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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指引－薔薇科果樹葉蟎類

謝再添
壹、目的
做為進行殺蟎劑對薔薇科果樹上葉蟎類之田間藥效評估試驗的調查方
法指引。

貳、適用範圍
一、害物種類包括：神澤氏葉蟎 (Tetranychus kanzawai)、二點葉蟎 (T.
urticae)、山楂葉蟎( T. viennensis)、赤葉蟎(T. cinnabarinus)與紫紅偽葉
蟎(Brevipalpus phoenicis)等葉蟎類之生長期全期。
二、薔薇科果樹種類：梨(Pyrus pyrifolia Nakai)、蘋果(Malus domestica)、枇
杷(Eriobotrya japonica)或桃(Prunus persica)等寄主作物。

參、調查方法
一、害物好發條件：
1. 季節：一年生以上之薔薇科果樹嫩梢及中級展開葉片開始發生，全
年可出現於葡萄園中。
2. 氣候條件：適合薔薇科果樹葉蟎類發生的溫度約為 15-28℃、相對濕
度 50-59%等氣候因子(劉，1987；何＆羅，1979)。
3. 植物生長期：核果類 (Nut fruit) 依生長期調整紀錄害蟎發生數及適
當之初始發生（平均每葉片害蟎發生數達 5 隻）用藥時間。
二、樣本單位：葉片（好棲息於背部）。
三、樣本大小：
（一）小區：
供試區之耕作管理條件必須一致，每小區由不同方位選取至少 25 片
中度展開葉，每次調查至少 2-4 株（2 年生以上果樹）/小區或面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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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小區(EPPO, 1997; 吳等人, 1989;李等人, 1993；劉，1995；李
等人，1996；賴等人，1997；姚等人，2000；姚等人，2001)。
四、調查
（一）破壞性取樣，將葉片離株取樣，攜回實驗室鏡檢標的害蟎（幼、若、
成蟎總數）。
（二）調查方法：
1. 卵：
根據作物生長期，每植株逢機選取 20-25 葉片，計數卵數(羅等人,
1985)。
2. 幼、若蟎及成蟎：
根據為害程度與人力資源，每植株逢機選取 20-25 葉片(EPPO, 1997;
羅等人, 1986；吳等人, 1989;李等人, 1993；劉，1995；李等人，1996；
賴等人，1997；姚等人，2000；姚等人，2001)於害蟎發生初期或薔
薇科果樹葉片上葉蟎密度在 5 隻/ 葉（含卵）以上開始施藥。
（三）調查時間與頻度
1. 決定調查時間與頻度之因子：包括試驗目的、藥劑特性與施藥方法
等，如對蟎生長調節劑或強調殘效之藥劑而言，依據作用特性建議
延長調查時期。
2. 初步評估：初步評估進行於葉蟎發生初期。
3. 施藥前進行第一次調查，施藥後第 3 天、7 天、14 天、21 天與 28 天
各調查一次(EPPO, 1998; 羅等人, 1986；吳等人, 1989;李等人, 1993；
劉，1995；李等人，1996；賴等人，1997；姚等人，2000；姚等人，
2001)。
（四）標的：
計算或估計存活葉蟎卵、幼、若蟎或成蟎數。
五、害物密度/為害情形評估
1. 樣本單位之存活葉蟎之卵、幼、若蟎或成蟎數。
2. 依據樣品區間計數之活蟎或卵數，參考 Henderson formula 計算供試
藥劑之防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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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薔薇科果樹葉蟎類之調查方法彙編
作物
蘋果

