玉米螟(Ostrinia furnacalis)、黑角舞蛾(Lymantria xylina)、

小白紋毒蛾(Orgyia postica)、甘蔗條螟(Chilo sacchariphagus)、水稻二化螟(Chilo 

suppressalis)、豆莢斑螟(Etiella behrii)、粉斑螟蛾(Cadra cautella)、印度榖蛾(Plodia 

interpuctella )、荔枝細蛾(Conopomorpha sinensis)、柑橘粉介殼蟲(Planococcus 

citri)、番石榴粉介殼蟲(Planococcus minor)等性費洛蒙誘餌；以及花姬捲葉蛾橡皮

帽交配干擾劑，對花姬捲葉蛾、桃折心蟲、粗腳姬捲葉蛾均具有交配干擾作用。

昆蟲性費洛蒙在我國農藥管理法規，歸屬於生物農藥中的生化農藥。依據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102年11月8日「農藥理化性及毒理試驗準則」第三條 農藥理化性試驗

項目修正草案對照表的 二、(三)項指出生化製劑係指源自天然產物，具明確化學

結構，非以直接毒殺害物為防治機制之製劑。其理化性試驗項目與有機化學製劑

之規定相同。依據其準則第三條 農藥毒理試驗項目修正草案對照表的二、(三)項

指出費洛蒙使用時，定置於釋放裝置(affixed dispensers)内而未直接接觸作物，預期

對人類健康無風險性及對環境無不良影響者，得免提供毒理與殘留試驗資料；屬

於特性明確且與已登記為同一化學結構群者 (如Straight chain Lepidopteran 

pheromone, SCLPs)，得免提供原體毒理試驗資料，而年使用量超過 375 g/ha 時需

提供之毒理試驗項目。關於昆蟲性費洛蒙田間試驗，進行其確效試驗，再輔以相

關佐證資料；由於大部屬未核准登記有效成分，需於國內辦理三場次田間試驗。

為加速昆蟲性費洛蒙誘餌產品上市，本所藉由「天然植物保護資材商品化研發及



 -45-

有效應用」及「植物保護微生物製劑暨性費洛蒙資材之開發及其商品化」等計畫，

進行昆蟲性費洛蒙誘餌登記上市所需資料的收集及試驗，期能加速昆蟲性費洛蒙

誘餌產品商品化。目前已進行小菜蛾、花姬捲葉蛾、荔枝細蛾、番石榴粉介殼蟲、

柑橘粉介殼蟲、甘藷蟻象、斜紋夜蛾、甜菜夜蛾等害蟲性費洛蒙誘餌登記所需理

化試驗及田間藥效試驗，其中小菜蛾性費洛蒙登記資料技轉中。昆蟲性費洛蒙誘

餌主要使用於監測/偵測、大量誘殺。使用昆蟲性費洛蒙，微量即有效。利用性費

洛蒙大量誘殺綜合防治害蟲，每公頃每年使用量如甘藷蟻象約 480 mg、斜紋夜蛾

約 60~600 mg、小菜蛾約 144~400 mg、茶姬捲葉蛾約 40~320 mg等。不會超過 375  

g/ha/year的用量，且害蟲性費洛蒙誘餌使用時均置於誘蟲器內使用，因此，免毒理

資料。本所化學傳訊素實驗室將陸續開發重要害蟲費洛蒙製劑，並在本所同仁的

協助下，陸續完成昆蟲費洛蒙產品登記上市資料，包括理化資料與田間藥效試驗。

技轉廠商，讓使用者在取得昆蟲費洛蒙的產品資材上更加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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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毒物試驗所 

聯絡人 E-mail：hccjane@tactri.gov.tw 

聯絡人電話 04-23302101ext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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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陳俊位 簡介 

現職：行政院農委會臺中區農業改良場  副研究員 2009/11/09- 

主要學歷：國立中興大學植物病理學研究所 博士 

主要經歷： 

1.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良場 助理研究員  

1996/05/01-2009/11/09 

2.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良繁殖場  助理 

  1990/05/29-1996/04/30 
 

專長： 

植物病理學、促進植物生長微生物群之篩選與應用技術開發、植物抗

病機制之探討、植物保護技術及製劑之研發、種苗病害防治技術之研

究、功能性微生物製劑及生物性堆肥產品之開發與應用。 

學會會員： 

中華植物病理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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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丁聚醣之商品開發與應用 

