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ق

ך୯ၭᛰฦᆅࡋڋচ߯௦ᛰᏊჹᔈբނϷԖ্ғޑނБԄǴҗ
ၭᛰޣЬҙፎฦǴޣεӭฦܭЬाᔮբޑނЬाੰᙝ্ٛݯ
Ǵа಄ځᔮԵໆǹӢԜǴჹځܭдߚឦЬाᔮբ܈ނϿໆբੰޑނᙝ
্܈Ьाᔮբޑނԛाੰᙝ্ǴջԖёૈय़ᖏલЮٛݯᛰᏊϐǶࣁှ
،ၭ҇ӢคਡฦၭᛰǴԾՉᘉε٬ҔӢԶၴϸၭᛰ٬ҔᆅೕۓǴၭہ
 ܭ97 ԃ 5 ДЋࣴԜᜤᚒǴӧӝЯࣽᏢচ߾ϷԵໆၭᛰȨᛰਏȩ
ǵ
Ȩᛰ্ȩ
ǵ
Ȩූ੮ໆȩѸाගΠǴஒբނϷੰᙝ্аࣽᏢБԄϩձϒаဂಔϯϩᜪ
ᆅǴ ܭ98 ԃ 3 Д 31 ВҗၭہวѲঅ҅ȨၭᛰҖ໔၂ᡍྗ߾ȩϷϦȨၭ
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
Ԅȩ (аΠᙁᆀȨၭᛰۯ՜٬Ҕጄൎȩ)ǴаӝϯБԄۯ՜ၭᛰ٬Ҕጄൎϐ
ࡼǴڐշၭ҇ှ،Ͽໆբੰނᙝ্ٛݯҔᛰϐሡाǴ٠ӕਔঋ៝ޣჹ
ၭౢࠔፁғӼӄޑाǶ

Ҟჴࡼ
ҁֽ٩Ᏽಃ 1 ހϐȨၭᛰۯ՜٬ҔጄൎȩೕۓǴᔠຎՉςਡฦᛰ
ᏊϐၗǴഌុ ܭ98 ԃ 8 ДԿ 99 ԃ 3 ДϦਡȨမᝳࣽҐᜪȩ
ǵ
ȨНዿȩ
ǵ
Ȩૡȩ
ǵ
Ȩᓪȩ
ǵ
ȨΜӷࣽጫȩ
ǵ
Ȩ݄ȩ
ǵ
Ȩεلȩ
ǵ
ȨआلȩϷȨမᝳࣽҐ݀
ᜪȩբނϐၭᛰۯ՜٬Ҕጄൎी 415 Ƕၸ൳ԛຑբࡕǴԖགܭಃ 1
ހೕۓύϩж߄բނۓచҹၸܭᝄदǴᗨฅ߄य़ёۯ՜٬Ҕጄൎϐբނ
ࣁኧሥӭǴฅᆶූ੮ໆϩဂϭዽϐࡕǴჴሞૈӝЯۯ՜చҹޑၭᛰ٠όӭǶ
Ԗ᠘ܭԜǴԵໆՉၭᛰฦǴଞჹಃ 1 ޑހж߄բނϷж߄্ނՉঅ
҅Ǵ ܭ99 ԃ 2 Д 26 ВϦঅ҅ಃ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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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Ԅȩ (ӵߕ߄Կߕ߄Ѥ)Ǵа಄
ӝჴሞሡाǶ٠ ܭ99 ԃ 4 Д 19 ВϦਡȨૡȩբނϐၭᛰۯ՜٬Ҕጄൎी
12 Ǵಖܭှ،Ȩࡑլճȩၭᛰӧૡၴೕ٬ҔݾޑǶ

অ҅ख़ᗺᇥܴ
ಃ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
ጄൎϷځჴࡼБԄȩ୷ҁϝុۯހҁϐᆒઓǴځЬाঅ҅ख़ᗺӵΠǺ
ǵ ཥቚǵፓ܈մନਢٯǺӢᔈЬբނϷ্ނϐᡂᎂǴཥቚ܈մନբނϷ
্ނᅿᜪǹ܈ӢਭБԄৡ౦Ǵᡂ׳ਢٯǹϷࣁගܹۯ՜٬ҔޑёՉ܄Ǵ
ख़ཥࣚۓਢٯጄൎǹፓж߄բ܈ނёۯ՜٬ҔጄൎբނǴբނϷ্ނӜ
ᆀᇤǴ٠մନϩόӝۯ՜ϐਢٯǶ
Βǵ ёۯ՜٬Ҕጄൎϐբނϩ٩ߕ߄Ѥၭᛰූ੮ໆ၂ᡍբނϩဂ߄ϒа
ჄǴаճҙፎฦϐ၂ᡍೕჄǶ
Οǵ ၭ ᛰ ූ ੮ ၂ ᡍ բ  ނϩ ဂ ߄ ߯ ୖ Ե ୯ ሞ १ ࠔ  ྗ  ہ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dex) ϐ ୯ ሞ բ  ނϩ ဂ ᒌ   ہ 
(International Crop Grouping Consulting Committee, ICGCC) բނϩဂݩǴ
٠٩ך୯ၭౢࠔ܄ϩࣁ 18 ঁᜪဂ (ހҁࣁ 23 ᜪဂ)Ǻ
1.ԯᜪǹ
2.ഝᙂᜪ (চഝᙂᜪϷᚇᙂᜪӝٳǴ٠ҥңҁࣽᚇᙂᜪ٥ဂ)ǹ
3.ଳلᜪ (ҥࣽلଳلᜪ٥ဂ)ǹ
4.хယᜪ (ҥΜӷࣽхယᜪ٥ဂ)ǹ
5.λယᜪ (ҥΜӷࣽλယᜪ٥ဂǵࣽλယᜪ٥ဂǵԭӝࣽယ
ᜪ٥ဂ)ǹ
6.݀ᜪ (ҥनࣽ݀ᜪ٥ဂ)ǹ
7.Ґᜪ (җচҐᜪϷҐ݀ᜪӝ)ٳǹ
8.لᜪ (ҥلࣽلᜪ٥ဂǵᜪ٥ဂ)ǹ
9.⏯ᑰᜪ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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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ਥಳᜪ (ҥΜӷࣽਥᜪ٥ဂǵԭӝࣽਥᜪ٥ဂ)ǹ
11.ਧᜪǹ
12.ఛ݀ᜪ (ҥᖗᖚࣽ݀ᐋ٥ဂǴ݂݃౽ԿԜᜪ)ǹ
13.ځдҜόё१Н݀ (Ьाࣁচεዀ݀ᜪϷਡ݀ᜪӝ)ٳǹ
14.ځдҜё१Н݀ (Ьाࣁচλዀ݀ᜪ)ǹ
15.ૡᜪ (યጓӚᜪૡ)ǹ
16.Ғጧǹ
17.୲݀ᜪǹ
18.ڜଢ଼Ƕ
࣬ၨ ܭCodex ϐբނϩᜪǴځᆶך୯ၭᛰූ੮၂ᡍբނϩဂ߄εठᜪ
՟Ǵோך୯Ϸ٥Н݀ࣁኧၨӭǴࣁᙁϯН݀ᜪූ੮ໆ၂ᡍǴନᆢ
চԖϐਧᜪϷఛ݀ᜪѦǴஒځдН݀ϩࣁҜόё१ϷҜё१ΒεᜪǶ

҂ٰჴࡼख़ᗺ
ࣁߥምၭᛰۯ՜٬Ҕጄൎࡋڋϐຼ܄ۯǴҁֽନஒុ٩Ᏽ၀ೕۓǴЬ
ႴᓰޣҙፎၭᛰฦѦǴ٠ஒᑈཱུᒤၭᛰۯ՜٬ҔጄൎϐฦբǴঈૈ
Ԗਏှ،ၭ҇લЮٛݯᛰᏊϐॐϪୢᚒǴӕਔஒۓයᔠຎჴࡼǴঈਔঅ
҅ჴࡼϣǶԜѦǴଛӝၭ҇ᐕԃၴೕҔᛰኬᄊϐၗϩǴଞჹதᔠрၭ
ᛰූ੮όӝϐၭౢࠔǴᔠࢂցӢલЮ҂ᙚၭᛰ܌ठǴҞஒᓬӃᒤλ
ယᜪጫᜪϐၭᛰۯ՜٬ҔጄൎբǴႣीܭҁԃۭ߃ֹԋ܌Ԗբނϐ
ᔠຎπբǴ٠ഌុՉϦ٣ەǴаයᅒۭफ़եၭᛰၴೕ٬ҔϷዴߥၭౢ
ࠔϐፁғӼӄ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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ᖖࣁጫբނ

Ỻқࣁጫբ
ނ

Ỻқࣁጫբ
ނ

ݙཀ٣

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Ԅȩ (ӵߕ߄Կߕ߄Ѥ)Ǵа಄
ӝჴሞሡाǶ٠ ܭ99 ԃ 4 Д 19 ВϦਡȨૡȩբނϐၭᛰۯ՜٬Ҕጄൎी
12 Ǵಖܭှ،Ȩࡑլճȩၭᛰӧૡၴೕ٬ҔݾޑǶ

қੰ (Athelia rolfsii, ค εلǵआلǵᆘلǵӛВဗ қੰ
܄ШжǺSclerotium rolfsii)
ҏԯǵଯǵλഝңҁࣽ (Athelia rolfsii, ค܄Ш
жǺSclerotium rolfsii)
բނ
ပғ

ଯǵ⽋ᴦǵλԯǵλഝ ယඬੰ
ңҁࣽբނ
(Bipolaris sorghicola, B.
coicis, B. setariae)

ယඬੰ (चഞယੰ)
(Cochliobolus
heterostrophus, ค܄Шж
Bipolaris maydis)
દੰ (Thanatephorus
cucumeris, ค܄ШжǺ
Rhizoctonia solani)
ҏԯ

অ҅ख़ᗺᇥܴ
ଯǵ⽋ᴦǵλԯǵλഝ ҥੰ
ңҁࣽբނ
(Rhizoctonia solani)
εلǵᆘلଳلᜪբނ

៛ੰ
(Peronosclerospora
Ғጧ
sacchari)
ଯǵ⽋ᴦǵλԯǵλഝ 㚉ੰ
ңҁࣽբނ
(Puccinia spp.)
Ỻқ

चഞယੰ
(Bipolaris zizaniae)

্( ނຏ 1)

ಃ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
ጄൎϷځჴࡼБԄȩ୷ҁϝុۯހҁϐᆒઓǴځЬाঅ҅ख़ᗺӵΠǺ
ёۯ՜٬Ҕጄൎ

ǵ ཥቚǵፓ܈մନਢٯǺӢᔈЬբނϷ্ނϐᡂᎂǴཥቚ܈մନբނϷ
্ނᅿᜪǹ܈ӢਭБԄৡ౦Ǵᡂ׳ਢٯǹϷࣁගܹۯ՜٬ҔޑёՉ܄Ǵ
⽋ᴦǵλഝңҁࣽբނ

ख़ཥࣚۓਢٯጄൎǹፓж߄բ܈ނёۯ՜٬ҔጄൎբނǴբނϷ্ނӜ
բ( ނຏ 2)

ᆀᇤǴ٠մନϩόӝۯ՜ϐਢٯǶ

Βǵ ёۯ՜٬Ҕጄൎϐբނϩ٩ߕ߄Ѥၭᛰූ੮ໆ၂ᡍբނϩဂ߄ϒа

ਫ਼׀

ңҁࣽբނ

ჄǴаճҙፎฦϐ၂ᡍೕჄǶ

Ғጧ

Ỻқ

Οǵ ၭ ᛰ ූ ੮ ၂ ᡍ բ  ނϩ ဂ ߄ ߯ ୖ Ե ୯ ሞ १ ࠔ  ྗ  ہ  (Codex
चഞယੰ (Cochliobolus
miyabeanus, ค܄ШжǺ
Bipolaris oryzae)
៛ੰ (Peronosclerospora
sacchari)

ᖖ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dex) ϐ ୯ ሞ բ  ނϩ ဂ ᒌ   ہ 
㚉ੰ(Puccinia sorghi, P.
polysora)

(International Crop Grouping Consulting Committee, ICGCC) բނϩဂݩǴ
ж߄্( ނຏ 1)

٠٩ך୯ၭౢࠔ܄ϩࣁ 18 ঁᜪဂ (ހҁࣁ 23 ᜪဂ)Ǻ
ж߄٬Ҕጄൎ

2.ഝᙂᜪ (চഝᙂᜪϷᚇᙂᜪӝٳǴ٠ҥңҁࣽᚇᙂᜪ٥ဂ)ǹ
3.ଳلᜪ (ҥࣽلଳلᜪ٥ဂ)ǹ

4.хယᜪ (ҥΜӷࣽхယᜪ٥ဂ)ǹ
ж߄բނ

5.λယᜪ (ҥΜӷࣽλယᜪ٥ဂǵࣽλယᜪ٥ဂǵԭӝࣽယ

ҏԯ

ҏԯ

Нዿ

6.݀ᜪ (ҥनࣽ݀ᜪ٥ဂ)ǹ

7.Ґᜪ (җচҐᜪϷҐ݀ᜪӝ)ٳǹ

ҏԯ

ᜪ٥ဂ)ǹ

9.⏯ᑰᜪǹ

ᚇᙂ

Нዿ

8.لᜪ (ҥلࣽلᜪ٥ဂǵᜪ٥ဂ)ǹ

բނ
ဂಔ

ߕ߄ǵఠᏊᛰਏ၂ᡍբނϩဂ߄

1.ԯᜪ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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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tophthora infestans)

ق

ࣝੰ (Phytophthora spp.)

ඬੰ๋܈ඬੰ
(Alternaria leaf spot, Black
leaf spot, Brown rot)


៛ੰ
(Downy mildews)

ᆶж߄্࣬ނӕϐभයੰ
্
ᆶж߄্࣬ނӕϐੰ্
(Diseases)
қણੰ
(Powdery mildews)

भੰ
(Aspergillus flavus)

ጰ৯Ϙǵύၰǵ✎൛ǵቅϺԋǵྷዞ
Չࡹଣၭہނٛࣝᔠֽࣝ ނٛࣝಔ

ך୯ၭᛰฦᆅࡋڋচ߯௦ᛰᏊჹᔈբނϷԖ্ғޑނБԄǴҗ

ၭᛰޣЬҙፎฦǴޣεӭฦܭЬाᔮբޑނЬाੰᙝ্ٛݯ
Ǵа಄ځᔮԵໆǹӢԜǴჹځܭдߚឦЬाᔮբ܈ނϿໆբੰޑނᙝ
नࣽբނ
ࣽلբނ
चᡀጱǵФ⣢
ಸ
៛ੰ (Downy mildews)
Μӷࣽբނǵࣽբނǵ

ԭӝࣽբނ
Лل
ඬੰ (Alternaria leaf spot, Μӷࣽբނǵࣽբނ
Black leaf spot, Brown rot)
ԭӝࣽբނ
ࣽلբނ
ࣝੰ (Phytophthora spp.)
नࣽբނ
ࣽբނǵౡ
ԭӝࣽբނ
ࣽلբނ
ؾǵᖖ
ಸ
ఁࣝੰ (Phytophthora
พन܈ଭႍᖘ
infestans)

ଯǵλഝңҁࣽբނ

্܈Ьाᔮբޑނԛाੰᙝ্ǴջԖёૈय़ᖏલЮٛݯᛰᏊϐǶࣁှ
،ၭ҇ӢคਡฦၭᛰǴԾՉᘉε٬ҔӢԶၴϸၭᛰ٬ҔᆅೕۓǴၭہ
 ܭ97 ԃ 5 ДЋࣴԜᜤᚒǴӧӝЯࣽᏢচ߾ϷԵໆၭᛰȨᛰਏȩ
ǵ
Ȩᛰ্ȩ
ǵ
Ȩූ੮ໆȩѸाගΠǴஒբނϷੰᙝ্аࣽᏢБԄϩձϒаဂಔϯϩᜪ
မᝳࣽբނ

εلǵआل

ᆅǴ ܭ98 ԃ 3 Д 31 ВҗၭہวѲঅ҅ȨၭᛰҖ໔၂ᡍྗ߾ȩϷϦȨၭ
ጫ

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
Ԅȩ (аΠᙁᆀȨၭᛰۯ՜٬Ҕጄൎȩ)ǴаӝϯБԄۯ՜ၭᛰ٬Ҕጄൎϐ
қણੰ (Powdery mildews)

߷ᆭੰ (Aspergillus niger)

ࡼǴڐշၭ҇ှ،Ͽໆբੰނᙝ্ٛݯҔᛰϐሡाǴ٠ӕਔঋ៝ޣჹ

ੰ্ (Diseases)

ၭౢࠔፁғӼӄޑाǶ

Ҟჴࡼ

भයੰ্

ҁֽ٩Ᏽಃ 1 ހϐȨၭᛰۯ՜٬ҔጄൎȩೕۓǴᔠຎՉςਡฦᛰ

ᏊϐၗǴഌុ ܭ98 ԃ 8 ДԿ 99 ԃ 3 ДϦਡȨမᝳࣽҐᜪȩ
ǵ
ȨНዿȩ
ǵ
Ȩૡȩ
ǵ
Ȩᓪȩ
ǵ
ȨΜӷࣽጫȩ
ǵ
Ȩ݄ȩ
ǵ
Ȩεلȩ
ǵ
ȨआلȩϷȨမᝳࣽҐ݀
ଭႍᖘ܈พ
न

ౡ܈พन

Μӷࣽጫ
Һᒧ1ᅿ

Μӷࣽጫ
Һᒧ1ᅿ

ጫҺᒧ1
ᅿ
चҐࢩ܈३
Ґ
चҐ

ပғ

ᜪȩբނϐၭᛰۯ՜٬Ҕጄൎी 415 Ƕၸ൳ԛຑբࡕǴԖགܭಃ 1
ހೕۓύϩж߄բނۓచҹၸܭᝄदǴᗨฅ߄य़ёۯ՜٬Ҕጄൎϐբނ
ࣁኧሥӭǴฅᆶූ੮ໆϩဂϭዽϐࡕǴჴሞૈӝЯۯ՜చҹޑၭᛰ٠όӭǶ
ጫ

Ԗ᠘ܭԜǴԵໆՉၭᛰฦǴଞჹಃ 1 ޑހж߄բނϷж߄্ނՉঅ
҅Ǵ ܭ99 ԃ 2 Д 26 ВϦঅ҅ಃ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
51

Ҷ໕ၭށϷၮӦᚇձᆶନᏊӼӄ٬Ҕࣴಞт

३ᑴϷਧ
ࢃੰϩձࣁ
Guignardia

ӛВဗࣁᚇᙂ
բނǶ

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Ԅȩ (ӵߕ߄Կߕ߄Ѥ)Ǵа಄

ᆶж߄্࣬ނӕϐಒ܄
ੰ্ (Bacterial diseases)

ᆶж߄্࣬ނӕϐಒ܄
ੰ্ (Bacterial diseases)

ᆶж߄্࣬ނӕϐੰ্
(Diseases)
ಳੰ
(Stem blight)

অ҅ख़ᗺᇥܴ
ࣅੴੰ
(Colletotrichum spp.)

ᆶж߄্࣬ނӕϐੰ্
(Diseases)

12 Ǵಖܭှ،Ȩࡑլճȩၭᛰӧૡၴೕ٬ҔݾޑǶ

ࢃੰ (Venturia spp.)

ӝჴሞሡाǶ٠ ܭ99 ԃ 4 Д 19 ВϦਡȨૡȩբނϐၭᛰۯ՜٬Ҕጄൎी

қੰ
(Southern blight)

ಃ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
ጄൎϷځჴࡼБԄȩ୷ҁϝុۯހҁϐᆒઓǴځЬाঅ҅ख़ᗺӵΠǺ
ǵ ཥቚǵፓ܈մନਢٯǺӢᔈЬբނϷ্ނϐᡂᎂǴཥቚ܈մନբނϷ
্ނᅿᜪǹ܈ӢਭБԄৡ౦Ǵᡂ׳ਢٯǹϷࣁගܹۯ՜٬ҔޑёՉ܄Ǵ

ᆀᇤǴ٠մନϩόӝۯ՜ϐਢٯǶ

नࣽբނ
ξဗ
Μӷࣽբނǵࣽբނ
ԭӝࣽբނ
नࣽբނ
ಸ
ఘǵ݀ᖗᖚࣽ݀ᐋ

नࣽբނ
ࣽلբނ
चᡀጱǵФ⣢ǵؾǵفǵ
ᖖ
ӛВဗ
ԭӝࣽբނ
ߎଞ
नࣽբނ
Μӷࣽբނǵࣽբނǵ

ԭӝࣽբނ
ࣽلբނ
ف
ಸ
ࣽلբނ

ख़ཥࣚۓਢٯጄൎǹፓж߄բ܈ނёۯ՜٬ҔጄൎբނǴբނϷ্ނӜ

Βǵ ёۯ՜٬Ҕጄൎϐբނϩ٩ߕ߄Ѥၭᛰූ੮ໆ၂ᡍբނϩဂ߄ϒа
ჄǴаճҙፎฦϐ၂ᡍೕჄǶ

Οǵ ၭ ᛰ ූ ੮ ၂ ᡍ բ  ނϩ ဂ ߄ ߯ ୖ Ե ୯ ሞ १ ࠔ  ྗ  ہ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dex) ϐ ୯ ሞ բ  ނϩ ဂ ᒌ   ہ 

ੰ্
(Diseases)
ಳੰ
(Stem blight)

ಒ্ੰ܄
(Bacterial diseases)

ಒ্ੰ܄
(Bacterial diseases)

Μӷࣽጫ
Һᒧ1ᅿ

พन܈ౡ

ࣅੴੰ
(Colletotrichum spp.)
ౡ

1.ԯᜪǹ

ࣽلጫբ
ނҺᒧ1ᅿ
ᝳแ

ੰ্
(Diseases)
ጳǵॢǵᇁ
Һᒧ1ᅿ

٠٩ך୯ၭౢࠔ܄ϩࣁ 18 ঁᜪဂ (ހҁࣁ 23 ᜪဂ)Ǻ

3.ଳلᜪ (ҥࣽلଳلᜪ٥ဂ)ǹ

4.хယᜪ (ҥΜӷࣽхယᜪ٥ဂ)ǹ

ࢃੰ
(Venturia spp.)

2.ഝᙂᜪ (চഝᙂᜪϷᚇᙂᜪӝٳǴ٠ҥңҁࣽᚇᙂᜪ٥ဂ)ǹ

6.݀ᜪ (ҥनࣽ݀ᜪ٥ဂ)ǹ
7.Ґᜪ (җচҐᜪϷҐ݀ᜪӝ)ٳǹ

8.لᜪ (ҥلࣽلᜪ٥ဂǵᜪ٥ဂ)ǹ
9.⏯ᑰᜪǹ

62

݀ᐋ

ᜪ٥ဂ)ǹ

ఛ

5.λယᜪ (ҥΜӷࣽλယᜪ٥ဂǵࣽλယᜪ٥ဂǵԭӝࣽယ

ጫ

พन܈ጳ

қੰ (Southern blight)

(International Crop Grouping Consulting Committee, ICGCC) բނϩဂݩǴ

ࣅੴੰ (Colletotrichum
ૡǵڜଢ଼ࣁ
spp.)ǵဟఁᆭੰ
ҔբނǶ
(Glomerella cingulata)ǵૡ
هယੰ (Colletotrichum
camelliae)

ȨӦϷ݀
ჴࣝੰȩᆶȨਥ
ϷӦΠࣝ
ੰȩᔈӚձ
Չ၂ᡍǶ
ཥቚค݀ǵ
आЛϏǶ
ڜଢ଼ࣁҔբ
ނǶ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musae Ϸ
Guignardia
citricarpaǶ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 (Phytophthora spp.)