害蟎種類 調查對象 調查時期

調查
部位

調查模式

藥效計算公式

二點葉蟎 卵、幼蟎 發生初期 中度 每處理 4 重複，每重複 2 依 Henderson

文獻
吳等人，1978；施，

、若蟎及 。

展開 株（即株數/小區 X 處理 公式計算防治 1980＆羅等人，

成蟎

葉片 數 X 重複數）
，調查每株 率。

1980。

背部 樹冠周圍及中央中齡葉
片 20 枚或 10 枚。

梨

二點葉蟎 卵、幼蟎 發生初期 中度 每處理 5 或 4 重複，每重 依 Henderson

羅等人，1985；吳

、若蟎及 或梨樹葉 展開 複 2 株（即株數/小區 X 公式計算防治 等人，1989。
成蟎

片上葉蟎 葉片 處理數 X 重複數），調查 率。
密度達 5 背部 每株樹冠周圍及中央中
隻/葉以

齡葉片 20 枚或 25 枚。

上時。
梨

二點葉蟎 卵、幼蟎 發生初期 中度 每處理 4 重複，每重複 1 依 Henderson

李等人，1993。

、若蟎及 或梨樹葉 展開 株（即株數/小區 X 處理 公式計算防治
成蟎

片上葉蟎 葉片 數 X 重複數）
，調查每株 率。
密度達 5 背部 樹冠周圍及中央中齡葉
隻/葉以

片 25 枚。

上時。
枇杷

荔枝葉蟎 幼蟎、若 葉片上葉 中度 每處理 4 重複，每重複 2 依 Henderson

劉，1995。

蟎、成蟎 蟎密度達 展開 株（即株數/小區 X 處理 公式計算防治
合併算

5 隻/葉以 葉片 數 X 重複數）
，調查每株 率。
上時

果樹

背部 隨機採取老葉片 20 枚。

葉蟎類

幼蟎、若 未敘明

中度 每小區至少 20 葉片，每 未敘明

(包括神

蟎、成蟎

展開 處理至少 4 重複。每小區

澤氏葉蟎 合併算

葉

標記 2-4 株果樹或 20 平方

、二點葉

米，調查幼、若與成蟎總

蟎、柑橘

數量。

葉蟎等可
能發生於
果樹之葉
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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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PO. 1997.

作物
梨

害蟎種類 調查對象 調查時期

調查
部位

調查模式

藥效計算公式

二點葉蟎 幼蟎、若 葉片上葉 中度 每處理 4 重複，每重複 1 依 Henderson

文獻
李等人，1996；施

蟎、成蟎 蟎密度達 展開 株（即株數/小區 X 處理 公式計算防治 等人，1996；賴等
合併算

5 隻/葉以 葉片 數 X 重複數）
，調查每株 率。

人，1997；姚等人，

上時

2000；姚等人，

背部 樹冠周圍及中央中齡葉
片 25 枚。

水蜜桃 二點葉蟎 幼蟎、若 葉片上葉 中度 每處理 4 重複，每重複 1 依 Henderson
蟎、成蟎 蟎密度達 展開 株（即株數/小區 X 處理 公式計算防治
合併算

5 隻/葉以 葉

數 X 重複數）
，調查每株 率。

上

樹冠周圍及中央中齡葉
片 25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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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李等人，1998。

調查方法指引－十字花科作物蚜蟲類

林映秀
壹、目的
做為進行殺蟲劑對十字花科作物上蚜蟲之田間藥效評估試驗的調查方
法指引。

貳、適用範圍
一、害物種類：
十字花科蔬菜發生之蚜蟲種類以桃蚜、偽菜蚜為主，菜蚜等其他種類
次之。其中，桃蚜為害範圍廣，除十字花科外，尚包括菊科、葫蘆科等作
物，偽菜蚜危害範圍窄，以十字花科作物為寄主(1-2, 5)。
本指引適用於桃蚜(Myzus persicae)(3, 7-10, 12-13)、偽菜蚜(Lipaphis
erysimi)(3, 7-13)、菜蚜(Brevicoryne brassicae)(3-4, 7-10, 12-14)、棉蚜(Aphis
gossypii)(3, 7, 13)等蚜蟲類之生長期全期。
二、作物種類：
甘藍(Brassica oleracea)(3-4, 7-14)、白菜(5)、油菜、蘿蔔或受害方式
相似之其他十字花科寄主作物等。