Development and Preparation Chitosan-mix Agent for Control Powder 
Mildew Disease of Cucurbitaceae 

陳俊位 1*、鄧雅靜 2、蔡宜峯 1 

1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  作物環境課 2 朝陽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學院 

 

Chen, C. W.*、Teng, Y. C. and Tsai, Y. F. 
1Crop Environment Section, Taich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Changhua, Taiwan  
2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chung, Taiwan 

 
甲殼素在農作物栽培上，利用其抑菌性，可促進植物生長、活化植物免疫力、增

加抗病能力，間接達成防治病蟲害的效果，在使用實務上可用葉面噴灑、種子浸

泡或混入土壤等方式來達成其作用，是一種純天然的病蟲害抑制劑。也可添加在

飼料中，增強牲畜的健康，亦可作為有機肥料的添加劑，提昇其效能。甲殼質在

地球上蘊藏量非常豐富，舉凡蝦、蟹、昆蟲、蟑螂等甲類動物及磨菇等植物皆含

有甲殼質，但在製造實務上，主要係以蟹腳或蝦殼為原料。甲殼質在製造過程中

首先係製成甲殼素(即chitin)，甲殼中除含有甲殼素外，尚有碳酸鈣及脂肪、蛋白

質、色素等物質，故在製程中，一般以弱酸去除碳酸鈣、以弱鹼去除蛋白質及脂

肪，之後再日曬或藥劑脫色，烘乾後即獲得接近白色之甲殼素(Chitin)，由於甲殼

素並不溶於水，也不溶於弱酸或弱鹼，故在應用上限制較多。將甲殼素再以濃鹼

在高溫下浸煮一段時間後，即產生脫乙醯作用，經過脫乙醯化以後的產品，即稱

為甲聚醣或幾丁聚醣(chitosan)。甲聚醣不溶於水，但可溶於稀醋酸、鹽酸、乳酸

等有機酸中，以一般食用米醋或白醋亦可輕易溶解，故可開發做為各類用途。但

前述相關處理皆需用大量化學強酸鹼藥劑處理，所造成廢水廢料問題除安全問題

外亦造成環境污染，而製造過程中大量原料的損耗亦是一大問題。 

本研究利用微生物分解方式處理甲殼質，藉由微生物醱酵作用系統先分解碳酸

鈣、蛋白質及脂肪，再利用該系統產生具作用活性效果的幾丁聚醣合劑，除可減

少製程材料的損耗外並且可減少環境污染。幾丁聚醣合劑製備後靜置，隨置放時

間增加，其內微生物數量隨之減少，7 個月後部份製劑其內微生物含量為 0。以濾

紙法測試各製劑有無抑菌之代謝物質，測試後發現其內含之代謝物質無法抑制真

菌、酵母菌與細菌之生長。將立枯絲核菌菌絲塊切取 5mm 大小後浸泡到各甲殼素

合劑內，30 分鐘後取出置於 PDA 平板，以觀察其抑菌效果，各處理皆可抑制立枯

絲核菌菌絲之生長，消毒與未消毒滅菌處理皆俱抑菌生長效果。結果顯示本研究

所開發的幾丁聚醣合劑抑菌作用和所添加菌種與醱酵代謝產物無關，而與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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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幾丁聚醣有關，且可應用在植物病害防治上使用。為了解其防治病害種類與效