ࣝੰ (Phytophthora
spp.)ǵ៛ࣝੰ
(Peronophythora litchii)

қણੰ (Powdery
mildews)
қણੰ (Powdery
mildews)

ጰ৯Ϙǵύၰǵ✎൛ǵቅϺԋǵྷዞ
Չࡹଣၭہނٛࣝᔠֽࣝ ނٛࣝಔ

ق
㚉ੰ (Rusts)

ך୯ၭᛰฦᆅࡋڋচ߯௦ᛰᏊჹᔈբނϷԖ্ғޑނБԄǴҗ
ၭᛰޣЬҙፎฦǴޣεӭฦܭЬाᔮբޑނЬाੰᙝ্ٛݯ
Ǵа಄ځᔮԵໆǹӢԜǴჹځܭдߚឦЬाᔮբ܈ނϿໆբੰޑނᙝ
ఛǵਲǵఘǵǵӑࡋවǵ
आව
݄ǵᓪ
ڜଢ଼
ЕҐǵ३ᑴǵพ݄ǵ݄ǵ
ᓪǵआЛϏǵԭ३݀ǵႀ
ఛǵआᓪ݀ǵёёྲྀη
ဟ (ఁᆭੰ)ǵጪᜦǵพ
ҡᄱǵླྀਲǵค݀
ఛǵ݀ǵਲǵఘǵ݂݃ǵ
࢈
ਧᜪ

ఛǵਲǵఘǵǵ݀ǵӑ
ࡋවǵ࢈
ᘔ݀ǵЕҐǵ㌱ญਲ
ਧᜪ
ЕҐǵพ݄ǵᘔ݀ǵስఛǵ
݄ǵᓪǵआЛϏǵԭ३
݀ǵႀఛ
ӑࡋවǵआවǵ݂݃
ਧᜪ
พҡᄱǵค݀

্܈Ьाᔮբޑނԛाੰᙝ্ǴջԖёૈय़ᖏલЮٛݯᛰᏊϐǶࣁှ
،ၭ҇ӢคਡฦၭᛰǴԾՉᘉε٬ҔӢԶၴϸၭᛰ٬ҔᆅೕۓǴၭہ
 ܭ97 ԃ 5 ДЋࣴԜᜤᚒǴӧӝЯࣽᏢচ߾ϷԵໆၭᛰȨᛰਏȩ
ǵ
Ȩᛰ্ȩ
ǵ
Ȩූ੮ໆȩѸाගΠǴஒբނϷੰᙝ্аࣽᏢБԄϩձϒаဂಔϯϩᜪ
ᆅǴ ܭ98 ԃ 3 Д 31 ВҗၭہวѲঅ҅ȨၭᛰҖ໔၂ᡍྗ߾ȩϷϦȨၭ
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
Ԅȩ (аΠᙁᆀȨၭᛰۯ՜٬Ҕጄൎȩ)ǴаӝϯБԄۯ՜ၭᛰ٬Ҕጄൎϐ

ࣅੴੰ (Colletotrichum
spp.)

Ҟჴࡼ
㚉ੰ (Rusts)

ࣝੰ
(Phytophthora spp.)

ၭౢࠔፁғӼӄޑाǶ

ࣝੰ (Phytophthora spp.)

ᘔ݀܈ЕҐ қણੰ (Powdery mildews)

қણੰ (Powdery mildews)

ࡼǴڐշၭ҇ှ،Ͽໆբੰނᙝ্ٛݯҔᛰϐሡाǴ٠ӕਔঋ៝ޣჹ

ҁֽ٩Ᏽಃ 1 ހϐȨၭᛰۯ՜٬ҔጄൎȩೕۓǴᔠຎՉςਡฦᛰ
ᏊϐၗǴഌុ ܭ98 ԃ 8 ДԿ 99 ԃ 3 ДϦਡȨမᝳࣽҐᜪȩ
ǵ
ȨНዿȩ
ǵ
Ȩૡȩ
ǵ
Ȩᓪȩ
ǵ
ȨΜӷࣽጫȩ
ǵ
Ȩ݄ȩ
ǵ
Ȩεلȩ
ǵ
ȨआلȩϷȨမᝳࣽҐ݀
ЕҐ܈พ
݄

ᜪȩբނϐၭᛰۯ՜٬Ҕጄൎी 415 Ƕၸ൳ԛຑբࡕǴԖགܭಃ 1
ᘔ݀

ဟ

ጪᜦ

ဟ

ހೕۓύϩж߄բނۓచҹၸܭᝄदǴᗨฅ߄य़ёۯ՜٬Ҕጄൎϐբނ
ࣁኧሥӭǴฅᆶූ੮ໆϩဂϭዽϐࡕǴჴሞૈӝЯۯ՜చҹޑၭᛰ٠όӭǶ
݀ᐋ

Ԗ᠘ܭԜǴԵໆՉၭᛰฦǴଞჹಃ 1 ޑހж߄բނϷж߄্ނՉঅ
҅Ǵ ܭ99 ԃ 2 Д 26 ВϦঅ҅ಃ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
71

ຏ 1Ǻж߄্ނёۯ՜্֡ނаੰӜуຏੰচᏢӜ܈೯ᆀ߄ҢǶ
ຏ 2ǺӚࣽբނᅿᜪᇥܴӵΠǺ
ңҁࣽբނхࡴНዿǵҏԯǵଯǵλԯǵλഝǵᐪഝǵεഝǵ⽋ᴦǶ
Μӷࣽբނхࡴό่ౚϷ่ౚқǵҒᙔǵྲྀǵߙǵᙔǵǵᙘǵݨǵᡀጱǵᑶǵξဗǶ
नࣽբނхࡴพनǵౡǵनηǵᇺǵ࢘Ƕ
ࣽբނхࡴό่ౚϷъ่ౚသथǵἊᆻǵआስǵқስǵࡿکǶ
ࣽلբނхࡴεلǵፚلǵلǵὂلǵلǵᡠلǵࡧلǵᖀلǵပғǵआلǵᆘلǵلǵᐋلǶ
မᝳࣽբނхࡴचҐǵधҐǵํҐǵࠄҐǵহࠄҐǵὪΓҐǵоҐǵຫҐǵࡧᇀǵࢩ३Ґǵ३ҐǵՋҐǶ
ԭӝࣽբނхࡴጳǵॢǵᇁǵߎଞǵࢩጳǵ੧ጳǵ⽛ⶊǵ१ҔԭӝǶ
ᖗᖚࣽ݀ᐋхࡴఛǵਲǵఘǵǵǵ݀ǵ݂݃ǵឮਲǶ
ਧᜪբނхࡴఏǵ⋀ǵੇఛǵपكǵ࢛ǵᙏᐈǵᘗᘔǵဟǵЎѿǵηǵқǵՋࡼǵߎਧǵ
ۅǵߎǶ

ᆶж߄্࣬ނӕϐಒ ܄ȨӦಒ
ੰ্ (Bacterial diseases)
্ੰ܄ȩᆶȨӦ
Πಒੰ܄
্ȩᔈӚձ
Չ၂ᡍǶ
қદԳੰ
ૡࣁҔբ
(Rosellinia necatrix)
ނǶ
ፃਥੰ
(Phellinus noxius)
ᆶж߄্࣬ނӕϐੰ্

Ҷ໕ၭށϷၮӦᚇձᆶନᏊӼӄ٬Ҕࣴಞт

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Ԅȩ (ӵߕ߄Կߕ߄Ѥ)Ǵа಄
ӝჴሞሡाǶ٠ ܭ99 ԃ 4 Д 19 ВϦਡȨૡȩբނϐၭᛰۯ՜٬Ҕጄൎी
12 Ǵಖܭှ،Ȩࡑլճȩၭᛰӧૡၴೕ٬ҔݾޑǶ

অ҅ख़ᗺᇥܴ

ಃ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
ጄൎϷځჴࡼБԄȩ୷ҁϝុۯހҁϐᆒઓǴځЬाঅ҅ख़ᗺӵΠǺ
ǵ ཥቚǵፓ܈մନਢٯǺӢᔈЬբނϷ্ނϐᡂᎂǴཥቚ܈մନբނϷ
্ނᅿᜪǹ܈ӢਭБԄৡ౦Ǵᡂ׳ਢٯǹϷࣁගܹۯ՜٬ҔޑёՉ܄Ǵ
ૡ (هယੰ)
ڜଢ଼
ᘔ݀ǵЕҐǵስఛǵ३ᑴ
ਲᖗᖚࣽ݀ᐋ
ླྀਲ
ਧᜪ

ख़ཥࣚۓਢٯጄൎǹፓж߄բ܈ނёۯ՜٬ҔጄൎբނǴբނϷ্ނӜ
݀ᐋǵૡϷځдᐋᅿ

݀ᐋǵૡϷځдᐋᅿ

ᆀᇤǴ٠մନϩόӝۯ՜ϐਢٯǶ

Βǵ ёۯ՜٬Ҕጄൎϐբނϩ٩ߕ߄Ѥၭᛰූ੮ໆ၂ᡍբނϩဂ߄ϒа
ᢀ፞ы

ჄǴаճҙፎฦϐ၂ᡍೕჄǶ

Οǵ ၭ ᛰ ූ ੮ ၂ ᡍ բ  ނϩ ဂ ߄ ߯ ୖ Ե ୯ ሞ १ ࠔ  ྗ  ہ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dex) ϐ ୯ ሞ բ  ނϩ ဂ ᒌ   ہ 

ಒ( ্ੰ܄Bacterial
diseases)

қદԳੰ (Rosellinia
necatrix)
ፃਥੰ (Phellinus noxius)

ᘔ݀܈ਧ
ᜪ

ఛ

(International Crop Grouping Consulting Committee, ICGCC) բނϩဂݩǴ
٠٩ך୯ၭౢࠔ܄ϩࣁ 18 ঁᜪဂ (ހҁࣁ 23 ᜪဂ)Ǻ
1.ԯᜪǹ

2.ഝᙂᜪ (চഝᙂᜪϷᚇᙂᜪӝٳǴ٠ҥңҁࣽᚇᙂᜪ٥ဂ)ǹ
3.ଳلᜪ (ҥࣽلଳلᜪ٥ဂ)ǹ
ੰ্

4.хယᜪ (ҥΜӷࣽхယᜪ٥ဂ)ǹ
ᜪ٥ဂ)ǹ

ыҺᒧ1
ᅿ

5.λယᜪ (ҥΜӷࣽλယᜪ٥ဂǵࣽλယᜪ٥ဂǵԭӝࣽယ

ဟ

6.݀ᜪ (ҥनࣽ݀ᜪ٥ဂ)ǹ

7.Ґᜪ (җচҐᜪϷҐ݀ᜪӝ)ٳǹ
9.⏯ᑰᜪǹ

ы

8.لᜪ (ҥلࣽلᜪ٥ဂǵᜪ٥ဂ)ǹ

82

ၭౢࠔፁғӼӄޑाǶ

ᏊϐၗǴഌុ ܭ98 ԃ 8 ДԿ 99 ԃ 3 ДϦਡȨမᝳࣽҐᜪȩ
ǵ
ȨНዿȩ
ǵ

Ȩૡȩ
ǵ
Ȩᓪȩ
ǵ
ȨΜӷࣽጫȩ
ǵ
Ȩ݄ȩ
ǵ
Ȩεلȩ
ǵ
ȨआلȩϷȨမᝳࣽҐ݀

ᜪȩբނϐၭᛰۯ՜٬Ҕጄൎी 415 Ƕၸ൳ԛຑբࡕǴԖགܭಃ 1

ހೕۓύϩж߄բނۓచҹၸܭᝄदǴᗨฅ߄य़ёۯ՜٬Ҕጄൎϐբނ

ࣁኧሥӭǴฅᆶූ੮ໆϩဂϭዽϐࡕǴჴሞૈӝЯۯ՜చҹޑၭᛰ٠όӭǶ

Ԗ᠘ܭԜǴԵໆՉၭᛰฦǴଞჹಃ 1 ޑހж߄բނϷж߄্ނՉঅ

҅Ǵ ܭ99 ԃ 2 Д 26 ВϦঅ҅ಃ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

բނ
ဂಔ
Нዿ

ҁֽ٩Ᏽಃ 1 ހϐȨၭᛰۯ՜٬ҔጄൎȩೕۓǴᔠຎՉςਡฦᛰ

91

Нዿ

Ҟჴࡼ
Ỻқ

Нዿ

Нዿ

ך୯ၭᛰฦᆅࡋڋচ߯௦ᛰᏊჹᔈբނϷԖ্ғޑނБԄǴҗ

ၭᛰޣЬҙፎฦǴޣεӭฦܭЬाᔮբޑނЬाੰᙝ্ٛݯ

Ǵа಄ځᔮԵໆǹӢԜǴჹځܭдߚឦЬाᔮբ܈ނϿໆբੰޑނᙝ
্܈Ьाᔮբޑނԛाੰᙝ্ǴջԖёૈय़ᖏલЮٛݯᛰᏊϐǶࣁှ

،ၭ҇ӢคਡฦၭᛰǴԾՉᘉε٬ҔӢԶၴϸၭᛰ٬ҔᆅೕۓǴၭہ

 ܭ97 ԃ 5 ДЋࣴԜᜤᚒǴӧӝЯࣽᏢচ߾ϷԵໆၭᛰȨᛰਏȩ
ǵ
Ȩᛰ্ȩ
ǵ

Ȩූ੮ໆȩѸाගΠǴஒբނϷੰᙝ্аࣽᏢБԄϩձϒаဂಔϯϩᜪ
ᆅǴ ܭ98 ԃ 3 Д 31 ВҗၭہวѲঅ҅ȨၭᛰҖ໔၂ᡍྗ߾ȩϷϦȨၭ

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

Ԅȩ (аΠᙁᆀȨၭᛰۯ՜٬Ҕጄൎȩ)ǴаӝϯБԄۯ՜ၭᛰ٬Ҕጄൎϐ
ዿळᙝ (Parnara guttata)ǵዿЈᛳ (Hydrellia
philippina)ǵዿᑹೋ (Naranga aenescens)ǵѠڹห
(Spodoptera mauritia)ǵᐋጬጸ(Melanitis leda)
ዿຝሷᙝ (Echinocnemus squameus)ǵ៓Ҙᙝ
(Dicladispa armigera)ǵॄݝᙝ(Oulema oryzae)

ଵ׀ယᙜ (Nephotettix cincticeps)ǵచ׀ယᙜ
(Nephotettix nigropictus)ǵѠ׀ယᙜ (Nephotettix
virescens)ǵႝӀယᙜ (Recilia dorsalis)ǵқવယᙜ
(Thaia rubiginosa) ယᙜᜪ
╕ຝ (Scotinophara lurida)ǵࠄБᆘ╕ຝ(Nezara
viridula) ╕ຝᜪ
ዿᖜଭ (Stenchaetothrips biformis)ǵዿᆅᖜଭ
(Haplothrips aculeatus) ᖜଭᜪ

ፃ०ጼ (Nilaparvata lugens)ǵඬ०ጼ(Laodelphax
striatellus)ǵқङ०ጼ (Sogatella furcifera) ዿጼᜪ
ߏᆘ०ጼ (Saccharosydne procerus)

ق

׀ယᙜҺᒧ1ᅿ Нዿ
(Nephotettix spp.)

ዦഁᑹ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Нຝሷᙝ
(Lissorhoptrus
oryzophilus)
ፃ०ጼ
(Nilaparvata
lugens)

Ỻқ

⽋ᴦ

Нዿ

բނ

ёۯ՜٬Ҕጄൎ
্ނ
Οϯᑹ (Scirpophaga incertulas)ǵεᑹ (Sesamia
inferens)
Βϯᑹ (Chilo suppressalis)



Нዿ

Нዿ

Нዿ

Нዿ

ж߄٬Ҕጄൎ
ж߄բނ
ж߄্ނ
Нዿ
Βϯᑹ (Chilo
suppressalis)

ߕ߄Βǵ ఠᙝᏊᆶఠ䌌Ꮚᛰਏ၂ᡍբނϩဂ߄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ጰ৯Ϙǵύၰǵ✎൛ǵቅϺԋǵྷዞ
Չࡹଣၭہނٛࣝᔠֽࣝ ނٛࣝಔ

Ỻқࣁጫբ
ނǶ

⽋ᴦࣁᚇᙂբ
ނǶ
Ỻқࣁጫբ
ނǶ

ݙཀ٣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ࡼǴڐշၭ҇ှ،Ͽໆբੰނᙝ্ٛݯҔᛰϐሡाǴ٠ӕਔঋ៝ޣჹ

բނ
ဂಔ
ᚇᙂ

ᜪ٥ဂ)ǹ

6.݀ᜪ (ҥनࣽ݀ᜪ٥ဂ)ǹ

7.Ґᜪ (җচҐᜪϷҐ݀ᜪӝ)ٳǹ

9.⏯ᑰᜪǹ

10
2

8.لᜪ (ҥلࣽلᜪ٥ဂǵᜪ٥ဂ)ǹ

εل

ε܈لပ
ғ

εل

Οǵ ၭ ᛰ ූ ੮ ၂ ᡍ բ  ނϩ ဂ ߄ ߯ ୖ Ե ୯ ሞ १ ࠔ  ྗ  ہ  (Codex

12 Ǵಖܭှ،Ȩࡑլճȩၭᛰӧૡၴೕ٬ҔݾޑǶ
ݙཀ٣

ӝჴሞሡाǶ٠ ܭ99 ԃ 4 Д 19 ВϦਡȨૡȩբނϐၭᛰۯ՜٬Ҕጄൎी

ಃ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

ጄൎϷځჴࡼБԄȩ୷ҁϝុۯހҁϐᆒઓǴځЬाঅ҅ख़ᗺӵΠǺ

ǵ ཥቚǵፓ܈մନਢٯǺӢᔈЬբނϷ্ނϐᡂᎂǴཥቚ܈մନբނϷ
্ނᅿᜪǹ܈ӢਭБԄৡ౦Ǵᡂ׳ਢٯǹϷࣁගܹۯ՜٬ҔޑёՉ܄Ǵ

ख़ཥࣚۓਢٯጄൎǹፓж߄բ܈ނёۯ՜٬ҔጄൎբނǴբނϷ্ނӜ
ᆀᇤǴ٠մନϩόӝۯ՜ϐਢٯǶ

Βǵ ёۯ՜٬Ҕጄൎϐբނϩ٩ߕ߄Ѥၭᛰූ੮ໆ၂ᡍբނϩဂ߄ϒа
ჄǴаճҙፎฦϐ၂ᡍೕჄǶ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dex) ϐ ୯ ሞ բ  ނϩ ဂ ᒌ   ہ 
ҏԯᑹ (Ostrinia furnacalis)ǵพनڹာ (Helicoverpa ᖖࣁጫբނ
armigera )ǵࢥာᜪ (Tussock moths and their relatives) Ƕ

૯ᙝᜪ

ёۯ՜٬Ҕጄൎ
্ނ

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Ԅȩ (ӵߕ߄Կߕ߄Ѥ)Ǵа಄

(International Crop Grouping Consulting Committee, ICGCC) բނϩဂݩǴ

٠٩ך୯ၭౢࠔ܄ϩࣁ 18 ঁᜪဂ (ހҁࣁ 23 ᜪဂ)Ǻ

2.ഝᙂᜪ (চഝᙂᜪϷᚇᙂᜪӝٳǴ٠ҥңҁࣽᚇᙂᜪ٥ဂ)ǹ

3.ଳلᜪ (ҥࣽلଳلᜪ٥ဂ)ǹ

4.хယᜪ (ҥΜӷࣽхယᜪ٥ဂ)ǹ

5.λယᜪ (ҥΜӷࣽλယᜪ٥ဂǵࣽλယᜪ٥ဂǵԭӝࣽယ

௹દڹာ (Spodoptera litura)ǵౡڹာ (Spodoptera
exigua)ǵพनڹာ (Helicoverpa armigera)ǵሌદڹာ
(Trichoplusia ni)ڹာᜪ
λқદࢥာ (Orgyia postica)ǵѠࢥာ (Euproctis
taiwana)ࢥာᜪ
చદϺာ (Hippotion celerio)ǵጺෘϺာ (Agrius
convolvuli)Ϻာᜪ
لಲᑹ (Maruca vitrata)ǵқጔᑹာ (Etiella
zinckenella) ᑹာᜪ
ပғǵε لਥወᛳ (Ophhiomyia centrosematis)ǵಳወᛳ
ਥወᛳ
1.لǵὂل
ǵआلǵᆘ( لMelanagromyza sojae)
ǵࣁلጫ
(Ophhiomyia
ᜪբނǶ
centrosematis)  ܈ଳلᜪբނ
ಳወᛳ
ፚلǵلǵ
2.Лࣁلεل
ϐӕނ౦ӜǶ
(Melanagromyza ὂلǵل
sojae)
لࣽلᜪբ
ނ
λᆘယᙜ
ပғ܈ε لλᆘယᙜ (Edwardsiana flavescens)
ࣿဗࣁጫբ
ނǶ
(Edwardsiana
ࣿဗ
flavescens)
૯ᙝᜪҺᒧ1ᅿ
ҏԯǵଯ
ා૯ (Aphis gossypii)ǵل૯ (Aphis craccivora)ǵਲ૯ ل૯ࣁل૯
(Myzus persicae)ǵ૯ᙝ (Longiunguis sacchari) ૯ ϐӕނ౦ӜǴ
Ғጧ
ᙝᜪ
մନل૯Ƕ
ጪ

1.ԯᜪǹ

ပғ܈
εل

բނ
ҏԯǵଯǵ
⽋ᴦǵλԯ
ҏԯǵଯǵ
⽋ᴦǵλԯ
ਫ਼׀
ᖖ
ڹာᜪࢥ܈ာᜪ ပғǵεل
ǵआلǵᆘل
(Noctuid moths,
Tussock moths
ҏԯǵଯǵ
and their relatives) λഝǵⶊഝ

ж߄٬Ҕጄൎ
ж߄բނ
ж߄্ނ
ҏԯ܈ଯ ૯ᙝᜪҺᒧ1ᅿ

ҏԯ
ҏԯᑹ (Ostrinia
furnacalis)

Ҷ໕ၭށϷၮӦᚇձᆶନᏊӼӄ٬Ҕࣴಞт

অ҅ख़ᗺᇥܴ

҅Ǵ ܭ99 ԃ 2 Д 26 ВϦঅ҅ಃ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

ጫ

բނ
ဂಔ
ᚇᙂ

ࣁኧሥӭǴฅᆶූ੮ໆϩဂϭዽϐࡕǴჴሞૈӝЯۯ՜చҹޑၭᛰ٠όӭǶ

Ԗ᠘ܭԜǴԵໆՉၭᛰฦǴଞჹಃ 1 ޑހж߄բނϷж߄্ނՉঅ

Ғᙔ

Ғᙔ

բނ
आلǵᆘل
لࣽلᜪբ
ނ

ёۯ՜٬Ҕጄൎ
্ނ
لಲᑹ (Maruca vitrata)

ҁֽ٩Ᏽಃ 1 ހϐȨၭᛰۯ՜٬ҔጄൎȩೕۓǴᔠຎՉςਡฦᛰ

ᏊϐၗǴഌុ ܭ98 ԃ 8 ДԿ 99 ԃ 3 ДϦਡȨမᝳࣽҐᜪȩ
ǵ
ȨНዿȩ
ǵ

Ȩૡȩ
ǵ
Ȩᓪȩ
ǵ
ȨΜӷࣽጫȩ
ǵ
Ȩ݄ȩ
ǵ
Ȩεلȩ
ǵ
ȨआلȩϷȨမᝳࣽҐ݀

ᜪȩբނϐၭᛰۯ՜٬Ҕጄൎी 415 Ƕၸ൳ԛຑբࡕǴԖགܭಃ 1

λာ (Plutella
xylostella)