參、調查方法
一、害物好發條件：
（一）季節：好發於涼爽或溫暖之春秋兩季，於乾旱時為害更嚴重(6)。
（二）植物生長期：生長全期。
二、樣本單位：葉片。
三、小區大小：
（一）每小區 15 m2，每小區 48 株(7-12)。
（二）每小區 2-12 m2(4-5, 14)。
四、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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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蚜、偽菜蚜等蚜蟲類為十字花科作物之關鍵害蟲，其若、成蟲期均
可危害植株，其棲息部位因作物種類而異，對於甘藍、花椰菜、芥菜、小
白菜等種類，喜群集在老葉之葉背吸食植物汁液，但於蘿蔔等莖葉挺立之
種類，則聚集為害嫩梢部位(6)，故對於調查方法之建議如下：
（一）甘藍蚜蟲類：
依其取樣方式或蚜蟲數分級等差異，分述如下：
1. 每小區自中間兩行除首末兩株外，取 10 至 15 株為調查對象，每株
調查 2 片老熟葉片，記錄每一葉片上之蚜蟲數，並以等級表示葉片
上之蚜蟲數，等級與代表蟲數如下(3, 13)
(1)等級 0，葉片上無蚜蟲。
(2)等級 1，代表 1-10 隻。
(3)等級 2，代表 11-50 隻。
(4)等級 3，代表 51 隻以上。
2. 每小區自中間兩行除首末兩株外，取 20 株為調查對象，每株調查中
間葉片 4 片，記錄每一葉片上之蚜蟲數，並以等級表示葉片上之蚜
蟲數，等級與代表蟲數如下(7-12)
(1)等級 0，葉片上無蚜蟲。
(2)等級 1，代表 1-10 隻。
(3)等級 2，代表 11-100 隻。
(4)等級 3，代表 101 隻以上。
3. 每小區 5 點取樣，每點 2 株，施藥前調查蚜蟲之蟲口基數，施藥後
則調查殘存活蟲數(4, 14)。
（二）白菜蚜蟲類：
施藥前每小區標記有蚜蟲寄生的葉片10片，單葉應有蚜蟲100隻以
上，每小區標記的總蚜蟲數量為1,000-1,500隻。調查前做蟲口基數調
查，施藥後亦調查蟲量(5)。
（三）調查時間與頻度
決定調查時間與頻度之因子：包括試驗目的、藥劑特性與施藥方法
等，如昆蟲生長調節劑之作用標的為內分泌系統，昆蟲經接觸或取食
此類藥劑後，於脫皮時期方因脫皮失敗而死亡，一般不具速效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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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強調殘效之藥劑均宜延長調查時期，以便呈現其防治效果。
1. 初步評估：蚜蟲發生時即進行初步評估。
2. 施藥前進行第一次評估，最後一次施藥後第 1、3、5、7、10、14 天
各調查一次(3-5, 7-14)。
五、害物密度/為害情形評估
計算或估計蚜蟲危害度(%)(3, 7-13)、防治率(%)(5, 7)或蟲口減退率(%)(5)。
危害度(%) =

∑(等級指數 × 該等級之葉片數)
調查總葉片數 × 3

× 100

處理區施藥後危害度 × 對照區處理前危害度
防治率(%) = 1 − (
) × 100
處理區施藥前危害度 × 對照區處理後危害度
蟲口減退率(%)
= [(施藥前蟲口基數 − 施藥後蟲口存活數)]⁄施藥前蟲口基數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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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十字花科蚜蟲類之調查方法彙編
作物
甘藍

調查時期
未敘明

調查
部位

害蟲種類 調查對象

葉片 菜蚜

未敘明

調查模式

藥效計算公式

每處理重複 3 次，小區面積 未敘明

文獻
(4)

2

10m ，每小區 5 點取樣，每
點 2 株，每株各取 1 片葉，
掛牌標記，施藥前調查菜蚜
蟲之蟲口基數，施藥後則調
查殘存活蟲數。

甘藍

生育中期 未敘 菜蚜

未敘明

每處理重複 4 次，小區面積 未敘明

(14)

2

明

2m ，每小區 5 點取樣，每點
2 株，共 10 株。施藥前、後
調查害蟲數，根據每株平均
蟲數計算蟲口減退率，用
Abbott 公式計算校正防效。

重複 4 次，每小區作 2 畦，

蚜、偽菜

每畦種 2 行，每小區自中間

蚜、菜蚜

兩行(首末兩株除外)逢機調
查 15 株。每株調查 2 片老熟
葉片上之蚜蟲數。
將蚜蟲數分成以下等級並計
算危害度：
等級 0：葉片上無蚜蟲；
等級 1：1-10 隻；
等級 2：11-50 隻；
等級 3：51 隻以上。

(3)
× 100

桃蚜、棉 未敘明

調查總葉片數 × 3

葉

∑(等級指數 × 該等級之葉片數)

未敘明

危害度(%) =

甘藍

－ 11 －

葉

害蟲種類 調查對象

調查模式

桃蚜、棉 未敘明

重複 4 次，每小區作 2 畦，

蚜、偽菜

每畦種 2 行，每行 10 公尺，

蚜、菜蚜

每小區自中間兩行(首末兩株

藥效計算公式
× 100

部位

除外)逢機調查 15 株。每株調
查 2 片老熟葉片上之蚜蟲數。
將蚜蟲數分成以下等級並計
算危害度：
等級 0：葉片上無蚜蟲；
等級 1：1-10 隻；
等級 3：51 隻以上。

蚜、偽菜

每小區作 2 畦種 4 行，每行

蚜、菜蚜

種 12 株。調查時每小區中間
兩行排除首末 2 株，餘下每
行各 10 株，共 20 株做為調
查對象，每株調查中間葉片 4
片，記錄每一葉片上之蚜蟲
數。
將葉片上蚜蟲數分成以下等
級：
0 代表葉片無蚜蟲；
1 代表 1-10 隻；
2 代表 11-100 隻；
3 代表 101 隻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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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00

4 重複，每小區面積 15m2，

調查總葉片數 × 3

桃蚜、棉 未敘明

∑(等級指數 × 該等級之葉片數)

生育中期 葉

危害度(%) =

甘藍

(13)