果，後續試驗即針對瓜類白粉病進行測試。 

白粉病的嚴重性早為吾人所熟知，尤其以連續採收型作物更為嚴重。在防治上，

硫磺粉一直沿用到近代，直到有機硫磺、二硝酚類的發明才有比較可靠的防治效

果，然而這類藥劑多只有保護效果，且易造成藥斑，降低農產品品質，並有動物

毒性的顧慮。二次戰後免賴得系或麥角醇抑制劑系藥劑的發明使得這類病害的防

治，有近乎完美的效果，它們作用位置專一，在寄主內系統移行且使用劑量極低，

兼具保護及治療的效果，在全世界廣受歡迎；唯一缺點，便是極易產生抗藥性。

鑑於化學防治所造成的抗藥性及病害再猖獗問題，除抗病育種外，世界各國均以

各種非農藥防治法來防治本病。以色列以白粉病的寄生菌(超寄生)來防治設施內的

白粉病。法國則以矽化物來增加植物抗病性。另外中國大陸則以烷醇高分子薄膜

來防止白粉菌之侵染。我國近年來以光動物質-核胺光動素作為防治手段，也得到

相當的成果，甫近，利用石灰硫磺合劑、乳化之植物食用油（葵無露）、重碳酸鹽

（80%碳酸氫鉀）、枯草桿菌等有機資材，對白粉病亦有防治效果，然仍有不足部

份，近年來國內有機農業的推廣，遂更需要有效的防治資材。 

在白粉病的防治上，化學藥劑防治一直是農友所倚賴的防治方法，但相關藥劑普

遍有形成藥斑、降低農產品品質、動物毒性顧慮及抗藥性產生等問題，現今世界

各國均研發各種非農藥防治法來防治本病。本研究利用所研發的幾丁聚醣合劑來

降低設施栽培內洋香瓜白粉病之危害，並以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 TCB102-B7、TCB9407、WG6-14、枯草桿菌(B. subtilis )TKS-1

等菌株及木黴菌(Trichoderma asperelloides TCTr668)結合幾丁聚醣合劑進行防治試

驗，另以 10.5%平克座水基乳劑為對照藥劑。田間試驗結果發現，在發病初期，單

獨施用各供試菌株與平克座皆無法有效防治白粉病，添加展著劑施用後則以幾丁

聚醣合劑(TCT-LC)防治效果最佳，防治率可達 98%，且效果可維持 3~4 周。各供

試菌株與幾丁聚醣合劑混合施用後，可有效降低洋香瓜白粉病之危害，發病率可

由 90%降至 10~30%，分析葉片上液化澱粉芽孢桿菌與枯草桿菌菌量發現，混合幾

丁聚醣合劑(TCT-LC)處理者其菌量比未混合者高 1~3×102cfu/ml。於洋香瓜白粉病

發生嚴重時以葵無露、可濕性硫磺、平克座、80%碳酸氫鉀、水及甲殼素合劑施用

於葉片上，以葵無露防治效果最佳，其次為幾丁聚醣合劑，其餘處理則皆無法有

效控制洋香瓜白粉病菌之危害，部份藥劑則對植株葉片及新稍造成藥害。由結果

顯示，在洋香瓜白粉病發病初期施用幾丁聚醣合劑可有效控制白粉病菌危害。本

研究所開發的幾丁聚醣合劑擴大施用範圍測試，在胡瓜、南瓜及茄科作物的白粉

病及多種作物的露菌病防治皆有效果，未來相關產品登記上市後將極具市場潛力 

 
*為報告人及聯絡人 

聯絡人服務單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良場 

聯絡人 E-mail：chencwol@tdais.gov.tw    聯絡人電話：04-8523101ext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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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用微生物製劑商品化之發展策略與展望 

The strategies and future prospects for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icrobial agents 

 

林秀芬* 

農業科技研究院  植物科技研究所 

 

Lin, H. F.*  

Plant Technology Laboratorie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Hsinchu, 

Taiwan  

 