1.ፚلǵل
ǵὂلǵل
ࣁጫբނǶ
2.Лࣁلεل
ϐӕނ౦ӜǶ

ݙཀ٣

ጰ৯Ϙǵύၰǵ✎൛ǵቅϺԋǵྷዞ
Չࡹଣၭہނٛࣝᔠֽࣝ ނٛࣝಔ



ך୯ၭᛰฦᆅࡋڋচ߯௦ᛰᏊჹᔈբނϷԖ্ғޑނБԄǴҗ

ၭᛰޣЬҙፎฦǴޣεӭฦܭЬाᔮբޑނЬाੰᙝ্ٛݯ

Ǵа಄ځᔮԵໆǹӢԜǴჹځܭдߚឦЬाᔮբ܈ނϿໆբੰޑނᙝ
্܈Ьाᔮբޑނԛाੰᙝ্ǴջԖёૈय़ᖏલЮٛݯᛰᏊϐǶࣁှ

،ၭ҇ӢคਡฦၭᛰǴԾՉᘉε٬ҔӢԶၴϸၭᛰ٬ҔᆅೕۓǴၭہ

 ܭ97 ԃ 5 ДЋࣴԜᜤᚒǴӧӝЯࣽᏢচ߾ϷԵໆၭᛰȨᛰਏȩ
ǵ
Ȩᛰ্ȩ
ǵ

Ȩූ੮ໆȩѸाගΠǴஒբނϷੰᙝ্аࣽᏢБԄϩձϒаဂಔϯϩᜪ
ᆅǴ ܭ98 ԃ 3 Д 31 ВҗၭہวѲঅ҅ȨၭᛰҖ໔၂ᡍྗ߾ȩϷϦȨၭ

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

Ԅȩ (аΠᙁᆀȨၭᛰۯ՜٬Ҕጄൎȩ)ǴаӝϯБԄۯ՜ၭᛰ٬Ҕጄൎϐ
ࡼǴڐշၭ҇ှ،Ͽໆբੰނᙝ্ٛݯҔᛰϐሡाǴ٠ӕਔঋ៝ޣჹ

ၭౢࠔፁғӼӄޑाǶ

Μӷࣽբ ނ௹દڹာ (Spodoptera litura)ǵౡڹာ (Spodoptera
exigua)ǵพनڹာ (Helicoverpa armigera)ǵሌદڹာ
(Trichoplusia ni) ڹာᜪ
દқጸ (Artogeia canidia sordida, Artogeia rapae
crucivora)ǵࢥာᜪ (Tussock moths and their relatives)
ǵЈᑹ (Hellulla undalis)ǵεᑹ (Crocidolomia
binotalis)Ϸ१܄ᐷᙝᜪ (Phytophagous species of
ladybird beetles)
Μӷࣽբ ނ௹દڹာ (Spodoptera litura)ǵౡڹာ (Spodoptera
௹દڹာ
ǵࣽբނǵ exigua)ǵพनڹာ (Helicoverpa armigera)ǵሌદڹာ
(Spodoptera
ယҔҒᛱǵ⽧ (Trichoplusia ni) ڹာᜪ
litura)ࢥ܈ာᜪ
ǵǵ દқጸ (Artogeia canidia sordidaǴArtogeia rapae
(Tussock moths
and their relatives) ǵࢶဗǵᛥ crucivora)ǵࢥာᜪ (Tussock moths and their relatives)
ୌǵиယ ǵЈᑹ(Hellulla undalis)ǵεᑹ(Crocidolomia
ᜪբނ
binotalis)ǵҒᛱചԳာ (Ochyrotica concursa)ǵқചԳ
ԭӝࣽբނ
ာ (Alucita niveodactyla)ǵጺෘϺာ (Agrius convolvuli)
မᝳࣽբނ
ǵచદϺာ (Hippotion celerio)Ϸ१܄ᐷᙝᜪ
لࣽلᜪբ (Phytophagous species of ladybird beetles)
ނ
नࣽբނǵߎ
ଞǵࢶઓဗǵ
ࣿဗ

ж߄٬Ҕጄൎ
ж߄բނ
ж߄্ނ
εل
لಲᑹ (Maruca
vitrata)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ق

Ҟჴࡼ

ހೕۓύϩж߄բނۓచҹၸܭᝄदǴᗨฅ߄य़ёۯ՜٬Ҕጄൎϐբނ

11
1

բނ
ဂಔ

ᜪ٥ဂ)ǹ

6.݀ᜪ (ҥनࣽ݀ᜪ٥ဂ)ǹ

7.Ґᜪ (җচҐᜪϷҐ݀ᜪӝ)ٳǹ

9.⏯ᑰᜪǹ

Јᑹ (Hellulla
undalis) ܈ε
ᑹ(Crocidolomia
binotalis)

2.ഝᙂᜪ (চഝᙂᜪϷᚇᙂᜪӝٳǴ٠ҥңҁࣽᚇᙂᜪ٥ဂ)ǹ

3.ଳلᜪ (ҥࣽلଳلᜪ٥ဂ)ǹ

4.хယᜪ (ҥΜӷࣽхယᜪ٥ဂ)ǹ

5.λယᜪ (ҥΜӷࣽλယᜪ٥ဂǵࣽλယᜪ٥ဂǵԭӝࣽယ

8.لᜪ (ҥلࣽلᜪ٥ဂǵᜪ٥ဂ)ǹ

12
2

Μӷࣽ చယ૫
բނҺᒧ1 (Phyllotreta
ᅿ
striolata)

Μӷࣽ ౚڹာ
բނҺᒧ1 (Agrotis ipsilon,
ᅿ
Agrotis segetum)

Ғᙔ܈
ᙔ

ёۯ՜٬Ҕጄൎ
্ނ

অ҅ख़ᗺᇥܴ

ಃ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

ጄൎϷځჴࡼБԄȩ୷ҁϝុۯހҁϐᆒઓǴځЬाঅ҅ख़ᗺӵΠǺ

ǵ ཥቚǵፓ܈մନਢٯǺӢᔈЬբނϷ্ނϐᡂᎂǴཥቚ܈մନբނϷ
্ނᅿᜪǹ܈ӢਭБԄৡ౦Ǵᡂ׳ਢٯǹϷࣁගܹۯ՜٬ҔޑёՉ܄Ǵ

ख़ཥࣚۓਢٯጄൎǹፓж߄բ܈ނёۯ՜٬ҔጄൎբނǴբނϷ্ނӜ
ᆀᇤǴ٠մନϩόӝۯ՜ϐਢٯǶ

Βǵ ёۯ՜٬Ҕጄൎϐբނϩ٩ߕ߄Ѥၭᛰූ੮ໆ၂ᡍբނϩဂ߄ϒа
ჄǴаճҙፎฦϐ၂ᡍೕჄǶ

Οǵ ၭ ᛰ ූ ੮ ၂ ᡍ բ  ނϩ ဂ ߄ ߯ ୖ Ե ୯ ሞ १ ࠔ  ྗ  ہ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dex) ϐ ୯ ሞ բ  ނϩ ဂ ᒌ   ہ 
(International Crop Grouping Consulting Committee, ICGCC) բނϩဂݩǴ

٠٩ך୯ၭౢࠔ܄ϩࣁ 18 ঁᜪဂ (ހҁࣁ 23 ᜪဂ)Ǻ

Јᑹ (Hellulla undalis)ǵεᑹ(Crocidolomia
binotalis)ǵεᑹ (Sesamia inferens)ǵΒϯᑹ (Chilo
suppressalis)ǵҐᑹ (Diaphania indica)ǵԮယᑹ
(Coclebotys coclesalis)ǵҒᛱᑹာ (Omphisa
anastomosalis)ǵनᑹ (Leucinodes orbonalis)ǵዦഁᑹ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Μӷࣽբߎ ނᓫηѴᙝ (㍦⽲) (Scarabaeidae)ǵ๋ၢᙝ
ǵࣽբނ
(Hypogastura sp.)
ԭӝࣽբނ
नࣽբނ
ل
ଭႍᖘǵᖖ
ҏԯǵଯ
εلǵပғ
ǵआلǵᆘل
Μӷࣽբ ނλྱယᙝ(Phaedon brassicae)ǵѤદᓫယᙝ(Laccoptera
ǵယҔҒᛱǵ quadrimaculata bahemani)ǵҒᛱྱယᙝ(Corasposoma
⽧
dauricun)ǵҒᛱᆘङߎᙝ(Metriona circumdata)ǵ
ӺҐ(Aulacophora femoralis)ǵӺҐ(Aulacophora
မᝳࣽբނ
ᝳแǵؾǵԮ nigripennis)ǵᝳแܿБߎᙝ(Crioceris orientalis)ǵ⽧
λߎᙝ(Chaetocnema confinis)ǵාߏᠣຝሷᙝ (
ǵҒᛱ
ߏفຝሷᙝ)(Araecerus fasciculatus)ǵѠεຝሷᙝ
(Rhynchophorus longimanus)

բނ
चᡀጱǵᡀጱ
ǵଭႍᖘǵҒ
ᛱǵФ⣢ǵᝳ
แǵξᛰǵξ
ဗǵؾǵف
ǵጪ
ಸ
Μӷࣽբނ
ǵယҔҒᛱ
မᝳࣽբނ
नη
ԮǵỺқ

1.ԯᜪǹ

ጫ

ж߄٬Ҕጄൎ
ж߄բނ
ж߄্ނ

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Ԅȩ (ӵߕ߄Կߕ߄Ѥ)Ǵа಄

ӝჴሞሡाǶ٠ ܭ99 ԃ 4 Д 19 ВϦਡȨૡȩբނϐၭᛰۯ՜٬Ҕጄൎी

12 Ǵಖܭှ،Ȩࡑլճȩၭᛰӧૡၴೕ٬ҔݾޑǶ
ҏԯǵଯǵ
εلǵပғ
ǵआلǵᆘل
ࣁᚇᙂբނǶ

ݙཀ٣

Ҷ໕ၭށϷၮӦᚇձᆶନᏊӼӄ٬Ҕࣴಞт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ጰ৯Ϙǵύၰǵ✎൛ǵቅϺԋǵྷዞ
Չࡹଣၭہނٛࣝᔠֽࣝ ނٛࣝಔ

Ғᛱၢ(╕ޓHalticus tibialis)ǵԮ╕ޓຝ
(Mecistoscelis scirtetoides)ǵ╕ຝ(Eurydema
pulchrum)ǵߏفጔ╕ຝ(Notobius meleagris)ǵࡧဌጔ╕
ຝ(Leptoglossus gonagra)╕ຝᜪ
ා૯(Aphis gossypii)ǵਲ૯(Myzus persicae)ǵӀፃ૯
(Macrosiphoniella sanborni)ǵԮယࡧ૯(Astegopteryx
bambusifoliae)ǵل૯ (Aphis craccivora)ǵણ૯
(Semiaphis heraclei)ǵ૯(Aphis spiraecola)ǵԮಳࡧ
૯(Pseudoregma bambusicola)ǵқ׀आО૯(Dactynotus
formosana)૯ᙝᜪ

ёۯ՜٬Ҕጄൎ
্ނ
ౡڹာ (Spodoptera exigua)ǵ௹દڹာ (Spodoptera
litura)

ݙཀ٣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ق

ך୯ၭᛰฦᆅࡋڋচ߯௦ᛰᏊჹᔈբނϷԖ্ғޑނБԄǴҗ

ၭᛰޣЬҙፎฦǴޣεӭฦܭЬाᔮբޑނЬाੰᙝ্ٛݯ
Ǵа಄ځᔮԵໆǹӢԜǴჹځܭдߚឦЬाᔮբ܈ނϿໆբੰޑނᙝ
্܈Ьाᔮբޑނԛाੰᙝ্ǴջԖёૈय़ᖏલЮٛݯᛰᏊϐǶࣁှ
،ၭ҇ӢคਡฦၭᛰǴԾՉᘉε٬ҔӢԶၴϸၭᛰ٬ҔᆅೕۓǴၭہ
 ܭ97 ԃ 5 ДЋࣴԜᜤᚒǴӧӝЯࣽᏢচ߾ϷԵໆၭᛰȨᛰਏȩ
ǵ
Ȩᛰ্ȩ
ǵ
Ȩූ੮ໆȩѸाගΠǴஒբނϷੰᙝ্аࣽᏢБԄϩձϒаဂಔϯϩᜪ
ᆅǴ ܭ98 ԃ 3 Д 31 ВҗၭہวѲঅ҅ȨၭᛰҖ໔၂ᡍྗ߾ȩϷϦȨၭ
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
لࣽلᜪբ
ނ
नࣽբނǵࢶ
ઓဗǵࣿဗ

မᝳࣽբނ
नࣽբނ
ᡀጱǵξᛰǵ
Ԯ
Μӷࣽբނ
ǵࣽբނǵ
ယҔҒᛱǵ⽧
ǵǵ
ǵΐቫ༣
ယᜪբނ
ԭӝࣽբނ
ଭႍᖘǵФ⣢
ǵԮǵؾ
ߎଞ
မᝳࣽբނ

Ԅȩ (аΠᙁᆀȨၭᛰۯ՜٬Ҕጄൎȩ)ǴаӝϯБԄۯ՜ၭᛰ٬Ҕጄൎϐ
բނ
ԭӝࣽբނ

ࡼǴڐշၭ҇ှ،Ͽໆբੰނᙝ্ٛݯҔᛰϐሡाǴ٠ӕਔঋ៝ޣჹ
ၭౢࠔፁғӼӄޑाǶ

Ҟჴࡼ

૯ᙝҺᒧ 1ᅿ

૯ᙝҺᒧ 1ᅿ

૯ᙝҺᒧ 1ᅿ

Μӷࣽ ૯ᙝҺᒧ 1ᅿ
բނҺᒧ1
ᅿ

ж߄٬Ҕጄൎ
ж߄բނ
ж߄্ނ
ጳ
ౡڹာ
(Spodoptera
exigua)
ယҔҒᛱ ╕ຝҺᒧ 1ᅿ

ҁֽ٩Ᏽಃ 1 ހϐȨၭᛰۯ՜٬ҔጄൎȩೕۓǴᔠຎՉςਡฦᛰ

ᏊϐၗǴഌុ ܭ98 ԃ 8 ДԿ 99 ԃ 3 ДϦਡȨမᝳࣽҐᜪȩ
ǵ
ȨНዿȩ
ǵ
Ȩૡȩ
ǵ
Ȩᓪȩ
ǵ
ȨΜӷࣽጫȩ
ǵ
Ȩ݄ȩ
ǵ
Ȩεلȩ
ǵ
ȨआلȩϷȨမᝳࣽҐ݀
ࣽلբނ
Һᒧ1ᅿ
नη

ᜪȩբނϐၭᛰۯ՜٬Ҕጄൎी 415 Ƕၸ൳ԛຑբࡕǴԖགܭಃ 1
चҐ

ހೕۓύϩж߄բނۓచҹၸܭᝄदǴᗨฅ߄य़ёۯ՜٬Ҕጄൎϐբނ
ࣁኧሥӭǴฅᆶූ੮ໆϩဂϭዽϐࡕǴჴሞૈӝЯۯ՜చҹޑၭᛰ٠όӭǶ
ጫ

բނ
ဂಔ

Ԗ᠘ܭԜǴԵໆՉၭᛰฦǴଞჹಃ 1 ޑހж߄բނϷж߄্ނՉঅ
҅Ǵ ܭ99 ԃ 2 Д 26 ВϦঅ҅ಃ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
13
1

Ҷ໕ၭށϷၮӦᚇձᆶନᏊӼӄ٬Ҕࣴಞт

1.εلǵပ
ғǵᆘلǵआ
ࣁلᚇᙂբނ
Ƕ

ݙཀ٣

1.εلǵပ
ғǵᆘلǵआ
ࣁلᚇᙂբނ
Ƕ
2.Лࣁلεل
ϐӕނ౦ӜǶ

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Ԅȩ (ӵߕ߄Կߕ߄Ѥ)Ǵа಄
ӝჴሞሡाǶ٠ ܭ99 ԃ 4 Д 19 ВϦਡȨૡȩբނϐၭᛰۯ՜٬Ҕጄൎी
12 Ǵಖܭှ،Ȩࡑլճȩၭᛰӧૡၴೕ٬ҔݾޑǶ

မᝳࣽբނ
Ѡᖜଭ (Frankliniella intonsa)ᖜଭᜪ
नࣽբނǵࣿ
ဗ
ᝳแ
ಸ
नࣽբނǵࣿ ࠄᖜଭ (Thrips palmi)ǵλᖜଭ (Scirtothrips
ဗ
dorsalis)ယᖜଭᜪ
မᝳࣽբނ
ԭӝࣽբނ

لࣽلᜪբ لᖜଭ (Megalurothrips ustitatns)ǵѠᖜଭ
ނ
(Frankliniella intonsa)ᖜଭᜪ
ࣽلଳلᜪբ
ނ

ёۯ՜٬Ҕጄൎ
բނ
্ނ
नࣽբނǵࣿ ሌယણጼ (Bemisia argentifolii)ǵᖥણጼ(Aleurodicus
ဗ
dispersus)ǵྕ࠻ણጼ(Trialeurodes vaporariorum)ǵྟ
Μӷࣽբ ނણጼ(Bemisia tabaci) ણጼᜪ
ǵࣽբނǵ
ǵယҔҒ
ᛱǵ⽧
ଭႍᖘ
لࣽلᜪբ
ނ
မᝳࣽբނ

অ҅ख़ᗺᇥܴ

ಃ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

ጄൎϷځჴࡼБԄȩ୷ҁϝុۯހҁϐᆒઓǴځЬाঅ҅ख़ᗺӵΠǺ
ǵ ཥቚǵፓ܈մନਢٯǺӢᔈЬբނϷ্ނϐᡂᎂǴཥቚ܈մନբނϷ
্ނᅿᜪǹ܈ӢਭБԄৡ౦Ǵᡂ׳ਢٯǹϷࣁගܹۯ՜٬ҔޑёՉ܄Ǵ
ख़ཥࣚۓਢٯጄൎǹፓж߄բ܈ނёۯ՜٬ҔጄൎբނǴբނϷ্ނӜ
ᆀᇤǴ٠մନϩόӝۯ՜ϐਢٯǶ

Βǵ ёۯ՜٬Ҕጄൎϐբނϩ٩ߕ߄Ѥၭᛰූ੮ໆ၂ᡍբނϩဂ߄ϒа
ჄǴаճҙፎฦϐ၂ᡍೕჄǶ

Οǵ ၭ ᛰ ූ ੮ ၂ ᡍ բ  ނϩ ဂ ߄ ߯ ୖ Ե ୯ ሞ १ ࠔ  ྗ  ہ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dex) ϐ ୯ ሞ բ  ނϩ ဂ ᒌ   ہ 
(International Crop Grouping Consulting Committee, ICGCC) բނϩဂݩǴ
٠٩ך୯ၭౢࠔ܄ϩࣁ 18 ঁᜪဂ (ހҁࣁ 23 ᜪဂ)Ǻ
1.ԯᜪǹ

4.хယᜪ (ҥΜӷࣽхယᜪ٥ဂ)ǹ

ᖜଭҺᒧ 1ᅿ

3.ଳلᜪ (ҥࣽلଳلᜪ٥ဂ)ǹ

ҐᜪҺᒧ1 ᖜଭҺᒧ 1ᅿ
ᅿ

ᖜଭҺᒧ 1ᅿ

ણጼᜪҺᒧ 1ᅿ

ણጼᜪҺᒧ 1ᅿ

ж߄٬Ҕጄൎ
ж߄բނ
ж߄্ނ
พन
ણጼᜪҺᒧ 1ᅿ

2.ഝᙂᜪ (চഝᙂᜪϷᚇᙂᜪӝٳǴ٠ҥңҁࣽᚇᙂᜪ٥ဂ)ǹ

6.݀ᜪ (ҥनࣽ݀ᜪ٥ဂ)ǹ

8.لᜪ (ҥلࣽلᜪ٥ဂǵᜪ٥ဂ)ǹ
9.⏯ᑰᜪǹ

ጫ

բނ
ဂಔ

7.Ґᜪ (җচҐᜪϷҐ݀ᜪӝ)ٳǹ

14
2

नη܈Ջ
Ґ

ᜪ٥ဂ)ǹ

Л܈لὂ
ل
चҐࢩ܈
३Ґ
ፚل

5.λယᜪ (ҥΜӷࣽλယᜪ٥ဂǵࣽλယᜪ٥ဂǵԭӝࣽယ

ݙཀ٣
բނ
لࣽلᜪբ
2.Лࣁلεل
ނ
ϐӕނ౦ӜǶ
ଭႍᖘǵᝳแ
ǵξᛰǵጪ
ࣽلଳلᜪբ
ނ
ಸ
ጫඬወᛳ (Liriomyza sativae)ǵߚࢪඬወᛳ
พन ل܈ඬወᛳҺᒧ 1 ᅿ नࣽբނ
ࣽբނҺ
لࣽلᜪբ (Liriomyza trifolii)ǵพनඬወᛳ(Liriomyza bryoniae)ǵ
ࠄऍඬወᛳ(Liriomyza huidobrensis) ඬወᛳᜪ
ᒧ1ᅿ
ނ
ଭႍᖘǵᡀጱ
ǵФ⣢ǵؾ
Ғᙔǵ ඬወᛳҺᒧ 1 ᅿ Μӷࣽբނ
ǵသथҺᒧ
ǵࣽբނǵ
ǵǵ
1ᅿ
ယҔҒᛱǵ⽧

ԭӝࣽբނ
ࢩ३Ґ ܈ඬወᛳҺᒧ 1 ᅿ မᝳࣽբނ
ՋҐ
नࣽբނ
Βᗺယ䌌 (Tetranychus urticae)ǵهယ䌌(Tetranychus ҏԯࣁᚇᙂբ
नη
Βᗺယ䌌
⽧ǵಿǵ cinnabarinus)ǵઓᐛМယ䌌(Tetranychus kanzawai)ǵռ ނǶ
(Tetranychus
urticae)܈ઓᐛМ ๋ǵΐቫ༣ ༝ଵယ䌌 (Brevipalpus obovatus)ǵҜМယ䌌
(Tetranychus piercei)ǵଵΒᗺယ䌌 (Tetranychus
ယ䌌 (Tetranychus ǵи
ଭႍᖘǵҒᛱ truncatus) ယ䌌ᜪ
kanzawai) Һᒧ1 ǵᐋᖘǵξᛰ
ᅿ
ǵጪ
ҏԯ
ಸ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ጰ৯Ϙǵύၰǵ✎൛ǵቅϺԋǵྷዞ
Չࡹଣၭہނٛࣝᔠֽࣝ ނٛࣝಔ



ق

ך୯ၭᛰฦᆅࡋڋচ߯௦ᛰᏊჹᔈբނϷԖ্ғޑނБԄǴҗ

ၭᛰޣЬҙፎฦǴޣεӭฦܭЬाᔮբޑނЬाੰᙝ্ٛݯ
ёۯ՜٬Ҕጄൎ
্ނ

Ǵа಄ځᔮԵໆǹӢԜǴჹځܭдߚឦЬाᔮբ܈ނϿໆբੰޑނᙝ
্܈Ьाᔮբޑނԛाੰᙝ্ǴջԖёૈय़ᖏલЮٛݯᛰᏊϐǶࣁှ
،ၭ҇ӢคਡฦၭᛰǴԾՉᘉε٬ҔӢԶၴϸၭᛰ٬ҔᆅೕۓǴၭہ
 ܭ97 ԃ 5 ДЋࣴԜᜤᚒǴӧӝЯࣽᏢচ߾ϷԵໆၭᛰȨᛰਏȩ
ǵ
Ȩᛰ্ȩ
ǵ
Ȩූ੮ໆȩѸाගΠǴஒբނϷੰᙝ্аࣽᏢБԄϩձϒаဂಔϯϩᜪ
ᆅǴ ܭ98 ԃ 3 Д 31 ВҗၭہวѲঅ҅ȨၭᛰҖ໔၂ᡍྗ߾ȩϷϦȨၭ
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
Ԅȩ (аΠᙁᆀȨၭᛰۯ՜٬Ҕጄൎȩ)ǴаӝϯБԄۯ՜ၭᛰ٬Ҕጄൎϐ
ࡼǴڐշၭ҇ှ،Ͽໆբੰނᙝ্ٛݯҔᛰϐሡाǴ٠ӕਔঋ៝ޣჹ
ၭౢࠔፁғӼӄޑाǶ

Ҟჴࡼ

ж߄٬Ҕጄൎ
ж߄բނ
ж߄্ނ

ҁֽ٩Ᏽಃ 1 ހϐȨၭᛰۯ՜٬ҔጄൎȩೕۓǴᔠຎՉςਡฦᛰ

ᏊϐၗǴഌុ ܭ98 ԃ 8 ДԿ 99 ԃ 3 ДϦਡȨမᝳࣽҐᜪȩ
ǵ
ȨНዿȩ
ǵ
Ȩૡȩ
ǵ
Ȩᓪȩ
ǵ
ȨΜӷࣽጫȩ
ǵ
Ȩ݄ȩ
ǵ
Ȩεلȩ
ǵ
ȨआلȩϷȨမᝳࣽҐ݀
ᜪȩբނϐၭᛰۯ՜٬Ҕጄൎी 415 Ƕၸ൳ԛຑբࡕǴԖགܭಃ 1
ހೕۓύϩж߄բނۓచҹၸܭᝄदǴᗨฅ߄य़ёۯ՜٬Ҕጄൎϐբނ
ࣁኧሥӭǴฅᆶූ੮ໆϩဂϭዽϐࡕǴჴሞૈӝЯۯ՜చҹޑၭᛰ٠όӭǶ
ጫ

ጫ

բނ
ဂಔ

Ԗ᠘ܭԜǴԵໆՉၭᛰฦǴଞჹಃ 1 ޑހж߄բނϷж߄্ނՉঅ
҅Ǵ ܭ99 ԃ 2 Д 26 ВϦঅ҅ಃ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
15
1