危害度(%) =

等級 2：11-50 隻；

文獻

調查總葉片數 × 3

未敘明

調查

處理區施藥後危害度 × 對照區處理前危害度
防治率(%) = 1 − (
) × 100
處理區施藥前危害度 × 對照區處理後危害度

甘藍

調查時期

∑(等級指數 × 該等級之葉片數)

作物

4 重複，小區面積 15m2，每

菜蚜、菜

小區作 2 畦種 4 行，每行種

蚜

12 株。調查時每小區除首末
兩株除外共調查 20 株，每株
調查中間葉片 4 片，記錄每
一葉片上之蚜蟲數。
將葉片上蚜蟲數分成以下等
級：
0 代表葉片無蚜蟲；
1 代表 1－10；
2 代表 11－100；
3 代表 100 隻以上。

未敘明

葉

偽菜蚜

未敘明

(8-10, 12)

4 重複，每小區面積 15m2，

(11)

每小區作 2 畦種 4 行，每行
種 12 株。調查時每小區取中
央 2 行，首末 2 株除外，調
查 20 株，每株調查中間葉片
4 片，調查每葉片上之蚜蟲
數。
將葉片上蚜蟲數分成等級：
0 代表葉片無蚜蟲；
1 代表 1-10 隻；
2 代表 11-100 隻；
3 代表 100 隻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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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總葉片數 × 3

甘藍

文獻

× 100

桃蚜、偽 未敘明

藥效計算公式

調查總葉片數 × 3

調查模式

∑(等級指數 × 該等級之葉片數)

葉

害蟲種類 調查對象

危害度(%) =

部位

× 100

未敘明

調查

∑(等級指數 × 該等級之葉片數)

甘藍

調查時期

危害度(%) =

作物

未敘明

調查
部位
葉

害蟲種類 調查對象

調查模式

桃蚜、偽 未敘明

重複 3 次，小區面積 12m2。

菜蚜、菜

施藥前每小區標記有蚜蟲寄

蚜

生的葉片 10 片，單葉應有蚜

藥效計算公式

蟲 100 隻以上，每小區標記
的總蚜蟲數量為 1000-1500
隻。調查前做蟲口基數調
查，施藥後亦調查蟲量。

－ 14 －

校正防效(%) = [(1 − 對照區施藥前蟲數 × 藥劑處理區施藥後蟲數⁄對照區施藥後蟲數 × 處理區施藥前蟲數)]⁄施藥前蟲口基數 × 100

白菜

調查時期

蟲口減退率(%) = [(施藥前蟲口基數 − 施藥後蟲口存活數)]⁄施藥前蟲口基數 × 100

作物

文獻
(5)

「微生物農藥延伸使用範圍評估原則」概念簡介

黃莉欣
前

言

微生物農藥不如化學農藥的速效，且專一性較高，導致微生物農藥登記的種
類相當少，若依現行「農藥延伸使用範圍群組化作物或有害生物種類、代表性使
用範圍及其實施方法表」進行延伸使用範圍的評估作業，將受到許多的限制。由
於微生物農藥對作物殘留的疑慮較低，是否可考慮推動微生物農藥改以防治害物
或害物群組為延伸對象，降低作物類別的限制，利於微生物農藥的擴大使用範圍，
使其合法地投入不同作物種類的防治資材，為本案草擬的目的。