全球環境保護意識日漸增高，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的關注愈加密切，為

減少化學農藥之殘留及維護農業生態的永續經營，發展農用微生物製劑已是

全球性的重要趨勢。根據市場研究機構 BCC Research 之 2014 報告預估 2018

年全球微生物農藥產值可達 4.9 億美金(156 億新台幣)，全球微生物肥料產值

則可達 15 億美金(480 億新台幣)，2013 至 2018 年全球微生物農藥與微生物

肥料之複合成長率分別為 6.5 %與 5.0 %。2014 年台灣生物農藥與生物肥料

產值初估分別約為 5.5 億新台幣及新台幣 7.1 億元。目前台灣已登記生物農

藥有 43 個產品，其中屬於微生物農藥佔大多數，分別為 24 個蘇力菌、1 個

核多角體病毒、9 個枯草桿菌、1 個純白鏈黴菌素、1 個綠木黴菌共計 36 個

產品；微生物肥料有 17 個產品，分別為 16 個溶磷菌肥料及 1 個叢枝菌根菌

肥料。 

微生物製劑開發成商品化時常遭遇到的技術性瓶頸例如量產技

術、劑型配方與儲架壽命等有待克服外，產業化和國際化問題如商品化時程

較長、智財保護效益差、農民未完全習慣生物製劑之使用，及國際相關法規

蒐集困難，海外市場推動不易，如何縮短商品化與登記之時程是未來推動此

產業發展的重要考量因子，故其發展策略建議可朝以下幾點來進行，(1)加速

完備與簡化農用微生物製劑登記及產品效能驗證系統：例如修訂微生物肥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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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安全菌種種類、增列微生物肥料品目及其功效性與安全性評估相關的標準

流程及查驗登記，如促進植物生長品目之功效性指標，協助加速成果商品

化。(2)菌種篩選：可朝篩選抗逆境之微生物菌種、真菌性微生物殺蟲劑菌種、

利用基因轉殖技術提高微生物功效，開發以防治薊馬、粉蝨、蟎類、露菌病、

銹病、疫病及白粉病等經濟損害與抗藥性高之病蟲害為主。(3)穩定具再現性

之產製方法與技術：以廉價培養基質生產高效能之發酵產物，降低生產成

本。(4)強化配方與劑型開發：可結合材料或化學相關人才資源，整合開發出

高活性且能放置於室溫儲架壽命長之劑型，或是緩效性劑型以延長藥效。(5)

多功能混合性微生物製劑：篩選與化學農藥具協力作用之微生物製劑。(6)

發展綜合產品應用組合之栽培管理：以作物病蟲害綜合管理(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簡稱 IPM)策略做為農業栽培模式，及建立完善的作物病蟲害

綜合管理供農民查詢與使用；尤其是針對豆菜類、生食蔬菜之農藥殘留高風

險作物與連續採收作物應改搭配施用微生物製劑。(7)農民教育訓練：加強教

育及宣導農民對微生物製劑的正確使用，以達微生物製劑商品化普及與應

用。(8)推動國內認證體系國際化：建構與培訓符合 GLP 規範操作之國際公

信力認證量能，以協助業者齊備登記審查文件與國際接軌，以利開拓國際市

場。(9)推動產業國際化發展：輔導國內業者積極參加國際生技展，結合公私

法人駐外單位能量，吸取國際發展趨勢，拓展國際通路。 

因臺灣本土市場有限，必然不足以支撐其產業發展的空間，台灣

農業要永續發展則國際化是必要的條件。目前經農委會的大力支持

下，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正積極建構產業化推動能量，提供產業

所需之委託服務，包含先導量產、GLP 毒理試驗及製備國內外商品化

登記文件。目前政府也很積極把台灣農用生物製劑打入國際市場，農

委會國際處陳建斌處長於 2015 年 10 月初至新加坡參加亞洲生產力組織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簡稱 APO)年度大會上，成功的爭取到

19 個會員國的同意，在 2016 年開始的連續 5 個年度，每年都在台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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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生物農藥及生物肥料國際論壇」，此 5 年計畫在 APO 是史上首例，

亦是台灣未來在制訂產品規格及技術標準上能成為領導國的一大利

基。 

*：報告人及聯絡人 

聯絡人服務單位：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植物科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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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蘇力菌研發成果回顧與研發經驗分享 

Review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digenous Bacillus 
thuringiensis in Taiwan 

 

曾經洲* 

農藥藥物毒物試驗所  生物藥劑組 

 

Tzeng, C. C.*  

Biopesticide Division,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aichung, Taiwan  

 