բނ
ဂಔ

٠٩ך୯ၭౢࠔ܄ϩࣁ 18 ঁᜪဂ (ހҁࣁ 23 ᜪဂ)Ǻ

1.ԯᜪǹ

9.⏯ᑰᜪǹ

16
2

ጄൎϷځჴࡼБԄȩ୷ҁϝុۯހҁϐᆒઓǴځЬाঅ҅ख़ᗺӵΠǺ

ǵ ཥቚǵፓ܈մନਢٯǺӢᔈЬբނϷ্ނϐᡂᎂǴཥቚ܈մନբނϷ
্ނᅿᜪǹ܈ӢਭБԄৡ౦Ǵᡂ׳ਢٯǹϷࣁගܹۯ՜٬ҔޑёՉ܄Ǵ

ख़ཥࣚۓਢٯጄൎǹፓж߄բ܈ނёۯ՜٬ҔጄൎբނǴբނϷ্ނӜ

Βǵ ёۯ՜٬Ҕጄൎϐբނϩ٩ߕ߄Ѥၭᛰූ੮ໆ၂ᡍբނϩဂ߄ϒа

Οǵ ၭ ᛰ ූ ੮ ၂ ᡍ բ  ނϩ ဂ ߄ ߯ ୖ Ե ୯ ሞ १ ࠔ  ྗ  ہ  (Codex

3.ଳلᜪ (ҥࣽلଳلᜪ٥ဂ)ǹ

4.хယᜪ (ҥΜӷࣽхယᜪ٥ဂ)ǹ

ᜪ٥ဂ)ǹ

6.݀ᜪ (ҥनࣽ݀ᜪ٥ဂ)ǹ

7.Ґᜪ (җচҐᜪϷҐ݀ᜪӝ)ٳǹ

8.لᜪ (ҥلࣽلᜪ٥ဂǵᜪ٥ဂ)ǹ
ߏЛਥ䌌(Rhizoglyphus setosus)ਥ䌌ᜪ

ᢠߎ३䌌 (Eriophyes tulipae)

नࣽբނ
ୁӭ१ಒ䌌 (Polyphagotarsonemus latus )
لࣽلᜪբ
ނ
ଭႍᖘǵξᛰ
ಸ
မᝳࣽբނ
Ґჴᛳ (Tephrited)
नࣽբނ

ԭӝࣽբނ
ξᛰ

ჄǴаճҙፎฦϐ၂ᡍೕჄǶ

5.λယᜪ (ҥΜӷࣽλယᜪ٥ဂǵࣽλယᜪ٥ဂǵԭӝࣽယ

Ґჴᛳ
(Tephrited)

(International Crop Grouping Consulting Committee, ICGCC) բނϩဂݩǴ

ԭӝࣽբނ

ӝჴሞሡाǶ٠ ܭ99 ԃ 4 Д 19 ВϦਡȨૡȩբނϐၭᛰۯ՜٬Ҕጄൎी

12 Ǵಖܭှ،Ȩࡑլճȩၭᛰӧૡၴೕ٬ҔݾޑǶ
ݙཀ٣

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Ԅȩ (ӵߕ߄Կߕ߄Ѥ)Ǵа಄
Βᗺယ䌌(Tetranychus urticae)ǵهယ䌌(Tetranychus
εلǵआلǵ
cinnabarinus)ǵઓᐛМယ䌌(Tetranychus kanzawai)ǵռ ပғǵᆘل
༝ଵယ䌌(Brevipalpus obovatus)ǵҜМယ䌌(Tetranychus ࣁᚇᙂբނǶ
piercei)ǵଵΒᗺယ䌌 (Tetranychus truncatus) ယ䌌
ᜪ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dex) ϐ ୯ ሞ բ  ނϩ ဂ ᒌ   ہ 

لࣽلᜪբ
ނ
ࣽلଳلᜪբ
ނǵӛВဗ

բނ
မᝳࣽբނ

ಃ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

ёۯ՜٬Ҕጄൎ
্ނ
Βᗺယ䌌(Tetranychus urticae)ǵهယ䌌(Tetranychus
cinnabarinus)ǵઓᐛМယ䌌(Tetranychus kanzawai)ǵռ
༝ଵယ䌌 (Brevipalpus obovatus)ǵҜМယ䌌
(Tetranychus piercei)ǵଵΒᗺယ䌌 (Tetranychus
truncatus) ယ䌌ᜪ

ᆀᇤǴ٠մନϩόӝۯ՜ϐਢٯǶ

မᝳࣽբ
ނ

ж߄٬Ҕጄൎ
ж߄բނ
ж߄্ނ
ҐᜪҺᒧ1 Βᗺယ䌌
ᅿ
(Tetranychus
urticae)܈ଵΒᗺ
ယ䌌 (Tetranychus
truncatus) Һᒧ1
ᅿ
ࣽلբ ނΒᗺယ䌌
Һᒧ1ᅿ
(Tetranychus
urticae) ه܈ယ
䌌 (Tetranychus
cinna- barinus)
Һᒧ1ᅿ
ᇁ
ᢠߎ३䌌
(Eriophyes
tulipae)
ᇁ܈ጳ
ᛥᇯਥ䌌
(Rhizoglyphus
robini)
ౡ܈न ୁӭ१ಒ䌌
η
(Polyphagotarson
emus latus )

Ҷ໕ၭށϷၮӦᚇձᆶନᏊӼӄ٬Ҕࣴಞт

অ҅ख़ᗺᇥܴ

2.ഝᙂᜪ (চഝᙂᜪϷᚇᙂᜪӝٳǴ٠ҥңҁࣽᚇᙂᜪ٥ဂ)ǹ

҅Ǵ ܭ99 ԃ 2 Д 26 ВϦঅ҅ಃ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

բނ
ဂಔ
݀ᐋ

ހೕۓύϩж߄բނۓచҹၸܭᝄदǴᗨฅ߄य़ёۯ՜٬Ҕጄൎϐբނ

ࣁኧሥӭǴฅᆶූ੮ໆϩဂϭዽϐࡕǴჴሞૈӝЯۯ՜చҹޑၭᛰ٠όӭǶ

Ԗ᠘ܭԜǴԵໆՉၭᛰฦǴଞჹಃ 1 ޑހж߄բނϷж߄্ނՉঅ

ᏊϐၗǴഌុ ܭ98 ԃ 8 ДԿ 99 ԃ 3 ДϦਡȨမᝳࣽҐᜪȩ
ǵ
ȨНዿȩ
ǵ

Ȩૡȩ
ǵ
Ȩᓪȩ
ǵ
ȨΜӷࣽጫȩ
ǵ
Ȩ݄ȩ
ǵ
Ȩεلȩ
ǵ
ȨआلȩϷȨမᝳࣽҐ݀

ᜪȩբނϐၭᛰۯ՜٬Ҕጄൎी 415 Ƕၸ൳ԛຑբࡕǴԖགܭಃ 1

17
1

݄ಒာ
(Conopomorpha
sinensis )

ࡼǴڐշၭ҇ှ،Ͽໆբੰނᙝ্ٛݯҔᛰϐሡाǴ٠ӕਔঋ៝ޣჹ
Еഞࣁ݅Е
ᜪǶ

ݙཀ٣

ጰ৯Ϙǵύၰǵ✎൛ǵቅϺԋǵྷዞ
Չࡹଣၭہނٛࣝᔠֽࣝ ނٛࣝಔ

ך୯ၭᛰฦᆅࡋڋচ߯௦ᛰᏊჹᔈբނϷԖ্ғޑނБԄǴҗ

ၭᛰޣЬҙፎฦǴޣεӭฦܭЬाᔮբޑނЬाੰᙝ্ٛݯ

Ǵа಄ځᔮԵໆǹӢԜǴჹځܭдߚឦЬाᔮբ܈ނϿໆբੰޑނᙝ
্܈Ьाᔮբޑނԛाੰᙝ্ǴջԖёૈय़ᖏલЮٛݯᛰᏊϐǶࣁှ

،ၭ҇ӢคਡฦၭᛰǴԾՉᘉε٬ҔӢԶၴϸၭᛰ٬ҔᆅೕۓǴၭہ

 ܭ97 ԃ 5 ДЋࣴԜᜤᚒǴӧӝЯࣽᏢচ߾ϷԵໆၭᛰȨᛰਏȩ
ǵ
Ȩᛰ্ȩ
ǵ

Ȩූ੮ໆȩѸाගΠǴஒբނϷੰᙝ্аࣽᏢБԄϩձϒаဂಔϯϩᜪ
ᆅǴ ܭ98 ԃ 3 Д 31 ВҗၭہวѲঅ҅ȨၭᛰҖ໔၂ᡍྗ߾ȩϷϦȨၭ

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

Ԅȩ (аΠᙁᆀȨၭᛰۯ՜٬Ҕጄൎȩ)ǴаӝϯБԄۯ՜ၭᛰ٬Ҕጄൎϐ
ৃယာ (Cydia notanthes )ǵಉဌৃယာ
(Cryptophlebia ombrodelta)ǵဟယာ (Sparganothis
pilleriana )ǵΟفཥယာ (Statherotis leucaspis )ǵ༝
દယာယာᜪ (Platypeplus mormopa)ǵਲשЈ
ᙝ(Grapholita molesta )ǵఛવඬᑹာ (Numonia
pirivorella )ǵพ݄ඬᑹာ (Anonaepestis bengalella )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ق

Ҟჴࡼ

ᘔ݀ಒာ (Acrocercops astaurota)ǵ࢈ဓာ (Kakivoria
flavofasciata)ǵਲשЈᙝ (Grapholita molesta)ǵ݄ಒ
ာ(Conopomorpha sinensis )ǵڜଢ଼Еᡡာ (Zeuzera
coffeae)
ఛǵ݀ǵਲ ௹દڹာ (Spodoptera litura)ǵλқદࢥာ (Orgyia
ૡϷڜଢ଼ࣁ
ǵఘǵǵ݃ postica)ǵѠࢥာ (Euproctis taiwana)ǵࢥာ
ҔբނǶ
݂ǵӑࡋවǵ (Dasychira mendosa)ǵค׀ስጸ (Papilio demoleus
आවǵ࢈
libanius)ǵླྀਲചԳာ (Diacrotricha fasciola)ǵዦЁ㍪
ာ (Ascotis selenaria cretacea)ǵڈာ (Cnidocampa
ਧᜪ
flavescens)ǵفᆸာ (Lymantria xylina)
ᘔ݀
ླྀਲǵਬ
ૡ
ڜଢ଼

ဟǵጪᜦǵ
ླྀਲ
ఛǵ݀ǵਲ
ǵ
ਧᜪ
พ݄ǵ݄
ǵᓪ
ᘔ݀ǵᓪ
ਲǵ࢈
ڜଢ଼



ဟǵ࢈ǵ ௹દڹာ
݂݃ǵӑࡋ (Spodoptera
වҺᒧ1ᅿ litura)
ǵλқદࢥာ
(Orgyia postica)
ǵѠࢥာ
(Euproctis
taiwana) Һᒧ1
ᅿ

݄

ҁֽ٩Ᏽಃ 1 ހϐȨၭᛰۯ՜٬ҔጄൎȩೕۓǴᔠຎՉςਡฦᛰ

ਧወယာ
(Phyllocnistis
citrella)
ৃယာ
(Cydia notanthes)
܈ಉဌৃယာ
(Cryptophlebia
ombrodelta)

ёۯ՜٬Ҕጄൎ
բނ
্ނ
ఛǵਲǵ݂݃ ࢃϺФ (Anoplophora macularia)ǵਬϺФ (Apriona
ǵӑࡋව
rugicollis)ϺФᜪ
݄
ဟǵླྀਲǵਬ
ૡ
Еഞ
ਧᜪ
ઞૅϺФ (Philus antennatus)

ၭౢࠔፁғӼӄޑाǶ

ླྀਲ

ਧᜪ

ж߄٬Ҕጄൎ
ж߄բނ
ж߄্ނ
ਧᜪ
ࢃϺФ
(Anoplophora
malasiaca,
Anoplophora
macularia)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Ҷ໕ၭށϷၮӦᚇձᆶନᏊӼӄ٬Ҕࣴಞт

ёۯ՜٬Ҕጄൎ
ݙཀ٣
բނ
্ނ
ਧᜪ
ፃယᙜ (Idioscopus niveosparsus)ǵᆘယᙜ (Idioscopus ૡࣁҔբނ
ጪᜦǵพҡᄱ clypealis)ǵਲယᙜ (Empoasca shinshana)ǵૡλᆘယᙜ Ƕ
(Jacobiasca formosana)ǵӑࡋවယᙜ (Quadria
ૡ
ӑࡋවǵఘǵ pakistanica)ယᙜᜪ
ǵआව
ဟ
݀ǵਲǵఘ ယ૯ (Aphis citricola)ǵਲ૯ (Myzus persicae)ǵා૯
ǵ݂݃ǵǵ (Aphis gossypii)ǵεਧ૯(Toxoptera citricidus)ǵλᐊ૯
ӑࡋව
(ૡ૯) (Toxoptera aurantii)ǵ݀૯ (Aphis pomi)ǵਜ਼
Հ૯ (Toxoptera odinae)ǵคዦε૯ (Nippolachnus
ૡ
ᘔ݀ǵ३ᑴǵ piri)ǵਲણ૯ (Hyalopterus pruni)ǵ३ᑴ૯ᙝ
ЕҐǵพ݄ (Pentalonia nigronervosa) ૯ᙝᜪ
ጪᜦǵพҡᄱ
ǵค݀
ਧᜪ
݀ǵਲ
ఛዦ૯ (Aphanostigma iakusuiense)

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Ԅȩ (ӵߕ߄Կߕ߄Ѥ)Ǵа಄
ӝჴሞሡाǶ٠ ܭ99 ԃ 4 Д 19 ВϦਡȨૡȩբނϐၭᛰۯ՜٬Ҕጄൎी

অ҅ख़ᗺᇥܴ

࢈
ڈણጼ(Aleurocanthus spiniferus)ǵᖥણጼ
ЕҐ
(Aleurodicus dispersus)ǵྟણጼ (Bemisia tabaci)ǵพ
พҡᄱǵਬǵ ҡᄱ࣡ણጼ (Aleurotuberculatus guyavae)ણጼᜪ
ค݀
ਧᜪ
ૡ

12 Ǵಖܭှ،Ȩࡑլճȩၭᛰӧૡၴೕ٬ҔݾޑǶ

ಃ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

ጄൎϷځჴࡼБԄȩ୷ҁϝុۯހҁϐᆒઓǴځЬाঅ҅ख़ᗺӵΠǺ
ǵ ཥቚǵፓ܈մନਢٯǺӢᔈЬբނϷ্ނϐᡂᎂǴཥቚ܈մନբނϷ
্ނᅿᜪǹ܈ӢਭБԄৡ౦Ǵᡂ׳ਢٯǹϷࣁගܹۯ՜٬ҔޑёՉ܄Ǵ
ख़ཥࣚۓਢٯጄൎǹፓж߄բ܈ނёۯ՜٬ҔጄൎբނǴբނϷ্ނӜ
ᆀᇤǴ٠մନϩόӝۯ՜ϐਢٯǶ

Βǵ ёۯ՜٬Ҕጄൎϐբނϩ٩ߕ߄Ѥၭᛰූ੮ໆ၂ᡍբނϩဂ߄ϒа
ჄǴаճҙፎฦϐ၂ᡍೕჄǶ

Οǵ ၭ ᛰ ූ ੮ ၂ ᡍ բ  ނϩ ဂ ߄ ߯ ୖ Ե ୯ ሞ १ ࠔ  ྗ  ہ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dex) ϐ ୯ ሞ բ  ނϩ ဂ ᒌ   ہ 
(International Crop Grouping Consulting Committee, ICGCC) բނϩဂݩǴ
٠٩ך୯ၭౢࠔ܄ϩࣁ 18 ঁᜪဂ (ހҁࣁ 23 ᜪဂ)Ǻ
1.ԯᜪǹ

3.ଳلᜪ (ҥࣽلଳلᜪ٥ဂ)ǹ

4.хယᜪ (ҥΜӷࣽхယᜪ٥ဂ)ǹ

ఛዦ૯
(Aphanostigma
iakusuiense)
ણጼᜪҺᒧ1ᅿ

૯ᙝᜪҺᒧ1ᅿ

૯ᙝᜪҺᒧ1ᅿ

ယᙜᜪҺᒧ1ᅿ

ж߄٬Ҕጄൎ
ж߄բނ
ж߄্ނ
ᘔ݀
ယᙜᜪҺᒧ1ᅿ

2.ഝᙂᜪ (চഝᙂᜪϷᚇᙂᜪӝٳǴ٠ҥңҁࣽᚇᙂᜪ٥ဂ)ǹ

ఛ

ਲ

7.Ґᜪ (җচҐᜪϷҐ݀ᜪӝ)ٳǹ

ఛ

6.݀ᜪ (ҥनࣽ݀ᜪ٥ဂ)ǹ

բނ
ဂಔ
݀ᐋ

8.لᜪ (ҥلࣽلᜪ٥ဂǵᜪ٥ဂ)ǹ
9.⏯ᑰᜪǹ
18
2

ਧᜪ܈
พҡᄱ

ᜪ٥ဂ)ǹ

ਧᜪ܈
พҡᄱ

5.λယᜪ (ҥΜӷࣽλယᜪ٥ဂǵࣽλယᜪ٥ဂǵԭӝࣽယ

҅Ǵ ܭ99 ԃ 2 Д 26 ВϦঅ҅ಃ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

ж߄٬Ҕጄൎ
բނ
ж߄բނ
ж߄্ނ
ਧᜪ
ણϟෘᙝᜪҺᒧ1 ਧᜪ
ᅿ
ఛǵ݀ǵਲ
ǵఘǵǵӑ
ࡋවǵ࢈
ဟǵਬ
พ݄ǵ३ ણϟෘᙝᜪҺᒧ1 ᘔ݀ǵพ݄ǵ
ᑴǵስఛҺ ᅿ
३ᑴǵስఛǵႀ
ᒧ1ᅿ
ఛǵआᓪ݀
ጪᜦ܈พ ણϟෘᙝᜪҺᒧ1 ጪᜦǵพҡᄱǵ
ҡᄱ
ᅿ
ླྀਲǵᒍ݀
ڜଢ଼
ఛ
࣯ϟෘᙝᜪҺᒧ1 ݀ǵਲǵఘ
ǵǵ݂݃ǵ
ᅿ
ӑࡋවǵ࢈
ဟ
ค݀
ਧᜪ࣯ ܈ϟෘᙝᜪҺᒧ1 ᘔ݀ǵ३ᑴǵ
ЕҐǵႀఛǵ
ᅿ
ᘔ݀
݄ǵᓪǵ
ྲྀη
ጪᜦǵพҡᄱ
ǵླྀਲ
ਧᜪ
ૡ
ڜଢ଼

ёۯ՜٬Ҕጄൎ
্ނ
ϼѳࢩᖊદણϟෘᙝ (Planococcus minor)ǵਧણϟෘ
ᙝ (Planococcus citri)ǵౚણϟෘᙝ (Nipaecoccus
filamentosus)ǵޕҁਥણϟෘᙝ (Planococcoides
chiponensis)ǵਬણϟෘᙝ (Maconellicoccus hirsutus)
ǵ३ᑴણϟෘᙝ(ስఛშણϟෘᙝ) (Dysmicoccus
brevipes)ણϟෘᙝᜪ
ݙཀ٣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ጰ৯Ϙǵύၰǵ✎൛ǵቅϺԋǵྷዞ
Չࡹଣၭہނٛࣝᔠֽࣝ ނٛࣝಔ

ך୯ၭᛰฦᆅࡋڋচ߯௦ᛰᏊჹᔈբނϷԖ্ғޑނБԄǴҗ

ၭᛰޣЬҙፎฦǴޣεӭฦܭЬाᔮբޑނЬाੰᙝ্ٛݯ

Ǵа಄ځᔮԵໆǹӢԜǴჹځܭдߚឦЬाᔮբ܈ނϿໆբੰޑނᙝ
্܈Ьाᔮբޑނԛाੰᙝ্ǴջԖёૈय़ᖏલЮٛݯᛰᏊϐǶࣁှ

،ၭ҇ӢคਡฦၭᛰǴԾՉᘉε٬ҔӢԶၴϸၭᛰ٬ҔᆅೕۓǴၭہ

 ܭ97 ԃ 5 ДЋࣴԜᜤᚒǴӧӝЯࣽᏢচ߾ϷԵໆၭᛰȨᛰਏȩ
ǵ
Ȩᛰ্ȩ
ǵ

Ȩූ੮ໆȩѸाගΠǴஒբނϷੰᙝ্аࣽᏢБԄϩձϒаဂಔϯϩᜪ
ᆅǴ ܭ98 ԃ 3 Д 31 ВҗၭہวѲঅ҅ȨၭᛰҖ໔၂ᡍྗ߾ȩϷϦȨၭ

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

Ԅȩ (аΠᙁᆀȨၭᛰۯ՜٬Ҕጄൎȩ)ǴаӝϯБԄۯ՜ၭᛰ٬Ҕጄൎϐ
ఛᏁ࣯ϟෘᙝ (Quadraspidiotus perniciosus)ǵਬᔕ፺
࣯ϟෘᙝ (ఛ༝ϟෘᙝ) (Pseudaulacaspis pentagona)
ǵᗺϟෘᙝ (Parlatoria zizyphi)ǵξૡ༝ϟෘᙝ
(Pseudaonidia duplex)ǵ༝ϟෘᙝ (Aspidiotus
destructor)ǵᘔ݀қϟෘᙝ (Amlacaspis mangiferae)ǵ
ᘔ݀ه༝ϟෘᙝ (Aonidiella aurantii)ǵЕҐه༝ϟෘ ૡǵڜଢ଼ࣁ
ҔբނǶ
ᙝ (Aonidiella inornata)ǵྲྀηᔢ༝࣯ϟෘᙝ
(Hemiberlesia lataniae)ǵأៀϟෘᙝ࣯ϟෘᙝᜪϷڜ
ଢ଼ฯϟෘᙝ (Saissetia coffeae)ǵआᛪϟෘᙝ
(Ceroplastes rubens)ǵفᛪϟෘᙝ (Ceroplastes
pseudoceriferus)ǵᆘϟෘᙝ (Coccus viridis)ǵᆘාϟ
ෘᙝ (Chloropulvinaria psidii)೬ϟෘᙝᜪ