藥效延伸評估之原則
（一）生物農藥類別與作用機制
目前登記的生物農藥種類分為防治害蟲及植物病害二大類。
1. 害蟲防治用：可作為防治害蟲的生物農藥種類包括真菌、細菌、病毒、
線蟲、微孢子蟲(如Nosema locustae spores) 等，微孢子蟲及線蟲在國內尚
未有產品登記使用，本文不列入考慮。
(1) 真菌類：利用體表寄生將菌絲穿入昆蟲體內繁殖如白殭菌(Beauveria
bassiana)、黑殭菌( Metarhizium anisopliae)、綠殭菌(Nomuraea rileyi)、
玫煙色棒束孢菌(Isaria fumosorosea)等，這類微生物農藥需要接觸到蟲
體且環境適合時才能發揮最大效用。因此，對蛀食及捲葉等習性的害
蟲在延伸使用範圍評估時應要有較多的佐證資料以進一步評估其有效
性。目前國內尚無相關登記產品。
(2) 細菌類：目前細菌類防治害蟲的產品以蘇力菌為代表，昆蟲取食蘇力
菌孢子，孢子進入腸道後因腸道呈鹼性將孢子解離，釋放殺蟲的結晶
蛋白，使害蟲致死。因此，建議以咀嚼式口器之取食行為作為害物群
組化的基礎。目前已登記蘇力菌菌系有4類，包括防治鱗翅目幼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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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illus thuringiensis kurstaki、Bacillus thuringiensis aizawai；防治蚊子
幼 蟲 的 Bacillus thuringiensis israelensis ； 防 治 鞘 翅 目 的 Bacillus
thuringiensis tenebrionis，國內目前有登記的菌種為防治鱗翅目幼蟲的
B. t. kurstaki及B. t. aizawai二種，其菌系包括庫斯蘇力菌ABTS-351、庫
斯蘇力菌E-911、庫斯蘇力菌SA-11、庫斯蘇力菌SA-12、庫斯蘇力菌
EG-2371、庫斯蘇力菌CMI-92、鮎澤蘇力菌NB-200、鮎澤蘇力菌GC-91、
鮎澤蘇力菌ABTS-1857。
(3) 病毒類：目前以核多角體病毒(nucleopolyhedrovirus, NPV)及顆粒體病
毒(granulosis virus, GV)為主要發展種類，防治對象為鱗翅目幼蟲。以
核多角體病毒為主者，如斜紋夜蛾核多角體病毒、甜菜夜蛾核多角體
病毒；顆粒體病毒如小菜蛾，國外有商品化產品，國內尚未開發與登
記。鱗翅目幼蟲取食感染病毒的葉片後，病毒進入腸道後，病毒粒子
會釋放於腸道內，病毒粒子開始複製，當腸道內佈滿病毒後而死亡。
由於病毒所感染的寄主專一性很高，以種級為優勢寄主對象，因此，
有關感染昆蟲的病毒製劑產品之延伸將以登記害物之病毒產品為唯一
產品，不受作物別之限制，可延伸使用在不同作物上之同一種害物名，
若跨害物名，則需提供佐證資料再另作評估，不列入延伸使用評估的
原則。
2. 植物病害防治用：目前國內登記之微生物農藥用以防治植物病害的種類
包括真菌類的綠木黴菌(Trichoderma virens)、蓋棘木黴菌(Trichoderma
gamsii ICC. 080+ Trichoderma asperellum ICC 012)；細菌類的枯草桿菌
(Bacillus subtilis)、液化澱粉芽孢桿菌(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1) 真菌類：木黴菌防治植物病原菌的主要機制如抗生作用（如產生抗生
素）、超寄生作用（寄生在植物病原菌菌絲如立枯絲核菌）、競生作
用（營養及空間的競爭）等，不同作用機制可能同時作用，發揮防治
植物病害的效果。依據文獻報導木黴菌 (Trichoderma sp.) 對Fusarium
spp. (萎凋病)、Rhizoctoina spp. (莖腐病)、Pythium spp. (猝倒病及根腐
病)、Phytohthora spp. (疫病)、Botrytis spp. (灰黴病)、Collectotrichum spp.
(炭疽病)等屬級植物病原菌所引起的病害具有防治效果，可見，木黴
菌防治的對象範圍廣。由於真菌性微生物農藥對植物病原菌的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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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機制較為複雜，雖然宣稱具有廣效性，仍需依所提供佐證資料進行
延伸評估作業。
(2) 細菌類：目前登記的細菌性微生物農藥防治植物病原菌有枯草桿菌
(Bacillus subtilis) 及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二
種。枯草桿菌屬Bacillus spp.對植物病原真菌和細菌具有拮抗作用，其
主要作用機制為代謝過程中會產生抗生物質抑制植物病原菌的生長，
尚也包括競生作用、誘導抗病及促進生長等作用機制。目前登記或研
發中之微生物農藥用在防治植物病原菌者有灌注施用於土壤及噴灑於
植物地上部之葉、莖、果實等，其防治對象也不同，因此，延伸使用
評估時擬將施用方法或條件列入評估原則之選項中。由於微生物農藥
對植物病原菌的抑制作用較複雜，雖然宣稱具有廣效性，仍需提供佐
證資料作為藥效的評估資料。
（二）評估原則之基本概念
1. 目前「農藥延伸使用範圍群組化作物或有害生物種類、代表性使用範圍
及其實施方法表」之群組化作物-害物主要是針對化學農藥，因其需考量
農藥殘留的問題，故較為嚴謹。由於微生物農藥無殘留檢測之要求，就
其延伸使用範圍將以害物群組為主，作物群組為輔的概念提出評估原
則。
2. 本草案所提之微生物製劑產品係指野生菌種，基因改造或人工誘變改良
者暫不列入評估的產品。
3. 由於木黴菌抑制或防治作物病害的機制較為複雜，其延伸使用範圍則依
案例個別評估，不列入微生物農藥使用範圍延伸評估的基本原則。
4. 目前已登記的微生物農藥均有標明菌系，經查詢文獻，不同菌系對同一
防治對象有不同程度的防治效果，但防治率至少也有60%，如枯草芽孢桿
菌 (Bacillus subtilis) BS-208和 BS-209 二菌株防治番茄灰霉病，在稀釋
800倍時防治率分別為79.9與77.8%；蘇力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kurstaki
與Bacillus thuringiensis aizawai對小菜蛾具有防治效果，對夜蛾類及柑桔
潛葉蛾也具有防治效果（Dias et al., 2005; Miller, 1990; Rowell and Bessin,
2005）
。依據Roh et al. (2007)介紹蘇力菌在害蟲防治上的應用之報導顯示，
B. t. kurstai的不同菌系防治對象為鱗翅目幼蟲，而B. t. aizawai為小菜蛾及
－ 17 －