為發展安全農業，生產高品質農產品，除了維持農作物生產效率外，消費者的健

康以及環境的永續，更是關注的焦點。在防治病蟲害的非化學防治方法上，微生

物性農藥常是被優先考慮的資材，其中蘇力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就是病蟲

害綜合防治之良好資材，不僅可以防治鱗翅目害蟲，也可降低病害的發生，還可

促進作物生長。蘇力菌微生物農藥，適合安全栽培使用，農產品優質、無殘毒，

而且又不污染、不破壞生態環境。全球生物性農藥產值中蘇力菌類佔主要，每年

約 15%成長。 

臺灣的蘇力菌與其他生物一樣，因地理、氣候等因素，具有特別高的生物多樣性，

藥毒所多年來，採集全台樣品，進行菌株分離，多層次的殺蟲基因型式鑑定，及

生物活性檢定，從事發掘具有開發價值之本土性蘇力菌菌株，及新穎殺蟲基因，

已蒐集分離鑑定超過二千株以上。本土蘇力菌菌株，大部分帶有異於進口蘇力菌

之複雜的 cry 型基因組合，並且其中許多菌株，在生物活性上甚至更優於外來菌

株，值得開發利用。 

選擇殺蟲活性優秀之庫斯蘇力菌 E911 菌株，從事完全產品化開發，製備整套的

菌種鑑定、生物特性資料、產製過程、動物毒理及理化性、品質管制、田間效果

試驗等技術資料與試驗報告等文件，開發為本土之蘇力菌產品。2006 年本所開

發完成，技術移轉福壽實業公司，繼續完成產業化開發，並成功完成註冊登記，

2011 年獲得農藥原體及成品製造登記證。 

庫斯蘇力菌 E911 菌株所含特殊殺蟲結晶毒蛋白（cry 型）基因組成，具全球絶對

新穎性，相較於常見的蘇力菌產品菌株，此基因組成所表現對小菜蛾、紋白蝶、

擬尺蠖、螟蛾、毒蛾等多種鱗目昆蟲的良好殺蟲效果，符合了進步性，在生產製

造與使用上，也符合了產業利用性的要求，共獲得我國、美國及中國的發明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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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治夜蛾科害蟲之蘇力菌開發上，本土鮎澤蘇力菌(Bt aizawai)A-603 菌株特殊的

cry 型基因組成，亦獲得我國、美國及中國發明專利。 

2008 年本所接續開發一株分離自植物葉表，可兼防治小菜蛾、擬尺蠖、紋白蝶及

甜菜夜蛾、斜紋夜蛾科害蟲之本土鮎澤蘇力菌 Ab12。在完成篩菌、菌種品系鑑定、

生物特性研究等基礎研究後，申請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進行先導量產製劑及試

驗先期藥效、動物毒理及開發品管技術，2014 年技術福壽公司，接續進行工廠量

產與製劑。 

另外，本所曾經從本土蘇力菌菌株選殖殺蟲毒蛋白基因，殖入其他蘇力菌表現殺

蟲活性，亦曾與中興大學分生所合作，研究蘇力菌殺蟲基因轉殖草生軟腐菌，產

生既可殺蟲，又可抗菌，同時延長藥效之微生物。 

在蘇力菌的研究中，我們也進一步證實蘇力菌除了可以殺蟲、促進植物生長、抑
制病害發生外，尚有協助肥料利用及減緩鹽分逆境等多項功能，提升作物健康、
品質及增加產量。 

微生物農藥商品化、產業化，需整合「農藥登記管理」、「安全評估」、「田間

應用」、「農藥製劑」、「毒理及理化性試驗」、「品質規格與檢驗鑑定」及「生

物科技」等領域專長，依法規要求及產業需求，建構各項技術能力及試驗研究報

告，將技術及管理導入產業應用。商品化需達成：1.建構符合經濟量產規模之創

新性發酵培養等商業化量產技術；2.開發具商品化價值、足夠貯架壽命之製劑配

方及規格；3.執行符合優良試驗操作規範(GLP)之毒理、理化性試驗；4.進行 EUP

田間試驗，依產品特性建立正確及合理使用方法；5.建立品質管制及安全管理技

術，包括標準化檢驗鑑定方法、有效指標成分之生物或化學檢驗方法、亦包括毒

素、代謝物、污染物等檢驗鑑定方法；6.註冊登記資料之製備與國際登記之準備。 

 

*：報告人及聯絡人 

聯絡人服務單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聯絡人 E-mail: cctzeng@tactri.gov.tw 

聯絡人電話 04-23302101 ext.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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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蘇力菌產品的國內登記與推廣經驗分享 

The product registration and promotion for biopesticide agents of 
locally isolated Bacillus thuringiensis strains in Taiwan  