݀ᐋ

բނ
ဂಔ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ق

ࡼǴڐշၭ҇ှ،Ͽໆբੰނᙝ্ٛݯҔᛰϐሡाǴ٠ӕਔঋ៝ޣჹ

ၭౢࠔፁғӼӄޑाǶ

Ҟჴࡼ

ҁֽ٩Ᏽಃ 1 ހϐȨၭᛰۯ՜٬ҔጄൎȩೕۓǴᔠຎՉςਡฦᛰ

ᏊϐၗǴഌុ ܭ98 ԃ 8 ДԿ 99 ԃ 3 ДϦਡȨမᝳࣽҐᜪȩ
ǵ
ȨНዿȩ
ǵ

Ȩૡȩ
ǵ
Ȩᓪȩ
ǵ
ȨΜӷࣽጫȩ
ǵ
Ȩ݄ȩ
ǵ
Ȩεلȩ
ǵ
ȨआلȩϷȨမᝳࣽҐ݀

ᜪȩբނϐၭᛰۯ՜٬Ҕጄൎी 415 Ƕၸ൳ԛຑբࡕǴԖགܭಃ 1

ހೕۓύϩж߄բނۓచҹၸܭᝄदǴᗨฅ߄य़ёۯ՜٬Ҕጄൎϐբނ

ࣁኧሥӭǴฅᆶූ੮ໆϩဂϭዽϐࡕǴჴሞૈӝЯۯ՜చҹޑၭᛰ٠όӭǶ

Ԗ᠘ܭԜǴԵໆՉၭᛰฦǴଞჹಃ 1 ޑހж߄բނϷж߄্ނՉঅ

19
1

բނ
ဂಔ

6.݀ᜪ (ҥनࣽ݀ᜪ٥ဂ)ǹ

9.⏯ᑰᜪǹ

20
2

8.لᜪ (ҥلࣽلᜪ٥ဂǵᜪ٥ဂ)ǹ

ఛ

ጪᜦ܈พ
ҡᄱ

ᘔ݀܈พ
݄
ဟ܈ጪ
ᜦ

ᜪ٥ဂ)ǹ

݀ᐋ

7.Ґᜪ (җচҐᜪϷҐ݀ᜪӝ)ٳǹ

ఛ

অ҅ख़ᗺᇥܴ

ಃ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

ጄൎϷځჴࡼБԄȩ୷ҁϝុۯހҁϐᆒઓǴځЬाঅ҅ख़ᗺӵΠǺ

ǵ ཥቚǵፓ܈մନਢٯǺӢᔈЬբނϷ্ނϐᡂᎂǴཥቚ܈մନբނϷ
্ނᅿᜪǹ܈ӢਭБԄৡ౦Ǵᡂ׳ਢٯǹϷࣁගܹۯ՜٬ҔޑёՉ܄Ǵ

ख़ཥࣚۓਢٯጄൎǹፓж߄բ܈ނёۯ՜٬ҔጄൎբނǴբނϷ্ނӜ
ᆀᇤǴ٠մନϩόӝۯ՜ϐਢٯǶ

Βǵ ёۯ՜٬Ҕጄൎϐբނϩ٩ߕ߄Ѥၭᛰූ੮ໆ၂ᡍբނϩဂ߄ϒа
ჄǴаճҙፎฦϐ၂ᡍೕჄǶ

Οǵ ၭ ᛰ ූ ੮ ၂ ᡍ բ  ނϩ ဂ ߄ ߯ ୖ Ե ୯ ሞ १ ࠔ  ྗ  ہ  (Codex

ёۯ՜٬Ҕጄൎ
բނ
্ނ
ᘔ݀ǵพ݄ ጤᙝ (Kerria lacca)
ǵ݄ǵᓪ
ǵངҏ
ӑࡋව
ύ୯ఛЕጼ
ఛ
ᘔ݀Еጼ (Microceropsylla nigra)ǵᓩఛЕጼ
(Cacopsylla
(Cacopsylla qianli)ǵਧЕጼ (Diaphorina citri)ǵਬЕ
ਧᜪ
chinensis)
ጼ (Paurocephala psylloptera)
ᘔ݀
ਬ
ᖜଭᜪ
ᘔ݀ǵพ݄ λᖜଭ (Scirtothrips dorsalis)ǵᆵᖜଭ
ǵ३ᑴ
(Frankliniella intonsa)ǵᖜଭ (Thrips hawaiiensis)ǵ
ᖜଭᜪ
ጪᜦǵพҡᄱ ጳᖜଭ (Thrips tabaci)ǵဎႋᖜଭ (Rhipiphorothrips
ఛǵ݀ǵఘ cruentatus)ǵࠄᖜଭ (Thrips palmi)ǵՅᖜଭ
ǵǵ݂݃ǵ (Thrips coloratus)ᖜଭᜪ
ӑࡋවǵ࢈ǵ
आව
εᗉာ
ጪᜦǵพҡᄱ εᗉာ (Eumeta japonica)ǵૡᗉာ (Eumeta
(Eumeta japonica) ఛǵӑࡋවǵ minuscula)ᗉာᜪ
࢈
ᘔ݀
ਧᜪ
Βᗺယ䌌
݀ǵਲǵఘ ઓᐛМယ䌌 (Tetranychus kanzawai)ǵଵΒᗺယ䌌
(Tetranychus
ǵ݂݃ǵӑࡋ (Tetranychus truncatus)ǵΒᗺယ䌌 (Tetranychus urticae)
urticae)܈ਧယ ව
ǵҜМယ䌌 (Tetranychus piercei)ǵਧယ䌌 (Panonychus
䌌 (Panonychus
ဟ
citri )ǵ๋आଵယ䌌 (Brevipalpus phoenicis)ǵռ༝ଵယ䌌
citri) Һᒧ1ᅿ

ж߄٬Ҕጄൎ
ж߄բނ
ж߄্ނ
݄
ጤᙝ (Kerria
lacca)

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Ԅȩ (ӵߕ߄Կߕ߄Ѥ)Ǵа಄

ӝჴሞሡाǶ٠ ܭ99 ԃ 4 Д 19 ВϦਡȨૡȩբނϐၭᛰۯ՜٬Ҕጄൎी

12 Ǵಖܭှ،Ȩࡑլճȩၭᛰӧૡၴೕ٬ҔݾޑǶ
ݙཀ٣

Ҷ໕ၭށϷၮӦᚇձᆶନᏊӼӄ٬Ҕࣴಞт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dex) ϐ ୯ ሞ բ  ނϩ ဂ ᒌ   ہ 
(International Crop Grouping Consulting Committee, ICGCC) բނϩဂݩǴ

٠٩ך୯ၭౢࠔ܄ϩࣁ 18 ঁᜪဂ (ހҁࣁ 23 ᜪဂ)Ǻ

1.ԯᜪǹ

2.ഝᙂᜪ (চഝᙂᜪϷᚇᙂᜪӝٳǴ٠ҥңҁࣽᚇᙂᜪ٥ဂ)ǹ

3.ଳلᜪ (ҥࣽلଳلᜪ٥ဂ)ǹ

4.хယᜪ (ҥΜӷࣽхယᜪ٥ဂ)ǹ

5.λယᜪ (ҥΜӷࣽλယᜪ٥ဂǵࣽλယᜪ٥ဂǵԭӝࣽယ

ૡࣁҔբނ
Ƕ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ጰ৯Ϙǵύၰǵ✎൛ǵቅϺԋǵྷዞ
Չࡹଣၭہނٛࣝᔠֽࣝ ނٛࣝಔ



ق

εᗉာ (Eumeta japonica)ǵѠᗉာ (Eumeta
oolona)ǵқဌλᗉာ (Acanthopsyche (Eumetisa)
taiwana) ᗉာᜪ
ૡယာ (Homona magnanima)ǵৃယာ
(Adoxophyes sp.)ǵৃယာ (Cydia leucostoma)
ယာᜪ

ёۯ՜٬Ҕጄൎ
ݙཀ٣
্ނ
ૡࣁҔբނ
(Brevipalpus obovatus )ǵуԀଵယ䌌 (Brevipalpus
californicus)ǵ݄ယ䌌(Oligonychus litchi)ǵၡܰγଵယ Ƕ
䌌 (Eotetranychus lewisi )ယ䌌ᜪ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ӭ१ಒ䌌 (Polyphagotarsonemus latus)

ך୯ၭᛰฦᆅࡋڋচ߯௦ᛰᏊჹᔈբނϷԖ্ғޑނБԄǴҗ

ၭᛰޣЬҙፎฦǴޣεӭฦܭЬाᔮբޑނЬाੰᙝ্ٛݯ
Ǵа಄ځᔮԵໆǹӢԜǴჹځܭдߚឦЬाᔮբ܈ނϿໆբੰޑނᙝ
݄䌌 (Eriophyes litchi)

্܈Ьाᔮբޑނԛाੰᙝ্ǴջԖёૈय़ᖏલЮٛݯᛰᏊϐǶࣁှ
،ၭ҇ӢคਡฦၭᛰǴԾՉᘉε٬ҔӢԶၴϸၭᛰ٬ҔᆅೕۓǴၭہ
݀ჴᛳ (Tephritid)

 ܭ97 ԃ 5 ДЋࣴԜᜤᚒǴӧӝЯࣽᏢচ߾ϷԵໆၭᛰȨᛰਏȩ
ǵ
Ȩᛰ্ȩ
ǵ
Ȩූ੮ໆȩѸाගΠǴஒբނϷੰᙝ্аࣽᏢБԄϩձϒаဂಔϯϩᜪ
ᆅǴ ܭ98 ԃ 3 Д 31 ВҗၭہวѲঅ҅ȨၭᛰҖ໔၂ᡍྗ߾ȩϷϦȨၭ
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
ᘔ݀ǵพ݄
ǵ३ᑴǵ݄
ǵᓪǵႀఛ
พҡᄱǵླྀਲ

Ԅȩ (аΠᙁᆀȨၭᛰۯ՜٬Ҕጄൎȩ)ǴаӝϯБԄۯ՜ၭᛰ٬Ҕጄൎϐ

ૡ

ૡ

܌Ԗ݀ᐋ

ᓪ

Ҟჴࡼ

ж߄٬Ҕጄൎ
ж߄բނ
ж߄্ނ
ਧᜪ
ਧယ䌌
(Panonychus citri)
ه܈ယ䌌
(Tetranychus
cinnabarinus) Һ
ᒧ1ᅿ
ЕҐ
Βᗺယ䌌
(Tetranychus
urticae)܈ઓᐛМ
ယ䌌 (Tetranychus
kanzawai) Һᒧ1
ᅿ
݄
݄䌌
(Eriophyes litchi)
ਧᜪ
ୁӭ१ಒ䌌
(Polyphagotarson
emus latus)
݀ᐋ
݀ჴᛳ
(Tephritid)
Ҕբ ૡ
ૡᗉာ
ނ
(Eumeta
minuscule)
ૡ
ယာᜪҺᒧ1ᅿ

ૡ

ၭౢࠔፁғӼӄޑाǶ

ဟǵਬ
ૡ

բނ

ࡼǴڐշၭ҇ှ،Ͽໆբੰނᙝ্ٛݯҔᛰϐሡाǴ٠ӕਔঋ៝ޣჹ

ҁֽ٩Ᏽಃ 1 ހϐȨၭᛰۯ՜٬ҔጄൎȩೕۓǴᔠຎՉςਡฦᛰ

ᏊϐၗǴഌុ ܭ98 ԃ 8 ДԿ 99 ԃ 3 ДϦਡȨမᝳࣽҐᜪȩ
ǵ
ȨНዿȩ
ǵ
Ȩૡȩ
ǵ
Ȩᓪȩ
ǵ
ȨΜӷࣽጫȩ
ǵ
Ȩ݄ȩ
ǵ
Ȩεلȩ
ǵ
ȨआلȩϷȨမᝳࣽҐ݀
ᜪȩբނϐၭᛰۯ՜٬Ҕጄൎी 415 Ƕၸ൳ԛຑբࡕǴԖགܭಃ 1
ހೕۓύϩж߄բނۓచҹၸܭᝄदǴᗨฅ߄य़ёۯ՜٬Ҕጄൎϐբނ
ࣁኧሥӭǴฅᆶූ੮ໆϩဂϭዽϐࡕǴჴሞૈӝЯۯ՜చҹޑၭᛰ٠όӭǶ
բނ
ဂಔ

Ԗ᠘ܭԜǴԵໆՉၭᛰฦǴଞჹಃ 1 ޑހж߄բނϷж߄্ނՉঅ
҅Ǵ ܭ99 ԃ 2 Д 26 ВϦঅ҅ಃ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
21
1

Ҷ໕ၭށϷၮӦᚇձᆶନᏊӼӄ٬Ҕࣴಞт

ݙཀ٣

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Ԅȩ (ӵߕ߄Կߕ߄Ѥ)Ǵа಄
ӝჴሞሡाǶ٠ ܭ99 ԃ 4 Д 19 ВϦਡȨૡȩբނϐၭᛰۯ՜٬Ҕጄൎी
12 Ǵಖܭှ،Ȩࡑլճȩၭᛰӧૡၴೕ٬ҔݾޑǶ
๋㚉䌌 (Calacarus carinatus)ǵਧ㚉䌌(Acaphylla
steinwedeni) 䌌ᜪ
Ғጧ
ᑹာᜪҺᒧ1ᅿ
Ғጧ
ᑹ (Tetramoera schistaceana)ǵచᑹ(Proceras
venosatus)ǵ๋ᑹ (Sesamia inferens)ǵқᑹ (Scirpophaga
novella)ǵΒᗺᑹ (Chilotraea infuscatella) ᑹာᜪ
Һᒧ1ᅿыੰᙝ্ϐ၂ᡍ่݀ёۯ՜ࣁȨᢀ፞ыȩ֡ё٬ҔǶ

ёۯ՜٬Ҕጄൎ
্ނ
Ѡࢥာ (Euproctis taiwana) ܈λқદࢥာ
(Orgyia postica) ܈௹દڹာ (Spodoptera litura)ǵૡ
ᡠ(Andraca bipunctata)ǵЁ㍪ᜪ (Biston marginata,
Ascotis selenaria)ǵᗺڈာ (Thosea sinensis)ǵፃᜐᆘ
ڈာ (Latoia consocia)ǵሌԪڈာ (Narosoideus
vulpinus) Ϸᐩာᜪ (Artiidae)
ઓᐛМယ䌌 (Tetranychus kanzawai)ǵᒴើଵယ䌌
(Brevipalpus obovatus)ǵૡယ䌌 (Oligonychus coffeae)
ယ䌌ᜪ

অ҅ख़ᗺᇥܴ

ಃ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

ጄൎϷځჴࡼБԄȩ୷ҁϝុۯހҁϐᆒઓǴځЬाঅ҅ख़ᗺӵΠǺ
ǵ ཥቚǵፓ܈մନਢٯǺӢᔈЬբނϷ্ނϐᡂᎂǴཥቚ܈մନբނϷ
্ނᅿᜪǹ܈ӢਭБԄৡ౦Ǵᡂ׳ਢٯǹϷࣁගܹۯ՜٬ҔޑёՉ܄Ǵ
ख़ཥࣚۓਢٯጄൎǹፓж߄բ܈ނёۯ՜٬ҔጄൎբނǴբނϷ্ނӜ
ᆀᇤǴ٠մନϩόӝۯ՜ϐਢٯǶ

Βǵ ёۯ՜٬Ҕጄൎϐբނϩ٩ߕ߄Ѥၭᛰූ੮ໆ၂ᡍբނϩဂ߄ϒа
ჄǴаճҙፎฦϐ၂ᡍೕჄǶ

Οǵ ၭ ᛰ ූ ੮ ၂ ᡍ բ  ނϩ ဂ ߄ ߯ ୖ Ե ୯ ሞ १ ࠔ  ྗ  ہ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dex) ϐ ୯ ሞ բ  ނϩ ဂ ᒌ   ہ 

բނ

(International Crop Grouping Consulting Committee, ICGCC) բނϩဂݩǴ
ૡ

ૡ

1.ԯᜪǹ

ૡ

٠٩ך୯ၭౢࠔ܄ϩࣁ 18 ঁᜪဂ (ހҁࣁ 23 ᜪဂ)Ǻ

ૡယ䌌
(Oligonychus
coffeae) ܈ઓᐛ
Мယ䌌
(Tetranychus
kanzawai) Һᒧ1
ᅿ
䌌ᜪҺᒧ1ᅿ

ж߄٬Ҕጄൎ
ж߄բނ
ж߄্ނ
ૡ
ڹာᜪࢥ܈ာᜪ

2.ഝᙂᜪ (চഝᙂᜪϷᚇᙂᜪӝٳǴ٠ҥңҁࣽᚇᙂᜪ٥ဂ)ǹ
3.ଳلᜪ (ҥࣽلଳلᜪ٥ဂ)ǹ

4.хယᜪ (ҥΜӷࣽхယᜪ٥ဂ)ǹ

6.݀ᜪ (ҥनࣽ݀ᜪ٥ဂ)ǹ

բނ
ဂಔ

ૡ

7.Ґᜪ (җচҐᜪϷҐ݀ᜪӝ)ٳǹ

8.لᜪ (ҥلࣽلᜪ٥ဂǵᜪ٥ဂ)ǹ
9.⏯ᑰᜪǹ
22
2

ы

ᜪ٥ဂ)ǹ

ૡ

5.λယᜪ (ҥΜӷࣽλယᜪ٥ဂǵࣽλယᜪ٥ဂǵԭӝࣽယ

1.Ҕܭβᝆූਏอܭঁਭۑ
(ऊ4ঁД) ϐࡕߚᒧ܄ᛰᏊǶ
2.ᗉխЇଆࡕբ௵གբނϐᛰ্Ϸ៝
ϷғᄊߥػǶ

आلϷᆘلज़ңҁࣽᚇٛݯᛰᏊǶ
आلၨပғჹᛰᏊ௵གǶ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ፚلၨلჹᛰᏊ௵གǶ

ጰ৯Ϙǵύၰǵ✎൛ǵቅϺԋǵྷዞ
Չࡹଣၭہނٛࣝᔠֽࣝ ނٛࣝಔ



ق

ݙཀ٣

ך୯ၭᛰฦᆅࡋڋচ߯௦ᛰᏊჹᔈբނϷԖ্ғޑނБԄǴҗ
ၭᛰޣЬҙፎฦǴޣεӭฦܭЬाᔮբޑނЬाੰᙝ্ٛݯ
ਧᜪǵӑࡋවǵᘔ݀ǵླྀਲǵጪᜦǵพҡᄱǵพ
݄ǵ݄ǵᓪǵ݂݃ǵआව

Ǵа಄ځᔮԵໆǹӢԜǴჹځܭдߚឦЬाᔮբ܈ނϿໆբੰޑނᙝ
্܈Ьाᔮբޑނԛाੰᙝ্ǴջԖёૈय़ᖏલЮٛݯᛰᏊϐǶࣁှ
لǵࡧلǵلམැࢎਭϐࣽلጫ

धҐǵํҐǵࡧᇀམැࢎਭϐမᝳࣽጫ

،ၭ҇ӢคਡฦၭᛰǴԾՉᘉε٬ҔӢԶၴϸၭᛰ٬ҔᆅೕۓǴၭہ
⽧ǵǵသथǵἊᆻޔኞယᜪ

 ܭ97 ԃ 5 ДЋࣴԜᜤᚒǴӧӝЯࣽᏢচ߾ϷԵໆၭᛰȨᛰਏȩ
ǵ
Ȩᛰ্ȩ
ǵ
नηǵพǵౡǵᇺनࣽጫ

ࢩ३ҐǵՋҐǵ३ҐǵоҐǵࠄҐ

Ȩූ੮ໆȩѸाගΠǴஒբނϷੰᙝ্аࣽᏢБԄϩձϒаဂಔϯϩᜪ
ဟǵ࢈ǵఘǵ݀ǵਲǵ

ᆅǴ ܭ98 ԃ 3 Д 31 ВҗၭہวѲঅ҅ȨၭᛰҖ໔၂ᡍྗ߾ȩϷϦȨၭ
⽋ᴦ(ײҖޔኞਭ)ǵλഝ

εلǵပғǵआلǵᆘل

⽋ᴦ(НҖ౽ਭ)ǵỺқ

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
Ԅȩ (аΠᙁᆀȨၭᛰۯ՜٬Ҕጄൎȩ)ǴаӝϯБԄۯ՜ၭᛰ٬Ҕጄൎϐ

Ҟჴࡼ
ԭӝࣽ

ଭႍᖘ

ёۯ՜բނ

ߕ߄ΟǵନᏊᛰਏ၂ᡍբނϩဂ߄

ၭౢࠔፁғӼӄޑाǶ

่ౚқǵྲྀ

ࡼǴڐշၭ҇ှ،Ͽໆբੰނᙝ্ٛݯҔᛰϐሡाǴ٠ӕਔঋ៝ޣჹ

ҁֽ٩Ᏽಃ 1 ހϐȨၭᛰۯ՜٬ҔጄൎȩೕۓǴᔠຎՉςਡฦᛰ
ࢩ३Ґ܈ՋҐ

ပғ܈εل

ᏊϐၗǴഌុ ܭ98 ԃ 8 ДԿ 99 ԃ 3 ДϦਡȨမᝳࣽҐᜪȩ
ǵ
ȨНዿȩ
ǵ
ό่ౚқ

ҏԯ܈ଯ

Ȩૡȩ
ǵ
Ȩᓪȩ
ǵ
ȨΜӷࣽጫȩ
ǵ
Ȩ݄ȩ
ǵ
Ȩεلȩ
ǵ
ȨआلȩϷȨမᝳࣽҐ݀

Нዿ
Нዿ

ਧᜪ

ж߄բނ
բނဂಔ

ᜪȩբނϐၭᛰۯ՜٬Ҕጄൎी 415 Ƕၸ൳ԛຑբࡕǴԖགܭಃ 1
ఛ

พन

ፚل

चҐ

ߙጳ

Ғᙔ

Ғᛱ

ހೕۓύϩж߄բނۓచҹၸܭᝄदǴᗨฅ߄य़ёۯ՜٬Ҕጄൎϐբނ
ࣁኧሥӭǴฅᆶූ੮ໆϩဂϭዽϐࡕǴჴሞૈӝЯۯ՜చҹޑၭᛰ٠όӭǶ
݀ᐋ

ጫ

ᚇᙂ

Ԗ᠘ܭԜǴԵໆՉၭᛰฦǴଞჹಃ 1 ޑހж߄բނϷж߄্ނՉঅ
҅Ǵ ܭ99 ԃ 2 Д 26 ВϦঅ҅ಃ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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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Ԅȩ (ӵߕ߄Կߕ߄Ѥ)Ǵа಄
ഢຏ

ӝჴሞሡाǶ٠ ܭ99 ԃ 4 Д 19 ВϦਡȨૡȩբނϐၭᛰۯ՜٬Ҕጄൎी
12 Ǵಖܭှ،Ȩࡑլճȩၭᛰӧૡၴೕ٬ҔݾޑǶ

ӕဂಔբނ
ж߄բނ
բނӜȐၭౢࠔӜȑ
Нዿǵײዿ
Нዿ
ҏԯǵଯǵλԯǵλഝǵᐪഝǵεഝǵ⽋ᴦȐ⽋Ϙȑ ҏԯǵଯǵ

λഝҺᒧ1ᅿ
ⶊഝ
ε܈لပғ
εلǵပғǵआلǵᆘلǵلǵᐋلǵὂل
ӛВဗȐဗηȑǵचഞǵጪȐጪηȑ
่ౚқǵҒᙔǵྲྀǵߙǵхЈǵܤη
่ౚқǵҒ
ҒᙔǵౚಳҒᙔ
ᙔǵྲྀǵ
่ౚသथ
ߙǵ่ౚ
သथҺᒧ1ᅿ
ᙔǵသथǵ
ᙔǵǵᙘǵݨǵό่ౚқȐλқǵߙ
ԢȑǵҒᙔभǵᙔǵߙǵᡀጱǵ Ἂᆻǵǵ
ယҔᡀጱ
⽧Һᒧ1ᅿ
ό่ౚϷъ่ౚသथǵἊᆻǵआስǵқስǵࡿک
ȐξἊᆻȑǵޱ३ტǵᗡх
ǵНǵξǵ᭪Ⅲǵǵ⏼ǵಿǵ⽧
ǵယҔҒᛱǵὪΓҐȐᓪᠣȑǵξǵၸྎᑱǵ
䅚⽋ǵᛥୌȐΐቫ༣ȑǵ๋ǵиǵҡጪǵᝳ⽥ǵ
ഁጪȐНጪȑǵࢶဗȐࣤȑǵᛯΟΎȐοΎȑǵ
Նǵᓪဗǵ࢘Ȑ࢘ယȑǵ३ǵᖓǵഁᖖǵ
ਫ਼׀ǵڈϖуǵܴВယǵߎጕጪǵቶഁǵڈϖ
уǵᓪဗǵ୯Цǵهၰឮǵ३तǵ३╕
ጳǵᇁǵॢȐॢǵॢȑ
ጳǵᇁǵॢҺ
ᒧ1ᅿ

অ҅ख़ᗺᇥܴ
ಃ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

ጄൎϷځჴࡼБԄȩ୷ҁϝុۯހҁϐᆒઓǴځЬाঅ҅ख़ᗺӵΠǺ
ǵ ཥቚǵፓ܈մନਢٯǺӢᔈЬբނϷ্ނϐᡂᎂǴཥቚ܈մନբނϷ
্ނᅿᜪǹ܈ӢਭБԄৡ౦Ǵᡂ׳ਢٯǹϷࣁගܹۯ՜٬ҔޑёՉ܄Ǵ
ख़ཥࣚۓਢٯጄൎǹፓж߄բ܈ނёۯ՜٬ҔጄൎբނǴբނϷ্ނӜ
ᆀᇤǴ٠մନϩόӝۯ՜ϐਢٯǶ

Βǵ ёۯ՜٬Ҕጄൎϐբނϩ٩ߕ߄Ѥၭᛰූ੮ໆ၂ᡍբނϩဂ߄ϒа
ჄǴаճҙፎฦϐ၂ᡍೕჄǶ

Οǵ ၭ ᛰ ූ ੮ ၂ ᡍ բ  ނϩ ဂ ߄ ߯ ୖ Ե ୯ ሞ १ ࠔ  ྗ  ہ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dex) ϐ ୯ ሞ բ  ނϩ ဂ ᒌ   ہ 
(International Crop Grouping Consulting Committee, ICGCC) բނϩဂݩǴ
٠٩ך୯ၭౢࠔ܄ϩࣁ 18 ঁᜪဂ (ހҁࣁ 23 ᜪဂ)Ǻ

