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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指引－梨樹蚜蟲類

林映秀
壹、目的
做為進行殺蟲劑對梨樹上蚜蟲類之田間藥效評估詴驗的調查方法指引。

貳、適用範圍
一、害物種類：棉蚜(Aphis gossypii)(3, 10)、蘋果蚜(Aphis pomi)(1, 3, 10)、橘捲葉
蚜(Aphis citricola) (1, 4-6, 8-10)、桃蚜(Myzus persicae) (1, 3)全期。
二、作物種類：砂梨(橫山梨)(Pyrus pyrifolia)或受害方式相似之其他薔薇科
梨屬寄主作物等。

參、調查方法
一、害物好發條件：
1. 季節：桃蚜及棉蚜整年均會發生，在梨山地區梨樹上出現時期在 4-7
月(3)。
2. 植物生長期：梨樹生長全期(BBCH Scale for Pome fruit 0-7) (2)。
二、樣本單位：葉。
三、樣本大小：
（一）小區：
每小區供詴梨樹 1 株(4-10)，或根據果樹大小及果園的規劃每小區 2-4
株梨樹(1)。
四、調查
（一）破壞或非破壞性取樣。
（二）調查方法：
1. 調查時每處理株摘取樹冠周圍及中央葉片共 25 片，調查存活蚜數
(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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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小區調查先前標記至少 25 片的被害嫩葉上的活蟲數及被害率。若
是未標記者，則應增加調查樣本數量(1)。
（三）調查時間與頻度
1. 決定調查時間與頻度之因子：包括詴驗目的、藥劑特性與施藥方法
等，如對昆蟲生長調節劑或強調殘效之藥劑而言，建議延長調查時
期。
2. 初步評估：蚜蟲發生時即進行初步評估。
3. 施藥前進行第一次調查，施藥後 3、7、14、21 天與 28 天各調查一
次(4-10)。對作用較慢或欲了解其殘效性的藥劑，可根據需要增加調查
次數。
4. 有翅型蚜蟲應單獨記錄，以便協助了解在詴驗中的族群變動(1)。
5. 應說明施藥前及施藥後優勢蚜蟲的種類(1)。
（四）標的：
計算或估計存活若蟲或成蟲數。
（五）摘錄國內外調查方法詳附錄一。
五、害物密度/為害情形評估
樣本單位之存活若蟲或成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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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梨樹蚜蟲類之調查方法彙編
調查
部位

棉蚜、蘋 若蟲、

葉

未敍明

調查模式

藥效計算公式

每小區 1 株，重複 4

果蚜、橘 成蟲

次；調查時每處理株

捲葉蚜

摘取樹冠周圍及中央
葉片共 25 片，調查存

防治率(%) =

活蚜數。

梨蚜蟲類 若蟲、
成蟲

未敍明

葉

每小區 1 株，重複 4
次；調查時每處理株
摘取樹冠周圍及中央
葉片共 25 片，調查存
活蚜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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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美吉、葉士財。
2009。

陳健忠、姚美吉、

防治率(%) =

梨

文獻
陳健忠、謝再添、

處理區施藥後活蟲數 × 對照區處理前活蟲數
1−(
) × 100
處理區施藥前活蟲數 × 對照區處理後活蟲數

梨

害蟲種類 調查對象 調查時期

處理區施藥後活蟲數 × 對照區處理前活蟲數
1−(
) × 100
處理區施藥前活蟲數 × 對照區處理後活蟲數

作物

李聯興、姜義根、
林正賢。2000。
陳健忠、姚美吉、
林正賢、李聯興、
姜義根。2005。

梨

害蟲種類 調查對象 調查時期

調查
部位

橘捲葉蚜 若蟲、

葉

成蟲

未敍明

調查模式
每小區 1 株，重複 4
次；調查每株逢機取
25 嫩葉，計算存活蚜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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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效計算公式
處理區施藥後活蟲數 × 對照區處理前活蟲數
防治率(%) = 1 − (
) × 100
處理區施藥前活蟲數 × 對照區處理後活蟲數

作物

文獻
陳健忠、賴守正、
施錫彬、何坤耀、
洪士程、林正賢。
1998。
陳健忠、姚美吉、
李聯興、姜義根、
林正賢。1999。
陳健忠、姚美吉、
李聯興、姜義根、
林正賢。1999。
陳健忠、何坤耀、
洪士程、李聯興、
姜義根、林正賢。
1999。

調查方法指引－葡萄露菌病

李敏郎
壹、目的
評估殺菌劑防治Peronosporales所引起葡萄露菌病(downy mildews)之田
間藥效評估詴驗所採用之調查方法指引。

貳、適用範圍
包括詴驗對象、作物及其品種與詴驗環境。其中作物品種應為自然感染
或人工接種病原菌之罹病品種。
試驗對象

試驗作物

露 菌 病 1(Plasmopara viticola
(PLASVI2))

葡萄(Vitis vinifera (VITVI))

試驗環境
田間或溫室

1

葡萄露菌病參考 EPPO PP 1/31(4)。

2

作物及病原菌之代碼參考”EPPO Plant Protection Thesaurus”搜尋結果加以編列
(http://eppt.eppo.org/search.php)。

參、調查方法：
一、病害發生條件：
1. 季節：葡萄露菌病在夏果期4月下旬至6月下旬之梅雨季節，冬果期9月
中旬至11月上旬之葡萄萌芽後開始發病。
2. 植物生長期：葡萄生長全期(BBCH Scale for Grapevine 1-8)(7)。
3. 氣候條件與為害部位：適合葡萄露菌病發病之溫度、相對濕度及為害
部位如下：
作物
葡萄