張忠賀*、陳德浩** 

福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農業資材事業部 

 

Chang, C. H.* and Chen, T. H.** 

Agriculture Resource Department, Fwusow Industry CO.,LTD. Taichung, Taiwan  

 

福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基於提供全民健康安全的食糧使命感，陸續導入農業科技

應用及推動創新營運模式作法，對於農業資材的上、中、下游產業，提供健康安

全的商品與服務。導入之科技項目均以符合本公司發展綠色產業的願景為主軸，

並鎖定有機農業資材之有機質肥料、生物農藥及微生物肥料為重點發展領域。 

本公司生物農藥研發起始於西元 1998 年，以業界合作先期參與方式與食品工業發

展研究所菌種保存中心合作開發經濟部科技專案計畫-產業用菌種之收集鑑定及開

發應用五年計畫，並直接以複方微生物肥料為專題，目的為開發兼具生物肥料之

促進作物生長與生物農藥之拮抗植物病原菌多功能之農業生物製劑產品。本項產

品為內含螢光假單孢菌及木黴菌，劑型為可濕性粉劑，2005 年通過口服急毒性/致

病性及肺急毒性 /致病性毒理試驗，並於 2007 年取得國內發明專利證書號

I290457，發明標的為一種複方微生物製劑組成物及其用途。本公司 2005 年獲選參

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研提之本土蘇力菌商品發酵產程與製劑

開發產學合作計畫，進行指標性生物性殺蟲劑產品開發。為落實農業生技生物農

藥等植物保護劑產品研究發展與量產，本公司鹿港生技肥料廠於 2004 年 12 月依

據農藥工廠設廠標準進行相關設施規劃與申請工廠變更登記，擬於現行產業類別

化學材料製造業，增列化學製品製造業；產品名稱於現行基本化學材料，增列藥

品項生物農藥產品，積極開發符合適用安全農業與有機農業之生物農藥產品。希

望藉由合法化之設廠登記，取得產品合法之商品登記，以利將來市場行銷之運作，

並成為相關產業之標的。共經歷三次會勘後審核通過，於 2007 年 2 月 12 日核發

生物農藥工廠設立許可登記，增列化學製品業生物農藥類，產品項目為螢光假單

孢菌粉劑、木黴菌粉劑及蘇力菌粉劑三項。2006 年並引進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

技計畫第三期研發項目之成果-本土蘇力菌 E-911 菌株註冊登記資料，並結合農業

藥物毒物試驗所本土蘇力菌商品發酵產程與製劑開發產學合作計畫，申請經濟部

工業局 2006 年度農業生技產業化技術推廣計畫-本土蘇力菌生物殺蟲劑開發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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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執行目標為建立本土蘇力菌發酵量產製程開發、成品製程技術開發、養蟲室