2.ഝᙂᜪ (চഝᙂᜪϷᚇᙂᜪӝٳǴ٠ҥңҁࣽᚇᙂᜪ٥ဂ)ǹ

ࣽلଳلᜪ

٥ဂ

4.хယᜪ (ҥΜӷࣽхယᜪ٥ဂ)ǹ

ԭӝࣽယᜪ

ࣽλယᜪ

ңҁࣽᚇᙂᜪ

3.ଳلᜪ (ҥࣽلଳلᜪ٥ဂ)ǹ
Μӷࣽ
λယᜪ

ᜪ٥ဂ)ǹ

Μӷࣽ
хယᜪ

5.λယᜪ (ҥΜӷࣽλယᜪ٥ဂǵࣽλယᜪ٥ဂǵԭӝࣽယ

ଳلᜪ

хယᜪ

λယᜪ

3

4

5

6.݀ᜪ (ҥनࣽ݀ᜪ٥ဂ)ǹ
ԯᜪ
ഝᙂᜪ

7.Ґᜪ (җচҐᜪϷҐ݀ᜪӝ)ٳǹ

բނဂಔ

8.لᜪ (ҥلࣽلᜪ٥ဂǵᜪ٥ဂ)ǹ
9.⏯ᑰᜪǹ
1
2

ߕ߄Ѥ! ၭᛰූ੮ໆ၂ᡍբނϩဂ߄

1.ԯᜪǹ

24
2

चҐȐλҐȑ
ࢩ३Ґ܈३Ґ ёۯ՜Կӕဂಔ
ȐचҐନѦȑ
εلȐЛلȑǵ
ፚلǵلǵ
ὂلҺᒧ1ᅿ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ఏǵ⋀ǵ
ੇఛǵपك
ǵ࢛ǵᙏ
ᐈǵᘗᘔҺᒧ1
ᅿ

ق

ёӕဂಔբނ
ᅿᜪҺᒧ1ᅿ



चᡀጱǵᡀ
ጱǵଭႍᖘҺ
ᒧ1ᅿ

ጰ৯Ϙǵύၰǵ✎൛ǵቅϺԋǵྷዞ
Չࡹଣၭہނٛࣝᔠֽࣝ ނٛࣝಔ

พनǵౡǵ
नηҺᒧ1ᅿ

ж߄բނ

ഢຏ

ၭᛰۯ՜٬Ҕጄൎཥࡋڋᙁϟ

ך୯ၭᛰฦᆅࡋڋচ߯௦ᛰᏊჹᔈբނϷԖ্ғޑނБԄǴҗ

ӕဂಔբނ
բނӜȐၭౢࠔӜȑ
พनǵౡǵनηǵᇺǵ࢘
ࢶઓဗǵࣿဗ
ߎଞ
चҐȐ֖λҐȑǵधҐǵํҐǵࡧᇀǵоҐǵࠄ
ҐǵহࠄҐǵὪΓҐǵຫҐǵࢩ३Ґǵ३ҐǵՋҐ

εلȐЛلȑǵፚلǵلǵὂلǵلǵᡠلǵ
ࡧلǵᖀل
εلȐلȑǵरጴǵᆘلǵआلǵፚلǵပғǵ
λഝǵᡀጱǵⶊഝ
ᡀጱǵᑶǵξဗ
ࢩጳǵᇁᓐǵ੧ጳǵ⽛ⶊǵ१Ҕԭӝ
चᡀጱǵଭႍᖘǵᝳแǵߎଞȐᅸᆘแȑǵФ⣢ǵ
இᛥߐୖǵౡਥǵҒᛱǵلᖘǵᐋᖘǵᖖǵጪᑴǵ
ؾǵξᛰǵԮȐԮแȑǵጪȐጪᛮȑǵಱᙘǵفǵ
ཁ⏯ǵỺқ
३⏯ǵ⏯ǵࢩ⏯ǵߎଞ⏯ǵЕԸǵЃՋ⏯ǵญ
ᓐ⏯ǵ࣑ྴ⏯ǵ࢛݊⏯ǵഓ⏯ǵᡫǵᓡങ⏯ǵ
ᓡ⏯ǵ⏯ࣔذ
ఏǵ⋀ǵੇఛǵपكǵ࢛ǵᙏᐈǵᘗᘔǵ
ဟǵЎѿǵηǵқǵՋࡼǵߎਧǵ
ۅǵߎ

ၭᛰޣЬҙፎฦǴޣεӭฦܭЬाᔮբޑނЬाੰᙝ্ٛݯ
Ǵа಄ځᔮԵໆǹӢԜǴჹځܭдߚឦЬाᔮբ܈ނϿໆբੰޑނᙝ
্܈Ьाᔮբޑނԛाੰᙝ্ǴջԖёૈय़ᖏલЮٛݯᛰᏊϐǶࣁှ
،ၭ҇ӢคਡฦၭᛰǴԾՉᘉε٬ҔӢԶၴϸၭᛰ٬ҔᆅೕۓǴၭہ
 ܭ97 ԃ 5 ДЋࣴԜᜤᚒǴӧӝЯࣽᏢচ߾ϷԵໆၭᛰȨᛰਏȩ
ǵ
Ȩᛰ্ȩ
ǵ
Ȩූ੮ໆȩѸाගΠǴஒբނϷੰᙝ্аࣽᏢБԄϩձϒаဂಔϯϩᜪ
ᆅǴ ܭ98 ԃ 3 Д 31 ВҗၭہวѲঅ҅ȨၭᛰҖ໔၂ᡍྗ߾ȩϷϦȨၭ
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
Ԅȩ (аΠᙁᆀȨၭᛰۯ՜٬Ҕጄൎȩ)ǴаӝϯБԄۯ՜ၭᛰ٬Ҕጄൎϐ
ࡼǴڐշၭ҇ှ،Ͽໆբੰނᙝ্ٛݯҔᛰϐሡाǴ٠ӕਔঋ៝ޣჹ
ၭౢࠔፁғӼӄޑाǶ

Ҟჴࡼ
Μӷࣽਥᜪ
ԭӝࣽਥᜪ

ҁֽ٩Ᏽಃ 1 ހϐȨၭᛰۯ՜٬ҔጄൎȩೕۓǴᔠຎՉςਡฦᛰ
لࣽلᜪ

မᝳࣽҐᜪ

٥ဂ
नࣽ݀ᜪ

ᏊϐၗǴഌុ ܭ98 ԃ 8 ДԿ 99 ԃ 3 ДϦਡȨမᝳࣽҐᜪȩ
ǵ
ȨНዿȩ
ǵ
ਧᜪ

ᜪ

Ȩૡȩ
ǵ
Ȩᓪȩ
ǵ
ȨΜӷࣽጫȩ
ǵ
Ȩ݄ȩ
ǵ
Ȩεلȩ
ǵ
ȨआلȩϷȨမᝳࣽҐ݀
ᜪȩբނϐၭᛰۯ՜٬Ҕጄൎी 415 Ƕၸ൳ԛຑբࡕǴԖགܭಃ 1

݀ᜪ

Ґᜪ

لᜪ

ਥಳᜪ

6

7

8

9

ހೕۓύϩж߄բނۓచҹၸܭᝄदǴᗨฅ߄य़ёۯ՜٬Ҕጄൎϐբނ
11 ਧᜪ

10 ⏯ᑰᜪ

բނဂಔ

ࣁኧሥӭǴฅᆶූ੮ໆϩဂϭዽϐࡕǴჴሞૈӝЯۯ՜చҹޑၭᛰ٠όӭǶ
Ԗ᠘ܭԜǴԵໆՉၭᛰฦǴଞჹಃ 1 ޑހж߄բނϷж߄্ނՉঅ
҅Ǵ ܭ99 ԃ 2 Д 26 ВϦঅ҅ಃ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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ᘔ݀ǵ३ᑴǵ
ЕҐǵพ
݄ǵ݄Һᒧ1
ᅿ
ಸ܈ဟ
ጪᜦ܈พҡᄱ ёۯ՜Կӕဂಔ
ȐಸϷဟନ
Ѧȑ
ૡ

Ԗ্ғނᅿᜪǵж߄܄٬ҔጄൎϷځჴࡼБԄȩ (ӵߕ߄Կߕ߄Ѥ)Ǵа಄
ഢຏ

ӝჴሞሡाǶ٠ ܭ99 ԃ 4 Д 19 ВϦਡȨૡȩբނϐၭᛰۯ՜٬Ҕጄൎी
12 Ǵಖܭှ،Ȩࡑլճȩၭᛰӧૡၴೕ٬ҔݾޑǶ

ఛ܈ӑࡋව

ж߄բނ

অ҅ख़ᗺᇥܴ

ಃ 2 ހϐȨၭᛰۯ՜٬Ҕጄൎϐဂಔϯբ܈ނԖ্ғނᅿᜪǵж߄܄٬Ҕ
Ғጧ
ਪ
ڜଢ଼

ጄൎϷځჴࡼБԄȩ୷ҁϝុۯހҁϐᆒઓǴځЬाঅ҅ख़ᗺӵΠǺ

ૡǵǵދᅧǵጪǵࢶઓဗǵॏ३ǵԭٚ३ǵᙗ
Պ

ӕဂಔբނ
բނӜȐၭౢࠔӜȑ
ఛǵ݀ǵਲǵఘǵǵǵឮਲǵ݂݃
ӑࡋවǵවȐआවȑ
࢈ǵуᇋೈ݀Ȑߎ݀ǵ݀ȑ
ᘔ݀ǵ३ᑴǵЕҐǵพ݄ǵ݄ǵᓪǵआЛϏǵ
ስఛǵႀఛǵआᓪ݀ǵ㌱ญਲǵԭ३݀ǵҡᄱǵ
ᡀᇋǵរх݀ǵྲྀηǵೈ݀ǵΓЈ݀ǵᄱ⨿ǵξ
Ԯ
ಸǵဟǵጪᜦǵพҡᄱǵླྀਲǵᐌǵླྀఘǵ
ਬǵค݀ǵᝊ݀ǵᒍ݀ǵՋӑࡋឮਲ

ǵ ཥቚǵፓ܈մନਢٯǺӢᔈЬբނϷ্ނϐᡂᎂǴཥቚ܈մନբނϷ
্ނᅿᜪǹ܈ӢਭБԄৡ౦Ǵᡂ׳ਢٯǹϷࣁගܹۯ՜٬ҔޑёՉ܄Ǵ
ख़ཥࣚۓਢٯጄൎǹፓж߄բ܈ނёۯ՜٬ҔጄൎբނǴբނϷ্ނӜ
ᆀᇤǴ٠մନϩόӝۯ՜ϐਢٯǶ

ჄǴаճҙፎฦϐ၂ᡍೕჄǶ

चਲǵဈ݀ǵȐϘȑ

Βǵ ёۯ՜٬Ҕጄൎϐբނϩ٩ߕ߄Ѥၭᛰූ੮ໆ၂ᡍբނϩဂ߄ϒа

Οǵ ၭ ᛰ ූ ੮ ၂ ᡍ բ  ނϩ ဂ ߄ ߯ ୖ Ե ୯ ሞ १ ࠔ  ྗ  ہ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odex) ϐ ୯ ሞ բ  ނϩ ဂ ᒌ   ہ 
(International Crop Grouping Consulting Committee, ICGCC) բނϩဂݩǴ
٠٩ך୯ၭౢࠔ܄ϩࣁ 18 ঁᜪဂ (ހҁࣁ 23 ᜪဂ)Ǻ
1.ԯᜪǹ

2.ഝᙂᜪ (চഝᙂᜪϷᚇᙂᜪӝٳǴ٠ҥңҁࣽᚇᙂᜪ٥ဂ)ǹ
3.ଳلᜪ (ҥࣽلଳلᜪ٥ဂ)ǹ

٥ဂ
ᖗᖚࣽ݀ᐋ

4.хယᜪ (ҥΜӷࣽхယᜪ٥ဂ)ǹ
5.λယᜪ (ҥΜӷࣽλယᜪ٥ဂǵࣽλယᜪ٥ဂǵԭӝࣽယ
ᜪ٥ဂ)ǹ

15 ૡᜪ

16 Ғጧ
17 ୲݀ᜪ
18 ڜଢ଼

ځдҜё
१Н݀

13 ځдҜό
ё१Н݀

ఛ݀ᜪ

7.Ґᜪ (җচҐᜪϷҐ݀ᜪӝ)ٳ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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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牧及運動草地之除草劑安全使用
蔣永正、蔣慕琰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公害防治組

前

言

台灣草坪常見的本草有百慕達草(Cynodon dactylon)，假儉草(Eremochloa
ophuroides)、地毯草(Axonopus compressus)及韓國草(Zoysia tennifolia)，調查
顯示發生在草坪中之雜草種類超過 30 科 130 種以上。草坪雜草多屬旱生植物，
但草坪於種植後多不再行耕犁、整地，雜草發生的種類與數量，與蔬菜及果
樹等作物田有相當程度之差異。各地草坪雜草之相對覆蓋率以禾本科最高，
莎草科和豆科雜草次之。常見的禾本科雜草主要有牛筋草、早熟禾、鯽魚草、
毛穎雀稗、匍地黍、竹節草等；莎草科雜草如香附子、水蜈蜙；闊葉類雜草
主要有飛揚草、紅乳草、山地豆、蠅翼草、酢漿草、雷公根和天胡荽等。草
坪中之雜草會影響景觀、安全、衛生及草坪品質。草坪內夾雜著株形高矮參
差、葉片寬窄不齊、及色澤深淺不一的雜草植株，使草坪的綠化及美化效果
大為降低。一般生長快速、具匍匐性走莖、可藉種子及營養器官繁殖之多年
生雜草，危害嚴重也最難防治。秋、冬季及初春發生之雜草以闊葉草為主，
禾本科雜草次之。夏、秋高溫季節則多為禾本科草，由於生長旺盛且難以有
效防除，成為一年中危害最為嚴重之時期。此外除草劑的經常性使用，會造
成草坪中雜草相的明顯改變，早期的優勢草種危害逐年降低，次要雜草的發
生數量則相對提升，有可能轉變為主要草種。

草坪雜草管理
常見之草坪雜草防除方式有人工拔除、機械剪草及化學藥劑防治。一般
公園及機關、工廠、社區等綠地屬於粗放型草坪，大部份以機械剪草為主。
高溫多雨之夏季平均每個月 1～2 次；冬季大約每兩個月一次。庭園、苗圃、
高爾夫球場屬於精緻型綠地，對於草坪的品質要求較高，需以剪草配合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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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及化學藥劑防治，才能有效的防除雜草。精緻草坪剪草之頻率較高，雜
草生長旺季需要每週進行。有些球場在草坪種植前，會將苗圃及果嶺區之表
土，先以土壤燻蒸劑處理再行植草或播種。燻蒸劑處理後之土壤相當潔淨，
在草坪形成期間可免受雜草危害。
大部份闊葉雜草及莎草科雜草，可藉著選擇性藥劑予以控制。對於多年
生禾本科雜草，尚無較安全有效之藥劑可使用，而且亦無法以剪草方式防治，
因此在發生的初期，即應以人工加以清除。除草劑對百慕達草、假儉草、韓
國草、地毯草之生育，可能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使用前必須確定所用之藥
劑是否會引起目標草種之藥害。
目前台灣登記在草坪使用之除草劑，包括 75%合速隆水分散性粒劑、
10%依速隆水懸劑、10%伏速隆可濕性粉劑、50%滅落脫水分散性粒劑、45%
甲基砷酸鈉溶液、32%汰硫草乳劑、10%百速隆可濕性粉劑及 50%快克草可
濕性粉劑(表一)。近幾十年來除草劑快速發展，從早期用為非選擇性雜草防
除的無機化合物，目前已開發超過上百種具不同功效的合成物質，化學防治
盛行於世界各地。採用化學除草也是台灣近代農業生產上的重要特色，大幅
降低雜草管理過程中對人力的倚靠及生產的成本。但是利用除草劑防治雜草，
須對藥劑有適當的認識，才可發揮效果及避免藥害發生，不致因為超過實際
的防治需求而危及環境。

除草劑的生物活性
除草劑對植物的毒性，與植株對藥劑的吸收、轉移和代謝等作用有關。
藥劑的化學結構、作用機制、施用方式、及植物種類與生育期，在殺草及藥
害反應過程中，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一、除草劑的吸收
噴施型農藥不論是以何種劑型施用，通常莖葉為最先接觸到藥劑的部位。
一般葉表被覆之臘質及臘質上之角質層，會阻隔外界離子和水溶性分子的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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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草皮雜草已登記之除草劑類別及防除對象
藥劑名稱/化學類別

市售劑型

防除之雜草類別與注意事項

合速隆
(Halosulfuronmethyl)/
硫醯尿素類
(Sulfonylureas)

75%合速隆
水分散性粒劑

伏速隆
Flazasulfuron/
硫醯尿素類
(Sulfonylureas)

10%可濕性粉劑
25%水分散性粒
劑

可防除短葉水蜈蚣、扁碎莎草、香附
子、藿香薊、白花藿香薊、通泉草、藍
豬草。
1.適用於百慕達草及地毯草草皮。
2.對鐵莧菜等大戟科雜草及繖花龍吐珠
效果較差。
飛揚草、紅乳草、水蜈蚣、節花路蓼。
1.限於百慕達草皮施用。

依速隆
Imazosulfuron/
硫醯尿素類
(Sulfonylureas)

10%水懸劑

香附子、水蜈蚣、天胡荽、野塘蒿、通
泉草、山芥菜、一枝香、酢醬草。
1. 限用於百慕達草草皮。
2. 限用於草皮闊葉及莎草科雜草。

百速隆
pyrazosulfuron-ethyl/
硫醯尿素類
(Sulfonylureas)

10%片劑
10%可濕性粉劑

水蜈蚣、香附子、長柄菊。
1.限於百慕達草皮施用。

汰硫草
Dithiopyr/
吡啶
(Pyridines)

32%乳劑

牛筋草、馬唐、紅毛草、兔兒菜、假吐
金菊、山芥菜。
1.適用於百慕達草皮。

滅落脫
Napropamide/
Acetanilides

50%水分散性粒
劑

牛筋草、馬唐草、酢醬草、昭和草、紫
背草、毛穎雀稗。
1.限於百慕達草皮施用。

甲基砷酸鈉
monosodium
methanear-sonate
(MSMA)/
Organoarsenicals

35.2%溶液
45%溶液

牛筋草、馬唐、紅毛草、兔兒菜、假吐
金菊、山芥菜。
1.限於百慕達草皮施用。

快克草
Quinclorac/
Quinoline carboxylic
acids

50%可濕性粉劑

毛穎雀稗。
1. 適用於百慕達草皮。
2. 水蜈蚣發生多時應混合44.1%本達隆
溶液8L/ha。
3. 施藥時應添加強透力4000倍。

29

休閒農牧及運動草地雜草識別與除草劑安全使用研習專刊

細胞，但小分子親脂性物質，則可以物理作用接近角質層表面。葉角質層上
還有氣孔及茸毛。茸毛對農藥的吸收在某種程度上很重要，在適當密度時會
形成網眼，阻止藥滴從葉表滑落，使藥劑分子大量沉積於葉表。氣孔則不能
提供水溶液的進入，只是某些油性物質可經由敏感的保衛細胞，而傷害到排
列在氣孔邊緣之細胞。
一般而言不同類型之藥劑對葉表構造沒有明顯的選擇性差異，主要與作
物種類有關，如水稻、玉米等禾本科作物的葉表面，因為包被有明顯之臘質
與角質層，較之十字花科葉菜類等光滑之葉面，對大部份農藥均具較高之容
忍性。
土壤施用型藥劑主要由根部吸收，藥劑會隨土壤水的流動而進入根、種
子和地下莖等組織。土壤環境會影響植株生長勢與根的活性，地下部細胞內
外溶液的藥劑濃度差異，亦與吸收量有密切相關。
二、除草劑的傳導
大部份除草劑的作用位置是在細胞質、細胞核或葉綠體等胞器內，藥劑
需要跨過細胞壁及層層疊疊之膜系，才能發生反應。有些藥劑的作用點離進
入的位置僅一、兩層細胞，如巴拉刈進到含有葉綠體之細胞內即發生作用，
會立即殺死所接觸到藥劑之細胞。但對萌後噴施防治多年生雜草之藥劑，需
從地上部轉移到地下部的營養繁殖器官；或施用於土壤之光合作用型抑制劑，
需從根部轉移到葉部才能發揮效果。
藥劑由葉片轉移到頂端分生組織，或由成熟葉轉移到嫩葉的短程傳送，
主要經由胞質間脈絡絲(plasmodesmata)或細胞間隙的擴散轉移。長程的傳送
則靠韌皮部和木質部等運輸系統；通常藥劑配合光合產物的流動方向在篩管
內作被動運輸，只是一些活性強之除草劑分子，也會與細胞內之代謝物質競
爭攜帶者作主動傳送。
若以韌皮部轉運為主的除草劑在積貯器官，如種子或地下根莖等營養繁
殖器官內會大量累積，部份藥劑亦會滲漏到周圍其他組織或導管內隨同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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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移動。這種韌皮部與木質部間的交換情形，主要和藥劑的膜滲透性、在篩
管內的流速及植株的大小有關；2,4-D 與嘉磷塞處理過的植株，在木質部內亦
可偵測到顯著的藥劑量。根部所吸收之除草劑主要在導管內轉移，土壤與大
氣間水分潛勢的梯度為向上移動之驅動力，但在氣孔關閉時即使兩者水分潛
勢差異極大，也不能提高木質部內的轉移速率，因此和植物的蒸散作用是有
關係的。
藥劑分子在傳導細胞內的膜穿透能力與留滯程度，會影響其在植體內的
分佈情形，中性親脂性分子易進入細胞內，但也容易往胞外流出；弱酸性分
子則會以離子捕獲方式(ion trapping)留存在細胞內；因此農藥分子製劑成酯式
結構可增加進入細胞內的量，待進入細胞後再轉變成具活性的酸式結構，可
兼顧藥劑在植體內分佈均勻及增強生物活性的特質。但對抑制光合作用電子
傳遞之除草劑，親脂性則有助於其在葉綠體類囊膜上的作用。
藥劑對同化物的生成、膜完整性及供貯組織的破壞，也都會降低其本身
的移動性；如巴拉刈引起膜系的快速破壞，會導致藥劑在植體內的分佈不完
全，而影響防治效果。雖然藥劑在植體內的轉移速率會隨植物生育狀況而異，
但最後在細胞內作用位置所累積的臨界量，才是決定其毒性的主要條件，使
用的劑量超過細胞可代謝解毒的範圍時，則會引起生育異常的現象。
三、除草劑的代謝
植物體對除草劑的代謝解毒速率，為構成作物與雜草間選擇性的重要機
制，亦為除草劑可供安全使用的主要特性。耐性作物和雜草會將細胞吸收的
藥劑分解，避免累積到足以致毒的濃度。代謝過程中包括共軛結合
(conjugation)、解毒(detoxification)及沉積(deposition)作用等；藥劑在細胞內先
行分子內的原子或原子團置換，或直接經水解、氧化、還原作用，與細胞內
成分如糖類或胺基酸形成共軛結合物，當此共軛物在細胞或組織內移動時，
一些糖類、胺基酸及脂質仍會繼續連結到此共軛物上，使其分子增大而降低
移動性，最後沉積在細胞不同部位而失去生物活性；與糖類結合者會被區隔
在液胞內，與胺基酸結合者如苯氧醋酸類除草劑，則結合在細胞壁成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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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除草劑則需要經過生物活化作用(bioactivation)才具有植物毒性；如
巴拉刈在光照下促使葉綠體膜產生自由基；2,4-D 和 MCPA 的酯式結構，在
感性品系內經氧化作用後，會轉變成具有生物活性的酸式結構；一些禾本科
除草劑(如伏寄普、快伏草及甲基合氯氟等)也需經水解、氧化、還原或具可
逆性的共軛作用，使藥劑產生生物活性後才具有殺草作用。共軛及解毒作用
非為不可逆的途徑，部份會再進入細胞質內發揮活性，但經沉積作用形成不
可溶出之殘質，則對植物毒性會顯著降低。
農藥在植物體內的代謝，不但有種間差異甚至還有種內的不同，因為在
有酵素參與之解毒反應，植體間同功酵素(isozymes)的差異，導致對藥劑的容
忍程度不同；此外植物在不同生育期對藥劑的反應亦有差別，全生育期內的
敏感時期；大部份在幼苗期和進入生殖生長之初期(如水稻的幼穗分化期)。
另外也有組織和器官上敏感程度的差異，一般繁殖器官(如花粉和柱頭)要比
營養器官(如葉片)對農藥較為敏感。