病害

溫度
(˚C)

相對濕度
(%)

露菌病

20-25

－

為害部位
全株

二、樣本單位：葉片、果實(4,8)。
三、小區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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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獻
3, 8

1. 直立式栽培模式(4,7)：
自然發病田應可提供至少100串果房之田區大小，人工接種發病田小區
應可提供至少50串果房之田區大小(4)。
2. 棚架式栽培模式(9)：
每小區20~40 m2，至少提供200片葉片之田區大小。
四、調查
露菌為害葡萄之時期不同時，因病勢進展，所需調查之為害部位不同。根
據國內外田間藥效詴驗報告、歐盟EPPO指引等文獻(附錄一)，以及田間調查時
肉眼判斷之可行性，對於葡萄露菌病之調查方法建議如下：
1. 葡萄露菌病：直立式栽培模式(4)
(1) 調查時期：未處理對照組之第一次病徵發生時開始調查，果實成熟
初期第二次調查，兩個期間之調查有助於了解防治效果。
(2) 調查部位：葉片或果實。
(3) 調查模式：罹病率及罹病等級。
(3.1) 葉片：
a. 100片葉片/小區(4)。
b. 當對照組罹病率低時(約低於1%葉片罹病時)，應調查100
片葉片或每小區調查15條葡萄蔓上的葉片罹病率。
c. 當對照組罹病率高時(約高於30-40%葉片罹病時)，應調查
整個小區的罹病情形，至少調查每列兩側葡萄之罹病情形。
(3.2) 果實：
a. 自然發病田中，至少調查100串果房/小區；人工接種發病
田中，至少調查50串果房/小區(4)。
b. 當對照組罹病率低時，應調查整個小區的果房罹病率。
c. 當對照組罹病率高時，應調查整個小區每一個果房的罹病
等級。
(4) 罹病指數：罹病面積分成1-7級(1,4)，
1, 無病徵。
2, 罹病面積 <5%。
3, 罹病面積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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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罹病面積 10-25%。
5, 罹病面積 25-50%。
6, 罹病面積 50-75%。
7, 罹病面積 >75%。
(5) 罹病度公式：
罹病度(%) =

Σ(罹病指數 × 該指數之罹病數)
7 × 調查總數

× 100

2. 葡萄露菌病：棚架式栽培模式(9)
(1) 調查時期：全期。
(2) 調查部位：葉片。
(3) 調查模式：罹病率及罹病等級。每小區調查200片葉片/小區。
(4) 罹病面積分成5級，
0, 無病徵。
1, 罹病面積 1-5%。
2, 罹病面積 6-25%。
3, 罹病面積 26-50%。
4, 罹病面積 >75%。
(5) 罹病度公式：
罹病度(%) =

Σ(罹病指數 × 該指數之罹病葉數)
4 × 調查總葉數

× 100

五、評估
當病害普遍發生情形時，應評估小區內之罹病（或死亡）或未罹病株數；
若是發病嚴重時，除罹病株數外，應評估罹病植株之罹病葉片數及罹病葉上之
罹病面積百分比。
1. 時間與頻度
1.1. 防除活性測詴時：
1.1.1. 初步評估：當不做處理之空白小區於第一次施藥前發病嚴重
時，應立即進行評估。
1.1.2. 施藥後每星期評估 1 次，至少評估 3 次或 3 次以上。
－ 8 －

1.2. 保護測詴時：
1.2.1. 初步評估（可選）：第一次施藥前立即進行初步評估。
1.2.2. 第一次評估：當不做處理之空白小區內發病嚴重時，應立即
進行評估。
1.2.3. 最終評估：通常在最後一次處理後的 10-14 天進行評估。
1.2.4. 中間評估：通常在下一次處理前進行。
1.2.5. 額外評估：可採 10-14 天間隔進行評估，以了解詴驗藥劑之
長效性(long after-effects)。
六、結果：
1. 應呈現原始之田間調查數據，以及每次調查之罹病等級或病情指數等
數據。
2. 以表格或趨勢圖方式，呈現各處理之每次調查結果，並以統計方式，
呈現其處理間之差異性。
3. 應敘明所採用之統計分析方式，並於圖表中呈現標準偏差數值或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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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葡萄露菌病之調查方法彙編
調查模式

罹病指數

葡萄： 全期

葉片 1.葉片：每小區調查 葉片及果房罹病面積分成 1-7

直立式

果房

栽培模
式

100 片葉片。
2.果房： 每小區調查

級：
1, 無病徵。

100 個果房(自然

2, 罹病面積 <5%。

發病田)或 50 個果

3, 罹病面積 5-10%。

房(人工接種發病

4, 罹病面積 10-25%。

田)。

5, 罹病面積 25-50%。
6, 罹病面積 50-75%。

文獻
4

罹病度(%) =

7, 罹病面積 >75%。

罹病度公式

× 100

調查
部位

7 × 調查總數

調查時期

Σ(罹病指數 × 該指數之罹病數)

作物

0, 無病徵。

栽培模

1, 罹病面積 1-5%。

式

2, 罹病面積 6-25%。
3, 罹病面積 26-50%。

罹病度(%) =

4, 罹病面積 >75%。

4 × 調查總葉數

片。

9
× 100

棚架式

葉片 每小區調查 200 片葉 葉片罹病面積分成 0-4 級：

Σ(罹病指數 × 該指數之罹病葉數)

葡萄： 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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