建立及殺蟲活性分析為主要核心技術，整體計劃推動的時程為 6 年，投入資金達 2

千萬元以上，並於 2011 年取得庫斯蘇力菌 E-911 50000 DBMU/mg 農藥原製字第

0179 號原體農藥許可證和 60%可濕性粉劑 30000 DBMU/mg 農藥製字第 05500 號

成品農藥許可證並通過有機資材驗證，以福壽牌速力寶申請註冊商標及商品名

稱。蘇力菌 E9-11 菌株與市售產品之殺蟲活性比較，結果顯示不論在小菜蛾或紋

白蝶，其效果皆優於當期國內市售產品，其中對小菜蛾幼蟲於 24 小時內之致死率

可達 96.7﹪，故具有市場競爭力，除可有效取代國內市場外，並積極規劃海外通

路以增加產品行銷推廣。統計 2014 年度台灣蘇力菌成品農藥銷售量國產成品銷售

5,481KG/L(速力寶銷售 3,887 KG 佔比 70.9%)、進口成品銷售 33,489 KG/L，銷售

量合計 38,970 KG/L，速力寶在國內市場銷售量佔比 9.97%。2014 年速力寶成品農

藥開始試外銷東南亞市場 216 KG，目前尚處於外銷國接洽登記階段銷售量尚未放

大。本項產品推廣建議在安全農業耕作上之最後一次用藥及有機農場使用。在終

端產品使用後意見回饋方面，以詢問產品對夜蛾科害蟲是否有防治效果最多。因

此在 2013~2015 年申請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成果產業化應用與

輔導計畫-本土鮎澤蘇力菌生物殺蟲劑開發計畫，開發更廣效之蘇力菌成品農藥。

完成蘇力菌生物殺蟲劑之開發，對於台灣安全無毒農業的推行有很大助益，對農

業及整體自然環境而言，不僅可減少化學藥劑使用量，減少農藥殘留及環境污染

問題，更可提高農產品品質，提升本國農產品競爭力，進而造福農民。藉由生物

農藥系列產品開發計畫之執行，不僅可增加現有研究人員相關知識與技能，培養

產業自行研究開發相關產品之能力，建立完整之研發管理制度，並可將公司由傳

統產業範疇另闢新徑，藉微生物開發及發酵技術相關領域的發展，導入各不同應

用層面，以促進產業技術升級。 

 
 
 

*為報告人 

**為聯絡人 

聯絡人服務單位：福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農業資材研究處 

聯絡人 E-mail：dhc@fwusow.com.tw 

聯絡人電話 04-7810159ext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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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農藥產品國際化的登記與推廣經驗分享  

Global marketing experience of Biological pesticides 
陳良榮* 

百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理 

 

Bruce Chen* 

CEO of Bion Tech Inc,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Jhunan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國內第一家取得生物農藥工廠及產品登記證的百泰生技公司從 2002 年成立以來，

運用自然界的平衡概念，從土壤的大環境中篩選出有用的微生物，藉由領先的農

業生物技術，透過繁殖、發酵的過程，製造出植物保護劑與動物保健劑兩大領域

的系列產品，特殊的農業製劑技術與一條龍式的研發與生產機制受到國際知名化

學製藥大廠的重視，雙方簽訂合作研發協議書，攜手進軍全球農業市場。 

 百泰生技公司與德商的這項合作計畫為期 4 年，在計畫的加持下，百泰生技的

產品可望快速打進歐、美市場，讓台灣的綠色農業名揚全球。 

 2011 年全球生物農藥產值有 13 億美元，預期 2017 年可達 32 億美元，從 2012

至 2017 年將以複合年成長率 15.8％的比例向上攀升，未來歐洲可望成為生物農藥

發展最快的市場。看好生物農藥市場的發展前景，德商拜耳（Bayer）在 2012 年以

4.25 億美元併購美商 AgraQuest，同年巴斯夫（BASF）也以 10.2 億美元併購 Becker 

Underwood，另一家先正達（Syngenta）則以 1.13 億美元併購 Pasteuria Bioscience，

知名大廠意識到生物農藥具有開發成本低、環保且具有較好的安全性，作用方式

複雜且不易產生抗藥性，且可以補強化學農藥的防治效果，透過併購，擴大產品

在市場的佔有率。 

 在下一波的綠色農業經濟的版圖上搶得有利先機，百泰生技發展出兩大系列的

主力產品，包括專用在植物保護的「台灣寶®」（枯草芽孢桿菌，Bs-Y1336），「安

心寶®」（純白鏈黴菌素，Sc-Y21007）以及動物保健的「 飼壯®」 (枯草桿菌 Bn-02

及乳酸桿菌 L-103)；枯草芽孢桿菌（Bs-Y1336）已取得多國產品許可證，藥效通

過各國的田間試驗，不但可以防治病害，也可以提高作物的收獲量，是國內同類

型產品中唯一取得日本核發上市許可證的商品。 

 另一項主力產品「飼壯®」可作為動物飼料的添加劑，能應用在猪、雞、魚等畜、

水產，也取得四個國家的許可證。 

  百泰公司菌種庫裡有 500 株可以商品化的菌株，未來開發潛力無窮，歡迎有興

趣的廠商，可以共同開發成商品。 

 近年來健康、養生的消費行為受到國人的重視，綠色農業的前景看好。在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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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耕地面積有 80 萬公頃，但現階段由農委會認定栽培有機蔬果的用地只有 6 千公

頃。為建立農業永續的生存環境，保護地球生態，百泰生技建議農友按照規範用

藥，多採用生物製劑，施肥合理化不要過量，降低對食用上的傷害，維護消費者

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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