除草劑的作用原理
除草劑主要是根據其對作物與雜草間作用的差異情形所造成的選擇性方
能安全有效的使用，因此劑量的掌握十分重要。除草劑的選擇性通常是以選
擇指數(selectivity index; S)來表示，選擇指數為抑制作物生長達 10%之劑量
(ID10)，與達到 90%雜草防治率之劑量(ED90)比值；即 S=ID10(作物)／ED90(雜草)(作
物生長抑制率與雜草防治率，在不同作物與藥劑種類間，容許某種程度的變
異範圍)，因此選擇指數值愈大時，除草劑對作物與雜草間的選擇性差異愈大，
除草效果愈佳，引起藥害的可能性則愈小。而在實際田間應用上，是針對特
定作物及其田區所發生的主要雜草種類，測定植物對藥劑的劑量反應關係並
計算選擇指數，再參考環境因子的影響程度加以修正，而決定出藥害發生風
險最低，及藥效發揮最大的田間適用劑量，這也是藥劑變換新劑型或增加登
記作物範圍時，仍需重新申請進行有關藥效及藥害田間試驗的原因。
除草劑分子在植體內，可隨著輸送水分之木質部或光合產物之韌皮部，
從根部移向芽體及葉尖，或從供源移向積儲器官，有的藥劑甚至具有導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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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管雙向傳導之性質。除草劑在植體內之移動距離為決定噴施方式的主要因
子，一般接觸型藥劑之移動有限，受害徵狀侷限於藥劑接觸到的部位；系統
型藥劑之受害徵狀則會出現在藥劑轉移及積聚之非接觸部位。除草劑引起之
受害徵狀與藥劑作用機制密切相關，矮化、節間縮短、根生長抑制、開花異
常、種子不稔；葉片狹長扭曲呈上偏性、葉脈平行及葉尖內捲；組織黃化、
壞疽；細胞增生累積成團塊等均為常見之異常徵狀。
除草劑的作用機制是指藥劑被植物吸收後，在植體內傳導、作用及導致
死亡之過程；如嘉磷塞抑制苯丙氨酸(phenylalanine)、酪氨酸(tyrosine)及色氨
酸 (tryptophan) 三 種 芳 香 族 氨 基 酸 之 產 生 ， 影 響 蛋 白 質 之 生 合 成 ； EPSP
synthase 則為嘉磷塞引起植株生長異常之細胞特定作用位置。矮化、節間縮
短、根生長抑制、開花異常、種子不稔；葉形狹長呈上偏性(epinasty)扭曲、
葉脈平行及葉尖內捲；組織黃化(chlorosis)、壞疽(necrosis)；細胞增生累積成
團塊(callus)等均為常見之異常徵狀。
依據除草劑作用機制，分為生長調節劑型除草劑、胺基酸合成抑制劑、
脂質合成抑制劑、幼苗生長抑制劑、光合作用抑制劑、細胞膜破壞劑、色素
抑制劑及其他類別等，各類型藥劑之主要特性將分別描述如下，其中殘留於
土壤中之殺草有效期限，概分為少於一個月內之短期、一～四個月(作物生長
季)之中期、及超過四個月以上之長期。代表性藥劑則依據施用之普遍性及是
否容易取得之順序排列。
一、生長調節劑型除草劑(Synthetic auxins; Action like indole acetic acid)
類似荷爾蒙(如 auxins 類)之人工合成生長調節劑。干擾細胞內荷爾蒙平
衡及蛋白質合成之調控，抑制細胞伸長及分裂等。其中快克草(quinclorac)會
影響禾本科植物之細胞壁合成，增加乙烯及氰化物之產生。作用位置不明確，
可能涉及多重作用點。藥劑可由根及葉吸收，之後經由韌皮部或木質部作雙
向系統性轉移，累積至細胞分裂旺盛之生長點。但在禾本科植物，由葉面噴
施之藥劑傳導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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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方式為莖葉萌後噴施，主要防除闊葉雜草。某些藥劑或特殊劑型對
多年生闊葉草及矮灌木有明顯效果。受害徵狀大都發生在新生組織，造成闊
葉植物之莖及葉柄扭曲及上偏(向下扭曲)，葉片畸形(平行脈、縐縮呈杯狀)，
根生長受組。禾本科植物則出現葉鞘基部肥大成鱗片狀，莖節膨大傾斜易脆，
根系粗短互相連合之異常現象。施用後 12～24 小時內植株出現明顯之異常。
土壤殘效屬短～長期。
代表藥劑為二、四－地(2, 4-D)、氟氯比(fluroxypyr)、三氯比(triclopyr)、
快克草(quinclorac)
二、胺基酸合成抑制劑(Amino acid synthesis inhibition)
分為支鏈胺基酸合成抑制劑(Branch chain amino acid inhibitors)及芳香族
胺基酸合成抑制劑(Aromatic amino acid synthesis inhibitors)兩類。
1. 支鏈胺基酸合成抑制劑
抑制 ALS(AHAS)酵素活性，阻斷纈胺酸(valine)、白胺酸(leucine)、異
白胺酸(isoleucine)支鏈胺基酸之合成。作用位置即為 Acetolactate synthase
(ALS)(或稱為 Acetohydroxy acid synthase (AHAS))。由根或葉吸收，可在
木質部及韌皮部作雙向傳導，運送至生長點之作用位置，但主要隨光合產
物在韌皮部移動。
Imidazolinones 類於植前、萌前及萌後施用，用量低，主要用為非耕
地之禾草及闊葉草防治。Sulfonylureas 類為土壤或莖葉早期萌後施用，用
量低，可有效控制大部分莎草科及闊葉雜草。化學結構的改變造成本類型
藥劑在選擇性及殘留期之明顯差別。重複使用易產生抗藥性。
處理後生長立刻停止，徵狀於 1～2 星期後出現。葉展開異常，葉脈
紅化，脈間出現黃化條帶。植株矮化，上位節產生叢生現象。禾草的新生
葉片會由黃轉至半透明，闊葉植物黃化或紫化，根生長抑制及呈深紫紅
色。在土壤中之殘效屬中～長期，與土壤 pH 等環境狀況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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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藥劑為依滅草(imazapyr)、百速隆(pyrazosulfuron-ethyl)、依速
隆(imazosulfuron)、免速隆(bensulfuron-methyl)、亞速隆(ethoxysulfuron)。
2. 芳香族胺基酸合成抑制劑
抑制苯丙氨酸、酪氨酸及色氨酸三種芳香族胺基酸之生成，影響蛋白
質之生合成。作用位置為 5-enolpyruvyl-shikimate-3 phosphate synthetase 酵
素(EPSPS)。移動性高，可雙向移動，葉片吸收後主要由韌皮部輸送至生
長點。莖葉萌後施用，非選擇性。台灣已出現具抗性之雜草生物型。
施用後 3～5 日新葉最先出現黃化現象。受害徵狀包括生長抑制，葉
褪色，褐化壞疽，至植株慢慢死亡約需 10～14 日。禾草曝露在半致死量
時，輪生鞘葉呈黃色條帶。較大植株會從腋芽再生。在土壤中主由微生物
分解，分解速率視土壤狀況及微生物相而定。噴施時易引起敏感作物之飄
散藥害。
代表性藥劑為嘉磷塞(glyphosate)。
三、脂質合成抑制劑(Lipid synthesis inhibitors)
抑制脂肪酸合成之關鍵酵素 ACCase 活性，破壞細胞膜系完整性，影響
禾本科植物分生組織之生長。作用位置為 Acetyl-CoA carboxylase(ACCase)。
主由葉片吸收，經韌皮部轉移至生長點，小部分可由根吸收經木質部轉移。
芬殺草(fenoxaprop)較不具移轉性。
莖葉萌後施用，高選擇性，防除禾本科雜草，對闊葉植物幾無活性，為
典型之禾草生長抑制劑。芬殺草對多年生禾草之控制效果較差。台灣已發生
具抗藥性之雜草植株。
藥劑吸收後生長即停止，徵狀於 7～14 日後出現。新葉黃化或褐化後壞
疽，葉基部組織腐爛，易斷裂。植株有紫化現象。老葉徵狀不明顯。土壤中
之殘效屬短～中期。用量低，對環境威脅小。
代 表 性 藥 劑 有 伏 寄 普 (fluazifop-P-butyl) 、 甲 基 合 氯 氟 (haloxyfop-Rmethyl)、環殺草(cycloxydim)、快伏草(quizalofop-P- ethyl)、剋草同(clethod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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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拔草(propaquizafop)、西殺草(sethoxyim)、丁基賽伏草(cyhalofop-butyl)、得
殺草(tepraloxydim)、芬殺草(fenoxaprop-P-ethyl)。
四、幼苗生長抑制劑(Seedling growth inhibitors)
分為根抑制劑(Root inhibitors)及芽抑制劑(Shoot inhibitors)兩大類。
1. 根抑制劑
抑制蛋白微管(protein tubukin)之聚合，無法形成與細胞分裂有關之微
管(microtubule)。阻斷細胞分裂所需之微管形成與聚集，干擾紡綞絲之形
成，成為橫向擴張之多核細胞。由萌發中幼芽之根及莖吸收，在植體內轉
移有限。
土壤施用防除一年生禾草及小種子闊葉草。三福林等需土壤混拌施
用，避免光分解及揮發損失。控制萌發中之禾草幼芽，效果較佳。莖、根
生長點之分生組織最易被影響。藥劑選擇性與植體代謝差異及在土壤中之
分布有關。
受害徵狀為引起禾草之芽鞘及闊葉植物之下胚軸腫脹，萌前施用造成
細胞增生，近土面處之莖基斷裂。可能形成短粗之側根，由於根系發育不
佳，造成營養缺乏或缺水逆境之生長抑制現象。植株矮化，無法從土壤中
正常萌發。玉米等禾本科之嫩芽短粗，呈紫或紅色。闊葉植物之新梢短
粗，棒狀根。
在土壤中之殘效屬短～中期。土壤吸附隨有機質含量之增加而提高。
光分解或土壤微生物分解，厭氧狀況下微生物分解較迅速，乾冷狀況下殘
留較久。
代 表 性 藥 劑 有 施 得 圃 (pendimethalin) 、 比 達 寧 (butralin) 、 撻 乃 安
(dinitramine)、倍尼芬(benefin)。
2. 芽抑制劑
抑制蛋白質、脂質及勃激素(GAs)之合成，干擾細胞正常發育。其中
鈉得爛(naptalam)為抑制吲哚醋酸(IAA)在植體內的轉移。作用位置為與

36

休閒農牧及運動草地之除草劑安全使用

acetyl co-enzyme A 結合之多重位置。主要在木質部中傳導移動。土壤及葉
面施用，防除一年生禾草及闊葉草。
Acetanilides 及 Chloroacetamides 類為萌前施用或淺層土壤混拌，控制
一年生禾草及闊葉草，對已萌發植株之效果差。闊葉植物的吸收及作用位
置主要為根，禾草吸收及作用位置主要為正萌發之幼芽。藥劑吸收後在植
體內傳導速度慢，因此藥劑在土壤中之分布及殘效性影響防治效果。
Thiocarbamates 類則為土壤混拌劑，控制一年生禾草及一些闊葉草。
具揮發性，施用後需立即混拌，以避免揮發損失。主要由萌發中幼芽及生
長點吸收。禾本科受害徵狀為葉片捲縮於莖基中無法正常展開，幼苗無法
從土中正常萌發。闊葉植物之葉片中肋縮短，葉身縐縮或產生縐褶，呈暗
綠色，葉尖向內扭曲或呈心型，芽呈細線狀。莖節呈階梯狀，花芽無法正
常抽出。土壤殘效屬短～中期。
代 表 性 藥 劑 有 丁 基 拉 草 (butachlor) 、 拉 草 (alachlor) 、 殺 丹
(benthiocarb) 、 左 旋 莫 多 草 (s-metolachlor) 、 得 拉 本 (dalapon) 、 普 拉 草
(pretilachlor) 、 滅 草 胺 (metazahlor) 、 滅 落 脫 (napropamide) 、 氟 丙 酸
(flupropanate)。
五、光合作用抑制劑(Photosynthesis inhibitors)
分為可移動(mobile)及不可移動(non-mobile)兩大類。
1. 可移動類
與 PSII 電子傳遞系統中之 D1 protein 結合，干擾光合作用中電子傳遞
及光能之轉換，產生自由基攻擊細胞膜。活性與光照有關。由根及芽吸
收，經由木質部向上轉移。土壤或葉面施用，可控制灌木。
Triazines 類的選擇性主要是代謝上之差異，高粱及玉米所具有之
glutathione-S- transferase 酵素，能將藥劑代謝成無毒物質。尿素類對作物
及雜草的選擇性，與除草劑在土壤中的分布位置有關，而非代謝差異。
土壤施用型藥劑於子葉或第一真葉開始行光合作用後才會出現受害徵
狀。敏感闊葉植物呈脈間黃化至壞疽，成熟葉上沿葉緣開始黃化或壞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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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向葉中心進展。敏感禾草由葉尖開始黃化及壞疽，逐漸向葉基進展，
受傷葉組織最終即褐化死亡。在 pH 較高之土壤(>pH 7.2)傷害較大。葉面
施用之受害徵狀，為細胞膜破壞出現類似接觸性灼傷，葉組織呈古銅色或
產生斑點及壞疽。灼傷徵狀在濕熱下會快速出現。
土壤殘效屬中～長期。與某些敏感作物輪作，所需之間隔期限甚至超
過 2 年。土壤吸附力隨土壤質地與有機質含量而異。由於在土壤中之殘留
較長，會污染細質地土壤之地表水及粗質地土壤之淺層地下水。
代表性藥劑有草殺淨(ametryn)、草脫淨(atrazine)、克草(bromacil)、達
有 龍 (diuron) 、 理 有 龍 (linuron) 、 撲 奪 草 (metobromuron) 、 滅 必 淨
(metribuzin)。
2. 不可移動類
阻斷光合作用中電子傳遞及光能之轉換，降低光合作用效率。活性與
光照有關。作用位置在 PSII 系統之 Hill reaction。為接觸型藥劑，移動有
限。主要在早期萌後施用，噴施時藥液需完全覆蓋葉片，才會提升防治效
果。
禾草植物通常較具耐性。接觸型藥劑之傷害侷限於葉片接觸之部位，
低劑量類似傳統之光合作用抑制劑。高劑量類似細胞膜破壞劑，作物油及
其他添加劑會強化受害徵狀。土壤殘效極短，土壤吸附力低，會快速與有
機質結合，淋洗至耕犁層以下之機率低。
代表性藥劑為本達隆(bentazon)。
六、細胞膜破壞劑(Cell membrane disrupters)
包 括 Bipyridyliums, Diphenyl ethers, Oxadiazoles, Phosphinic acids,
Triazolinone 等化學類別。Bipyridyliums 類會與 PSI 系統中之 ferredoxin 競爭
電子，形成自由基，破壞正常電子流，產生自由基。活性與光照有關，徵狀
出現快速。Diphenyl ethers 及 Oxadiazoles 為 PPO 抑制劑，導致 ProtoIX 累積，
產生活化氧，破壞細胞膜引起細胞質滲漏。Phosphorylated amino acids 為氮代
謝抑制劑，降低 glutamine synthetase 酵素活性，減少 glutamine 的產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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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onium 的累積，引起代謝過程所需之胺基酸缺乏，及導致植物體內發生
氨毒害。
本類型藥劑均為接觸型藥劑，在植體內移動有限；但 Phosphorylated
amino acids 雖為接觸型，但具韌皮部及木質部之低移動性。Bipyridyliums 及
Phosphorylated amino acids 為非選擇性萌後葉面施用，控制一年生禾草及闊葉
草。Diphenyl ethers 為土壤或幼苗期施用，防除一年生雜草，提供選擇性防
除效果。
Bipyridyliums 在噴施後 1～2 小時即引起藥害徵狀，首先為接觸藥液之葉
片呈鬆軟水浸狀之外觀，接著葉組織褐化壞疽，光照會加速徵狀之出現，藥
斑最初發生在葉緣。藥液飄散引起之微量傷害為葉表出現紅褐色似灼傷之斑
點。Diphenylethers 會導致葉片黃褐及死亡，噴後在葉表快速出現胡蘿蔔色斑
點，未死亡之植株有矮化現象。作物油及添加劑會促進傷害。Oxadiazoles 會
造成幼苗萎凋死亡，葉片黃化，於噴施後 1～2 日內死亡。土壤噴施或殘留引
起之傷害為雜色之黃化壞疽。Phosphorylated amino acids 則於施用後 3～5 日
內發生黃化萎凋，1～2 星期內褐化，在高濕高光照下之徵狀出現更為快速。
Bipyridyliums 在土壤殘留長，但會被土壤黏粒強力吸附，無法有效被植
株吸收或微生物分解，無土壤殘效性。Diphenylethers 及 Triazolinone 之土壤
殘效為短～長期，與小種子作物輪作需較長之間隔期限。由光及土壤微生物
快速分解。土壤殘效為二星期～二個月。Phosphorylated amino acids 會由土壤
微生物快速分解。
代表性藥劑有巴拉刈(paraquat)、固殺草(glufosinate-ammonium)、樂滅草
(oxadiazon)、復祿芬(oxyfluorfen)、必芬諾(bifenox)、亞喜芬(acifluorfen)。
七、色素合成抑制劑(Pigment inhibitors, Bleaching herbicides)
干擾光合色素之形成及保護作用，導致葉綠素生成受限，葉片轉白，及
抑制類胡蘿蔔素(carotinoid)之生合成。Isoxazolidinones 主要抑制類胡蘿蔔素
之生合成。Pyridazinones 為抑制 terpenoid 路徑之 phytoene 及 phytoflu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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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aturase 之酵素活性。
主要由根吸收經木質部移動。萌前處理效果佳，會造成已萌發之植株白
化。藥劑最先影響光合組織，造成新葉或接觸部位之白化至半透明現象。敏
感植物會萌發出白化苗，若白化程度低於 50%通常可恢復正常。在土壤中之
殘效為中～長期，主由微生物分解，部分光分解。對敏感作物會引起揮發性
之飄散藥害。
代表性藥劑為可滅蹤(clomazone)。
八、其他
有機砷類(Organoarsenicals)為接觸型除草劑。在植體內以砷取代磷，干
擾糖代謝。由木質部或韌皮部移動，但大部分隨光合產物在韌皮部轉運，移
動有限。
葉面施用，防除一年生雜草。受害徵狀為葉片呈上偏性，組織黃化、壞
疽。土壤殘留長，易被吸附，不具活性。
代表性藥劑為甲基砷酸鈉(monosodium methanear-sonate; MSMA)。

除草劑使用特性
現行的雜草管理對除草劑的依賴頗高。除草劑雖有使用便捷、高效及經
濟之特色及優點，但對環境之負面影響為其主要缺點。由於除草藥劑佔生產
成本之比率甚低，降低用量所產生之經濟效應有限，多數之農民採取施足藥
量以求保險之心態，環境因此承受過多而無實際意義之負荷，保護環境應從
降低單位面積用量與減少施用面積兩方面著手。
民國五十二年起，正式有除草劑之登記及推薦，目前已登記除草劑中，
包含一百餘種不同之化學藥劑，以使用於水田中者最多。針對草坪等面積較
大之園區雜草，經登記可合法使用之除草劑相當少，無法滿足實際之需求。
很多登記藥劑，雖然列於政府所編印之植物保護手冊中，但因為市場競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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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及商業利潤不足，而未在市面銷售，只有主要藥劑較易自市面取得。
除草劑就實用層面，可分為葉面及土壤施用兩型。葉面施用型又包括性
統性及接觸性兩類；土壤施用型主要為抑制雜草幼株之生長。同一類藥劑常
具有相近之物理、化學特性及生物活性。單一藥劑施用方法、防治對象等特
性，可利用為瞭解同類其他除草劑之參考。例如，芳烴氧羧酸類除草劑，均
可造成莖葉扭曲、不定根生長等異常反應；其對雙子葉雜草之活性，要比單
子葉植物高。與二、四－地同類之氟氯比或三氯比，也極可能引起同一作物
之藥害。
醯胺尿素類除草劑，不能有效防治已成長之雜草，因此拉草、滅落脫及
同類之其他藥劑，都需在整地後短期內即施用。三氮苯類除草劑之作用機制
為干擾光合作用之電子傳送；在偏酸性土壤中帶正電，以陽離子型式存在，
易被帶負電之土壤微粒所吸附，吸附程度高者，就不易被淋洗或為根所吸收。
一、實用觀點之除草劑類別及施用法
1. 燻蒸劑、萌前(萌前混拌、萌前施用)、萌後(萌後施用)藥劑
溴化甲烷(methyl bromide)、邁隆(dazomet)等燻蒸劑具有廣泛之殺生作
用；處理得當，燻蒸劑可以完全殺除土壤中已萌芽雜草及休眠之繁殖體。
由於成本相當高，僅用於栽培介質、苗圃、及有特殊需求場地(如高爾夫
球場果嶺)之雜草防除。
一般除草劑對休眠之雜草種子無效。視防治雜草之發育期，除草劑可
分為雜草萌前(pre-emergence)或萌後(post-emergence)施用兩大類。醯銨、
氨基甲酸、二硝基苯胺、聯苯醚、三氮苯、尿素等類型之藥劑及雜類中之
依滅草、樂滅草均屬萌前除草劑，須在萌前階段施用，經由根及幼莖吸收
進入植體內。萌前藥劑對 3～4 葉以上之雜草效果很差，因此必須在整地
後數日內即施用，所用噴霧器以帶有扇型噴頭者最理想。少數易蒸散或光
分解之萌前藥劑如三福林，應在種植前將所施藥液拌入土中，才能發揮預
期之效果，稱之為萌前混拌法(pre-planting incorporation，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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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烴氧羧酸類、芳烴氧苯氧羧酸類、巴拉刈、嘉磷塞、固殺草、環殺
草、本達隆、克草等藥劑屬於萌後除草劑，適於萌芽後較大之雜草植株，
藥劑經莖葉吸收後進入植物體。硫醯尿素類具萌前作用，但對 3～5 葉幼
草之效果良好，適合早期萌後(early post-emergence)施用。
2. 選擇性與非選擇性藥劑
多數土面施用之萌前藥劑均有選擇性。施用得當，可有效防治發芽及
萌芽期之雜草。但是對作物之安全性，藥劑間有相當大之差別。適用於某
種作物之除草劑，對另外一種作物不一定安全。
萌後莖葉施用藥劑中，二、四-地、氟氯比及三氯比等，對闊葉雜草
之效果良好，但對禾草之效果差。伏寄普、快伏草、環殺草、西殺草等僅
對禾本科植物有效。免速隆、百速隆等硫醯尿素類藥劑，對莎草科及一般
闊葉雜草之效果高於禾草。大多數除草劑均具有選擇性，對目標區植物產
生不同程度之影響，故可利用在作物田中防治雜草。
巴拉刈、嘉磷塞及固殺草屬於萌後非選擇性藥劑，在正常用量下可對
目標區內植物(作物及雜草)造成類似程度之傷害。適用於休閒農地、道
路、溝邊、荒地，也常見用於果園、棚架及木本植物下方低矮雜草之防
治。作物之莖葉不得與非選擇性藥劑之藥液接觸，否則會造成傷害。在草
本作物田施用時，必須使用蓋罩或定向噴施，以保護作物。
3. 接觸性與系統性藥劑
接觸性除草劑如巴拉刈及固殺草，對植物之傷害，侷限於藥液接觸到
之部份。藥液要噴到莖葉各部位及芽體，才能殺死雜草。適於一年生草本
雜草之防治，對多年生草，僅能殺死其地上部。
芳烴氧羧酸類、芳烴氧苯氧羧酸類、硫醯尿素類、環殺草、西殺草及
嘉磷塞均為良好之系統性除草劑。藥劑經導管及篩管，長距離輸送至與藥
劑接觸以外之其他部位發生作用；系統性除草劑，不必整株全面噴施，也
可充分發揮藥效。香附子、茅草等多年生草之地下繁殖器官(球莖、走
莖)，需使用莖葉噴施後可輸送至根部之系統性藥劑才能有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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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短效性與長效性藥劑
除草劑施用後，會因蒸散、流失、土壤固定、植物吸收、光分解、微
生物分解等途徑，失去生物活性。巴拉刈、固殺草及嘉磷塞會被土壤黏粒
強力固定，而不易為植物根所吸收，幾無土壤殘效，雜草種子在用藥後短
時間內即發芽生長。
一般用量下，多數除草劑之土壤殘效在 1～2 個月間。如使用得當，
單次施藥即可符合田間雜草防治之實際需求。栽培期長或莖葉稀疏不易形
成良好覆蓋之作物，使用殘效短之藥劑，其防治有效期不足，中後期發生
之雜草，需要二度施藥或以其他方法清除。
三氮苯類、依滅草、達有龍、滅落脫為常見藥劑中土壤殘效超過兩個
月。其優點為防治有效期長，但是使用不當，亦會造成後作田敏感植株之
藥害。
5. 全面、帶狀、點狀、定向、注射施藥
田間實際之雜草防治，不一定要求全面施藥。某些狀況下，局部施藥
即能達到防治目標。田間稀疏分布之多年生草，以系統性除草劑點狀施藥
即可。栽植作物如有足夠行距，可在行間實施機械式中耕除草，則萌前除
草劑可以帶狀施用於植株行間。定向噴施可避免或減少藥液與作物之接
觸，防除高大而數量少之野蕉、雜木、棕梠科植物，可將高濃度之藥液直
接注射至莖稈中。
二、如何選用適當之藥劑
除草劑之種類相當多，選擇藥劑時，除經濟成本及是否容易取得外，也
需就下列技術性問題加以考慮。
1. 依據田區雜草發生情況
針對雜草之發育時期、種類及防治期長短等狀況，可選用不同類別之
除草劑。其考慮之過程可簡化如下圖所示。例如，田間發生各種類別(禾
草及闊葉草)之一年生草，且其發育已超過 3～4 葉，可尋序由萌後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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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選擇性藥劑→接觸性藥劑找到屬 H6 之巴拉刈、固殺草，此兩種即為適
宜之防治藥劑。
H1：溴化甲烷、邁隆
H2：聯苯醚、硫醯尿素、氨基甲酸、醯銨、二硝基苯胺等
H3：尿素類、三氮苯類、依滅草
H4：芳烴氧苯氧羧酸類、西殺草、環殺草
H5：芳烴氧羧酸類、硫醯尿素類、本達隆
H6：巴拉刈、固殺草
H7：嘉磷塞