夜蛾類，Rowell and Bessin (2005)在推廣宣導摺頁有針對該二菌種之不同
菌系可防治對象列表說明，也呈現出其防治對象以鱗翅目幼蟲為主。雖
然蘇力菌不同菌系其毒蛋白基因略有不同，但防治的對象均屬鱗翅目幼
蟲，其防治效果可能略有差異，但從文獻資料來看，微生物農藥產品之
延伸使用範圍評估擬至「種」或「亞種」即可。因此，微生物菌種分類
地位至少需為種級，若至亞種之菌種，則以亞種為代表，如蘇力菌Bt k及
Bt a；菌系暫不列入限制因子。
5. 微生物農藥延伸評估原則參考EPPO Standard PP 1/257 (2) Efficacy and
crop safety extrapolations for minor uses文件及目前已登記微生物農藥之種
類（表一及表二），以流程圖來說明「微生物農藥延伸使用範圍評估作
業的原則」（圖一），作為延伸使用評估時的參考。
6. 為利於微生物農藥延伸使用的評估，依據微生物農藥施用方式及作用方
式與害物之生物特性等條件，以害物群組化模式製作延伸使用範圍表，
作為延伸使用範式評估的依準。害物群組表分為作物害蟲群組表（表三）
及植物病原菌群組表（表四）。作物群組化則分為「蔬菜類」、「果樹
類」、「茶」、「禾本科」等四大群。

藥效延伸評估之要件
微生物農藥因殘留疑慮較少，延伸使用範圍之評估是以害物為主，且以群組
化方式整併評估，因此，佐證資料之需求則以所提佐證資料之害物且可跨作物別
的田間試驗報告或具科學性的報告。佐證資料至少需 3 場次田間試驗報告，其中
2 場次完全試驗及 1 場次驗證試驗；若無法提供完全試驗報告者，主要作物需提
出至少 6 場次驗證試驗報告，少量作物至少 3 場次驗證試驗報告，得提供相同害
物不相同作物之試驗報告或科學性報告，惟供試藥劑之施用量至少需包括擬申請
登記使用之施用量。

結語及展望
為了降低化學農藥之使用以生產安全之農產品，政府推展「臺灣生物經濟產
業發展方案」政策下，已強化了安全性植物保護資材之研發及產品上市，然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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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速擴大現有已登記或未來擬登記之微生物農藥的防治對象與作物範圍，利於
未來應用與推展。由於現行「農藥延伸使用範圍群組化作物或有害生物種類、代
表性使用範圍及其實施方法表」應用在微生物農藥的延伸使用範圍有很多的限制，
為了解決微生物農藥延伸使用範圍評估的困難，本所草擬「微生物農藥延伸使用
範圍評估原則」案，可能思慮不够周全，有遺漏或不合理之處，希望藉由本文抛
磚引玉，期待各界不吝提供意見，使本草案能更合理化且完備，利於未來的評估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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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微生物農藥延伸使用範圍評估原則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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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台灣已登記蘇力菌之種類
普通名稱

商品名

登記廠商

鮎澤蘇力菌 NB-200

住友福祿寶

台灣住友

鮎澤蘇力菌 GC-91

加倍強

優必樂

微生物菌種(亞種)
Bacillus thuringiensis
aizawai
Bacillus thuringiensis
aizawai
Bacillus thuringiensis

菌系

NB-200
GC-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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鮎澤蘇力菌 ABTS-1857 見達利

台灣住友

鮎澤蘇力菌 ABTS-1857 愛吃蟲

台灣住友

庫斯蘇力菌 E-911

速力寶

福壽實業

庫斯蘇力菌 ABTS-351

惠光寶

惠光

Bacillus thuringiensis

ABTS-351

庫斯蘇力菌 ABTS-351

舒立旺

光華

Bacillus thuringiensis

ABTS-351

庫斯蘇力菌 ABTS-351

新大寶

台灣住友

庫斯蘇力菌 SA-11

尚賜配

安農

aizawai
Bacillus thuringiensis
aizawai
Bacillus thuringiensis
kurstaki

Bacillus thuringiensis
kurstaki
Bacillus thuringiensis
kurstaki

有效成分含量

劑型

有效國際單位或微生物數量

%

15,000IU/mg

54

WG 水分散性粒劑

50

WP 可溼性粉劑

25000 IU/
22,515 DBMU/mg

ABTS-1857

35,000 DBMU/mg

48.1

WG 水分散性粒劑

ABTS-1857

7,000 DBMU/mg

10.8

SC 水懸劑

E-911

30,000 DBMU/mf

60

WP 可溼性粉劑

3

WP 可溼性粉劑

3

WP 可溼性粉劑
WP 可溼性粉劑

16000 IU/mg
15,878 DBMU/mf
16,000 IU/mg
14,181 DBMU/mg

ABTS-351

16,000 IU/mg

23.7

SA-11

32,000 IU/mg

85

WG 水分散性粒劑

普通名稱

微生物菌種(亞種)

－ 23 －

登記廠商

庫斯蘇力菌 ABTS-351

大寶天機

台灣住友

庫斯蘇力菌 ABTS-351

金太寶

台灣住友

庫斯蘇力菌 SA-12

菜寶

庫斯蘇力菌 SA-12

貴寶

聯利

庫斯蘇力菌 ABTS-351

殊立菌

興農

庫斯蘇力菌 EG-2371

見招

嘉農

庫斯蘇力菌 SA-12

速利殺

安農

庫斯蘇力菌 EG-2371

獨霸

嘉農

庫斯蘇力菌 CMI-92

松蘇力菌

松樹

Bacillus thuringiensis

CMI-92

16,000 IU/mg

庫斯蘇力菌

蘇滅寶

臺益

Bacillus thuringiensis

???

16,000 IU/mg

Bacillus thuringiensis
kurstaki
Bacillus thuringiensis
kurstaki

農會農化廠 Bacillus thuringiensis
Bacillus thuringiensis
Bacillus thuringiensis
kurstaki
Bacillus thuringiensis
kurstaki
Bacillus thuringiensis
kurstaki
Bacillus thuringiensis
kurstaki

菌系

有效成分含量

商品名

ABTS-351
ABTS-351
SA-12
SA-12
ABTS-351
EG-2371
SA-12
EG-2371

有效國際單位或微生物數量
1,600 IU/mg
1,323 DBMU/mg
32,000 IU/mg
16,000 IU/mg
13,075 DBMU/mg
16000 IU/mg
13,202 DBMU/mg

%
2.3

GR 粒劑

54

WG 水分散性粒劑

3

WP 可溼性粉劑

3

WP 可溼性粉劑
WP 可溼性粉劑

16,000 IU/mg
16,000 IU/mg
15,733 DBMU/mg
16,000 IU/mg
16,000IU/mg
17,918 DMBU/mg

劑型

40

WP 可溼性粉劑

70

WP 可溼性粉劑

40

WP 可溼性粉劑
WP 可溼性粉劑

3

WP 可溼性粉劑

表二、台灣已登記微生物殺菌劑種類
普通名稱

商品名

登記廠商

微生物菌種(亞種)

菌株

有效成分含量
有效國際單位或微生物數量

%

劑型

－ 24 －

枯草桿菌

台灣寶

光華

Bacillus subtilis

Y1336

10^9 CFU/g (51EP)

50

WP 可溼性粉劑

枯草桿菌

農會寶

農會農化廠 Bacillus subtilis

Y1336

10^9 CFU/g (51EP)

50

WP 可溼性粉劑

枯草桿菌

興農寶

興農

Bacillus subtilis

Y1336

10^9 CFU/g (51EP)

50

WP 可溼性粉劑

枯草桿菌

台灣水寶

百泰

Bacillus subtilis

Y1336

≧1×10^8 CFU/ml

AL 液劑

枯草桿菌

金雞牌賜倍效 沅渼

Bacillus subtilis

WG6-14

1×10^10 CFU/ ml

AL 液劑

枯草桿菌

樂農寶

百泰

Bacillus subtilis

Y1336

1X10^9 CFU/g 以上

枯草桿菌

漢寶牌培農菌 漢寶

Bacillus subtilis

WG6-14

1×10^10 CFU/ ml

AL 液劑

PMB01

1x10^9 CFU/g

WP 可溼性粉劑

PMB01

1x10^9 CFU/ ml

AL 液劑

1X10^7 CFU/g

WP 可溼性粉劑

2X10^8 CFU/g

AP (其他)粉劑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PMB01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PMB01
蓋棘木黴菌
ICC080/012
綠木黴菌 R42

絕症剋星

嘉農

救你一命

嘉農

---

易利特

根益旺

寶林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Trichoderma gamsii +
T. asperellum
Trichoderma virens

ICC 080 +
ICC 012
R42

50

WP 可溼性粉劑

表三、微生物農藥延伸使用範圍－作物害蟲群組表
對害蟲作用
方式

為害部位與取食方式

參考害物名稱
小菜蛾

咀嚼式取食葉片害物且不具鑽 甜菜夜蟲
擬尺蠖
蛀或捲葉習性之害物

鱗翅目幼蟲
(Lepidoptera lar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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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條葉蚤

－細菌類

金花蟲科
茶姬捲葉蛾
咀嚼式取食屬鑽蛀或捲葉習性 楊桃花姬捲葉蛾
之害物如捲葉蛾、潛葉蛾等、
柑桔潛葉蛾
玉米螟
玉米螟

延伸使用範圍

果樹類至少一種
茶

相同害物群組
及其寄主作物

禾本科作物至少一種（水稻除外）

毒蛾
取食後侵染

擬申請害物之主要寄主作物
蔬菜類等至少一種

紋白蝶
斜紋夜蛾

代表作物

害物群組

金花蟲類(Chrysomelidae)

擬申請害物之寄主作物

相同害物及其
寄主作物

果樹類至少一種
捲葉蛾類(Tortricidae)
茶

相同害物群組

細潛蛾亞科(Phyllocnistinae)

柑桔類至少一種

及其寄主作物

螟蛾類(Pyralididae)

禾本科作物至少一種（水稻除外）

小菜蛾

蔬菜類至少一種

紋白蝶
體表侵染－ 咀嚼式取食葉片害物且不具鑽 斜紋夜蛾

鱗翅目幼蟲

蟲生真菌類 蛀或捲葉習性之害物

(Lepidoptera larvae)

甜菜夜蟲
擬尺蠖
毒蛾

果樹類至少一種
茶
禾本科作物至少一種（水稻除外）

相同害物群組
及其寄主作物

對害蟲作用
方式

為害部位與取食方式

參考害物名稱
鞘翅目

---

菜蚜

擬申請害物之主要寄主作物
擬申請害物之寄主作物

延伸使用範圍
相同害物及其
寄主作物

蔬菜類至少一種

桃蚜
棉蚜

代表作物

害物群組

蚜蟲類(Aphidoidae)

大桔蚜

果樹類至少一種
茶
禾本科作物至少一種（水稻除外）
蔬菜類至少一種

銀葉粉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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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粉蝨

粉蝨類(Aleyrodidae)

果樹類至少一種
茶
禾本科作物至少一種（水稻除外）

刺吸式取食葉片害物

柑桔木蝨
檬果木蝨

木蝨類(Psyllidae)

果樹類至少一種

相同害物群組

茶

及其寄主作物

蔬菜類至少一種
二點小綠葉蟬
褐葉蟬

葉蟬類(Cicadellidae)

果樹類至少一種
茶
禾本科作物至少一種（水稻除外）
蔬菜類至少一種

南黃薊馬
小黃薊馬

薊馬類(Thripidae)

果樹類至少一種
茶
禾本科作物至少一種（水稻除外）

表四、微生物農藥延伸使用範圍－植物病原菌群組表
施用方式

對植物病原菌
作用機制

為害部位／生物特性

根部/土壤性真菌性病害
澆灌

超寄生/競生/抗
生

參考害物名稱
苗立枯病

同目病原菌如

菌核病

Pythiales

白絹病

Helotiales

白紋羽病

Cantharellales

褐根病

Atheliales

萎凋病

Nectriaceae

青枯病

同目病原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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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部/土壤性細菌性病害 軟腐病

Burkholderiales
Enterobacteriales

露菌病
白粉病
莖、葉、果實/真菌性病
害
噴灑

超寄生/競生/抗
生

灰黴病
炭疽病
疫病
锈病
葉斑病
黑腐病

莖、葉、果實/細菌性病 軟腐病
細菌性斑點病
害
細菌性果斑病

代表作物

害物群組

同目病原菌如
Peronosporales
Phyllachorales

擬申請害物之主要寄主作物

延伸使用範圍

蔬菜類至少一種
果樹類至少一種
茶

苗期及根部病
害之同目病原

禾本科作物至少一種（水稻除外） 菌及其寄主作
茄科作物

物

薑、芋頭
蔬菜類至少一種
果樹類至少一種

Uredinales

茶

Erysiphales
Glomerellales

同目病原菌及
禾本科作物至少一種（水稻除外） 其寄主作物

同目病原菌如

蔬菜類至少一種

Burkholderiales

果樹類至少一種

Enterobacteriales

茶

Xanthomonadales

禾本科作物至少一種（水稻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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