雜
草
生
育
期

休眠繁殖體 ─ 燻蒸劑

H1

小於2 – 3葉 ─ 萌前藥劑：殘效短、中
：殘效長

H2
H3

大於3 – 4葉 ─ 選擇性藥劑：禾本科草
：闊葉草
非選擇性藥劑：一年生草(接觸性藥劑)
：多年生草(系統性藥劑)

H4
H5
H6
H7

2. 依據標示用法
政府所編印之植物保護手冊及除草劑包裝上，印有簡要之施用方法，
包括名稱、藥量、水量或稀釋倍數、施藥時期及方法、注意事項及防除對
象雜草等。對不熟悉藥劑使用者是重要參考依據，標示用法中最須要注意
的是藥量。用量不足則防治效果降低，過多會產生藥害。殺蟲、殺菌劑之
使用上，習慣以稀釋倍數來調配噴施之藥液，由於不同施藥器具以及噴藥
習慣，會導致單位面積用水量之差異，雖然標示之稀釋倍數相同，但在用
水量不同下，會改變單位面積之實際受藥量。萌前除草劑之正確使用，要
求將標示藥量精準且均勻的施於目標區土表。以稀釋倍數配藥時，要估計
是否達到標示之單位面積用量；否則需調整水量或稀釋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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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除對象欄所列之雜草，是依據原試驗資料登錄的，實際上可防除之
雜草種類遠多於所列出者。除主要作物有多種經測試登記之藥劑可供選用
外，其他作物則只有 1～2 種或完全無登記之除草劑，由於可供遵循之資
料不足，在這些作物田上使用之除草劑，很容易造成藥害。
3. 注意除草劑使用不當之影響(藥害、水保、草相、污染)
除草劑較其他種農藥易造成作物藥害，以化學法防治雜草時，要確實
遵照標示之藥量及使用方法，不可隨意將藥劑用於未經測試或非登記作
物。經常使用同類型除草劑之田區，要視雜草相改變情況，更換施用其他
替代藥劑，以避免耐性及抗藥性雜草之滋生繁衍。
雨季期間，坡地上應儘量少用非選擇性除草劑，以減少土表裸露造成
土壤流失。國外很多地區，大面積長時期施用草脫淨等藥劑，已造成地下
水之污染，成為相當困難處理之問題。近幾年農藥所調查台灣蔗作地區地
下水，尚未發現草脫淨污染之情況；由於農藥不易在地下水層中分解，對
於普遍使用之藥劑，應持續追蹤其對環境之可能危害。
三、除草劑施用應注意事項
除草劑的施用分為噴施(液劑、乳劑及可濕性粉劑)及撒施(粒劑及片劑)等
不同方式，選用適當的噴施機具，有利於提高農藥噴撒過程中的準確性，同
時降低藥劑飄散程度，不僅得到安全有效的田間防治效果，同時也有利於環
境的保護。農藥施用與其他田間操作有所不同，不當使用對作物生育的影響，
短時間內往往不會立即表現出來而錯失彌補時機。
施藥器械可分為背負式及動力式兩類。除草劑噴施器械在開始使用時應
先進行校準：一為確保施用過程中之準確出藥量，二為決定噴施目標區之適
當藥量與水量。通常除草劑是以單位面積的用量作為施用之標準，但田間之
實際用量會受噴施壓力、噴頭之出水量、噴施時之走速及噴幅的型式與寬度
而改變，因此在施藥前應先針對這些項目預作測試及計算。
一般噴頭在一定壓力下的噴霧量，可以從噴頭出廠規格中得知，當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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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量之差異超過 10%時，需要更換新的噴頭。噴頭、噴槍、噴桿等噴灑組件
會導致藥液的霧化程度，及形成霧滴形狀的改變，造成藥液在植株上的分布
及覆蓋的不同，會直接影響防治的效果。不同孔徑噴頭之噴霧量、粒徑、及
噴霧角會有所差異，小噴孔之噴霧量小，霧粒細，適於苗期或植株生育早
期；大噴孔之噴霧量大，霧粒粗，適用於中後期植株噴施。
霧粒覆蓋密度與防治效果也有密切相關，一般在一定數值範圍內，霧粒
細則覆蓋密度高，防治效果較佳，同時小霧粒還具有穿透性佳和沉積率高的
特點。當霧粒噴入植叢中，大霧粒只是直接撞擊在莖葉的上表面，小霧粒還
能隨著氣流繞過莖葉正面，附著於背面，且大霧粒容易在植株表面發生彈跳
跌落現象，小霧粒則不易彈跳沉積率較高。實際使用中，粒徑在 250 微米以
上的液滴，用於田區除草劑之噴施，所產生的大霧粒會在限定的範圍內沉積
分布。
噴霧的沉積效率會受到田區風速、風向、溫度、相對濕度、降雨頻率等
氣象因子之影響。霧粒的運動距離取決於其下降的初始速度、噴霧高度及風
速。霧粒越大，受風的影響就越小，下降速度就越快，如此可減少飄散，但
分布效率也降低，因而減低了接觸性藥劑的效果。由於霧粒可能被風吹到處
理區以外之田區，飄散到鄰近敏感作物上或污染附近水源，因此風向為噴霧
時必須慎重考量的因子。
除草劑的施用效果，主要與藥劑對不同種類植物作用之選擇性有關。選
擇性會受到植物對藥劑的吸收、傳導、代謝機制的差異，及藥劑在環境中之
殘留期長短，而有不同程度的變化。如何在藥劑、作物及環境三者間做適當
的調配，為發揮除草劑最大效益及降低藥害發生之關鍵。

影響除草劑作用之因子
藥劑施用方式與溫度、風向、水質及土質等環境因子之變化，為影響除
草劑藥效發揮及藥害避免之主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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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藥劑噴施系統
噴藥時流量的控制及噴桶壓力的大小，會影響田間實際噴出的藥量，噴
嘴口徑的型式與數目、噴桿的高度及噴藥時的行走速度，都會造成植株曝藥
量的差異；一般稀釋水量固定時，藥液粒子愈小，藥劑被植物吸收及抑制生
育的程度愈高；且系統性藥劑較接觸型藥劑的表現更顯著。對葉構造呈垂直
之單子葉植物而言，藥液粒子太小會影響噴施效果；但在比較光滑的葉面反
而有助於葉面的濕潤。其他如噴桶內藥液未攪拌混合均勻時，則對如可濕性
粉劑劑型之農藥，易造成局部田區植物的受藥量過高。在使用混合農藥時，
若藥劑間形成沉澱或凝聚成膠體，則噴施時也容易發生藥害，因此應先了解
藥劑的物化性質。
施用除草劑分為噴施(液劑、乳劑及可濕性粉劑)及撒施(粒劑及片劑)等不
同方式，選用適當的噴施機具，有利於提高農藥噴撒過程中的準確性，同時
降低藥劑飄散程度，不僅得到安全有效的田間防治效果，同時也有利於環境
的保護。農藥施用與其他田間操作有所不同，不當使用對作物生育的影響，
短時間內往往不會立即表現出來而錯失彌補時機。
施藥器械可分為背負式及動力式兩類。除草劑噴施器械在開始使用時應
先進行校準：一為確保施用過程中之準確出藥量，二為決定噴施目標區之適
當藥量與水量。通常除草劑是以單位面積的用量作為推薦量之標準，但田間
之實際用量會受噴施壓力、噴頭之出水量、噴施時之走速及噴幅的型式與寬
度而改變，因此在施藥前應先針對這些項目預作測試及計算。
一般噴頭在一定壓力下的噴霧量，可以從噴頭出廠規格中得知，當實際
噴量之差異超過 10%時，需要更換新的噴頭。噴頭、噴槍、噴桿等噴灑組件
會導致藥液的霧化程度，及形成霧流形狀的改變，造成藥液在植株上的分佈
及覆蓋的不同，直接影響防治的效果。不同孔徑噴頭之噴霧量、粒徑、及噴
霧角不同，小噴孔之噴霧量小，霧粒細，適於苗期或植株生育早期；大噴孔
之噴霧量大，霧粒粗，適用於中後期植株噴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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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粒覆蓋密度與防治效果也密切相關，一般在一定數值範圍內，霧粒細
則覆蓋密度高，防治效果較佳，同時小霧粒還具有穿透性佳和沉積率高的特
點。當霧粒噴入植叢中，大霧粒只是直接撞擊在莖葉的上表面，小霧粒還能
隨著氣流繞過莖葉正面，附著於背面，且大霧粒容易在植株表面發生彈跳跌
落現象，小霧粒不易彈跳沉積率較高。實際使用中，粒徑在 250 微米以上的
液滴，用於田區除草劑之噴施，所產生的大霧粒會在限定的範圍內沉積分布。
噴霧的沉積效率會受到田區風速、風向、溫度、相對濕度、降雨頻率等
氣象因子之影響。霧粒的運動距離取決於其下降的初始速度、噴霧高度及風
速。霧粒越大，受風的影響就越小，下降速度就越快，如此可減少飄散，但
分布效率也降低，因而減低了接觸性藥劑的效果。由於霧粒可能被風吹到處
理區以外之田區，飄散到鄰近敏感作物上或污染附近水源，因此風向為噴霧
時必須慎重考量的因子。
二、環境因子
1.氣候環境
(1)光照：光照會促進光合產物自葉片向外轉移，同時降低葉片中藥劑的濃
度，因而促進藥劑的吸收。但陽光中的紫外線會造成某些藥劑的光分解
而影響藥效。
(2)氣溫：溫度會影響植物的生育速率，熱帶植物在高溫下的生理作用旺
盛，尤其在高溫強光下光合作用被促進，此時葉表面氣孔為了吸收足夠
的二氧化碳而打開，因此也可能會大量吸收噴施在葉面的農藥，因此在
高溫強光下某些藥劑易引起藥害。
高溫下容易造成酯類葉面噴施型除草劑的揮發，不僅降低藥效，還
有可能引起鄰近敏感作物的藥害。反之溫度太低時植物生育較差，亦會
降低作物對藥劑的忍受程度，丁基拉草乳劑、三覆爾粒劑、丁拉萘普粒
劑及殺丹粒劑，在一期作低於 15℃之水稻田施用時，須降低藥量避免藥
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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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濕度：低濕會加速藥滴之蒸發乾燥，及造成植株缺水氣孔關閉之逆境，
而減少藥劑的葉面吸收。相對在高濕下有促進吸收的效果。通常濕度對
藥劑吸收的影響，是經由植株生育狀況的改變所致，亦為光照及氣溫交
互作用的結果。
(4)雨量：主要和噴施在植物表面的農藥，會被雨水沖刷掉有關。某些水溶
性高之農藥，也會聚集在田區低窪積水處，使局部田區的藥劑濃度過
高，促進根部的藥劑吸收；水溶性的巴拉刈用於水田整地前雜草防除
時，在施藥後三日始可灌水整地插秧，否則游離在田水中之藥劑會影響
植株生育；免速隆在施藥後十日內應禁止田區排水，若流至附近灌溉水
中，被敏感作物吸收也會引起藥害，因為施藥早期之田水會引起葉菜類
發生明顯的藥害。
(5)風：風向、風速與霧氣的形成，主要會影響藥液的飄 散，風速強到一定程

度會將藥液粒子吹移到附近的作物田區，引起飄散性藥害的發生；而霧
氣會將藥滴承接在半空中，隨氣流向某個方向移動，待陽光出現霧氣消
散後藥液則往下沉降，此時若掉在敏感作物表面則有可能引起藥害；使
用動力微粒噴霧機噴藥時，要在微風或無風時噴口順著風向較為安全。
因此氣候條件不但影響藥效發揮，還可減少藥害的發生機率至最低。
2.土壤環境
農藥在土壤中會受到土壤性質與土壤環境因子，以物理、化學、及微
生物等作用方式，影響藥劑在土壤中之殘留量及殘留活性。不僅對藥劑效
果造成直接影響，還可能被敏感植物所吸收而發生藥害。
(1)吸附作用：土壤吸附雖不會減少土壤中的藥劑量，但在土壤溶液中的藥
劑濃度已降低。吸附為土壤組成中之有機質及粘粒，與藥劑分子產生化
學鍵結的現象，通常呈離子性之藥劑和粘粒的吸附力較強，非離子性之
藥劑分子則易與有機質粒子吸附。土壤水分會將已被粘粒吸附之藥劑置
換出來，所以乾土之吸附較濕土為強，土壤 pH 也會影響吸附的程度。
有時藥劑分子只是微弱的被土表吸附，則有可能再行脫附至土壤溶
液中，被植物根所吸收。而水溶性除草劑如巴拉刈等，因為帶有正電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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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與具負電荷之土壤粘粒以離子鍵相結合，成為不具生物活性的型式，
但當巴拉刈量多且超過土壤吸附值時，則會有游離的巴拉刈存在土壤溶
液中，或改變土壤的 pH 值也有助於巴拉刈的脫附，兩者均會造成植物
根的吸收而抑制植株正常生育。
(2)揮發及淋洗作用：揮發性強的藥劑如 2,4-D 酯類劑型，噴施後易飄散至
非目標區，引起敏感作物的藥害。施用具有揮發性之土壤施用型農藥，
可以混拌或粒劑劑型予以降低。
土壤水會帶動藥劑分子在土壤中移動，溶解度大且移動性強(土壤吸
附性弱)的藥劑，易隨土壤水做不同方向的移動，如得拉本即具高溶解度
及低吸附性，較達有龍、理有龍及草殺淨、草脫淨的淋洗程度為高。若
藥劑移動至敏感作物，或大量累積至耐性作物生長分布的區域，都有可
能發生藥害。土壤性質及藥劑溶解度為造成淋洗的主要因素。
(3)分解作用：農藥在土壤中的另一種消失途徑為分解，包括光分解、化學
水解及微生物分解，分解作用的進行和土壤組成、pH 及水份含量，氣
溫、空氣濕度及紫外光的出現，土壤微生物相均有密切相關，即環境影
響分解的速率。
殘留在土壤中的農藥有可能被植物的地下部如根所吸收，夾雜在育
苗土中的植物殘質，若殘留有除草劑，可能會引起秧苗或幼嫩植株的藥
害。
三、稀釋用水質
噴藥時做為稀釋用之水質，其酸鹼度、電導度、鎂鈣等離子含量，因
為會影響農藥主成份的物化性質，形成不可溶之鹽類沉澱或是影響植物的
吸收量，亦可能造成藥害；一般而言水質中若殘留有生物活性強之農藥，
不論做為灌溉或噴施農藥之用水均不適當，因此個人在用藥後也應特別注
意田區的管理與殘留農藥的清理。

草坪雜草的化學防除
使用除草劑進行雜草管理的目的，以合理降低雜草對草坪草的危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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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藥劑對本草植株的生長抑制為主。藥效的發揮與田區雜草發生的種類、
數量與大小，及除草劑的類別、噴施方式有關，藥害的發生則以草坪草對藥
劑耐受性程度為判斷的依據，草坪的管理成效會導致植株對藥劑的反應差異。
一、播種或移植前前之雜草防除
一般針對所發生之雜草種類與數量，施用非選擇性藥劑除草劑，闊葉或
禾本科雜草發生較多時，也可選用適當之選擇性藥劑。藥劑施用前先予灌水
濕潤土壤，可促使土中雜草種子的萌發，有效降低土壤種子庫內的雜草種子
數量。
二、施用萌前除草劑防除雜草
萌前除草劑主要防除萌發中之一年生雜草，施用適當可達到八成以上的
防治效果，但針對禾本科雜草的防除藥劑須考量其在土壤中之殘效，除草劑
的性質及土壤質地、組成均與藥劑的殘效性密切相關。
三、草坪草栽植初期之雜草防除
早期萌後除草劑可有效防除 2-3 葉以下之雜草植株，但草坪草在萌發後
50 天內之初期生長期對除草劑極為敏感，幾乎所有防除禾本科雜草的除草劑
都可能引起藥害，即使具高選擇性的除草劑，也要注意勿施用過量，對生長
勢弱的草坪草幼株也可能造成傷害。
四、草坪草生育中期之雜草防除
可針對不同季節分布之主要雜草，選擇土壤處理或莖葉噴施型之藥劑，
使用萌後防治禾本科雜草的除草劑或非選擇性藥劑，須調整噴施方式，避免
草坪草植株接觸到藥液造成藥害。
草坪雜草若能有效控制，可大幅度減少修剪次數。一般在生育初期若能
降低雜草發生量至最低，之後配合季節性的溫度雨量變化，可將修剪次數合
理的減少，對提高草坪的維護品質及管理費用的縮減均有顯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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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劑使用之問題與檢討
雜草防治是作物栽培不可缺少之一環。近幾十年來，由於化學藥劑之使
用，大幅降低作物栽培對人力之依靠及生產成本，造成深遠之影響。相對於
化學除草技術之快速發展，物理性、生物性及栽培性之雜草防治研發及應用，
多停滯在數十年前之水準，在實際雜草管理上之角色也日趨降低，導致這種
不平衡情勢之主要因素是化學防治具有其他方法難以抗衡之效率及成本優勢。
現行除草劑使用體系在藥劑毒性、環境污染、水土保育、雜草抗藥性、
雜草組成多樣性等層面亦存有不同程度之潛在問題。
一、除草劑毒性及環境污染
常用之藥劑中以巴拉刈之毒性最高(LD50< 140mg/kg)，施藥者長期吸入微
細之藥液亦可產生組織及器官之病變。多數除草劑之作用機制為干擾植物特
有之生理及生化作用，對高等動物之急性毒低。近十餘年來農藥之登記，對
藥劑之慢性毒有嚴格之要求；曾經普遍使用之藥劑如護谷(nitrofen)、全滅草
(chlornitrofen)、五氯酚(PCP)，因藥劑本身或所含不純物具有高度致畸胎、致
癌、致腫瘤之可能性而被淘汰。干擾生物體內分泌，而使人及其他動物體內
分泌系統失調之環境賀爾蒙(environmental hormone, endocrine disrupter)也是近
年關注之焦點，屬於此類之除草劑有拉草、草脫淨及二、四—地等。
農藥在水、土中之殘留量主要受化學結構特性、水土物化性質及降解
(degradation)因素所支配。普遍使用及分解慢之藥劑會對大環境造成污染，如
三氮雜苯類對地下水之污染。由於藥劑在深層地下水中之分解極為緩慢，可
能之影響難以評估，是環境保護值得注意之問題。
二、水土與物種保育
臺灣坡地面積約 97 萬公頃，佔總面積之 27%，此區域之原有森林及植
被多被人為干擾所破壞；由於地形特殊且雨水多而集中，生態環境相當脆弱。
在地形複雜多變化之坡地上栽植作物，其困難度及所涉之管理成本遠較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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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大，因而形成對此區域開發之自然限制，雜草茂密及競爭植物種類多，
本是坡地開發及作物栽培之重要障礙。採用化學藥劑除草，使得坡地農地管
理負擔減輕，間接促進坡地之開發。除草藥劑之使用固可減少此等園區內雜
草之危害，但每次藥劑用後造成 1～2 個月之地表裸露；尤其在雜草滋生之雨
季施用藥劑，裸露土表之水土流失極為嚴重。
管理作業與田間雜草之組成及變動息息相關，非選擇性除草劑對敏感植
物形成極大之選汰壓力，少數對藥劑忍受力高而繁殖力強之植物形成強勢之
支配種。耕地及農業周邊區域植物相之單純化，對棲地原有豐富多樣之物種
及生態環境之穩定造成負面影響。
三、非目標植物藥害與抗藥雜草
除草劑不當使用極易導致作物藥害。草滅淨、草脫淨、達有龍、依滅草
等藥劑，土壤殘效期長多在 2～3 個月以上；後作或間作栽植之作物可由土壤
吸收此類藥劑而抑制生育。巴拉刈、嘉磷塞、伏寄普、二、四-地、三氯比等
萌後藥劑，其施用之藥液易隨風飄散，與非目標區植物之莖葉接觸造成傷害。
排放或溢出田水中所含之硫醯尿素類藥劑，可造成蔬菜及芋頭之嚴重藥害。
雜草對除草劑產生抗性已成為全球性之重要議題。通常單一作用點活性
高 之 藥 劑 易 產 生 抗 藥 性 。 各 類 型 藥 劑 中 ， 以 ALS inhibitors 及 ACCase
inhibitors 發現抗性之報導最多，PS II inhibitors 居次，bipyridyliums(巴拉刈)
及 synthetic auxins(二、四-地)也為數不少。台灣地區已確認菊科雜草野茼蒿
對巴拉刈之抗性；田間之觀察亦顯示，牛筋草對嘉磷塞及禾草藥劑、大角定
經草對巴拉刈、蔗園禾草三氮雜苯類藥劑可能已產生抗性，抗藥性雜草之發
生，目前已漸漸成為台灣農田雜草管理之明顯問題。

結

語

過去 20～30 年之台灣農業生產，主要在追求高產及經濟效應，所有相關
作業之實施及管理也配合此目標之追求，台灣農地雜草防治所採用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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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建立之體系亦建構在此目標導向之下，其重要特色為化學除草之發展及
藥劑之大量使用；而其他之防治方法則逐漸被忽略。由於環保意識之醒覺，
國際間對農藥及外來生物之管理日趨嚴格。台灣在除草劑及其他農藥之管理
上，採取與歐美日等國類似之高標準登記審查制度。農藥上市前，必須通過
物化特性檢驗、毒理(toxicology)資料審查、藥效試驗、殘留量測定等層層關
卡之嚴格篩選。其中毒理審查包括急性毒、亞慢毒、慢性毒、致變異性、生
物代謝、環境安全影響、非目標生物毒性等二十餘項試驗之資料，此等資料
之備置耗時且昂貴。嚴格之登記管理過程，除淘汰不良藥劑外，亦使新農藥
開發之成本增高，雖然文獻上不斷可見新農藥研發之報導，但僅少數可通過
登記上市。
歐美國家所推展之害物綜合管理計畫，多以降低農藥使用，藉以減輕環
境衝擊為重要目標。台灣之雜草綜合管理，在推廣一般性理念及改進各別防
除方法上較易取得成效，即推動管理雜草而非除盡雜草之觀念。除草藥劑用
量高之大面積栽培作物，應發展降低用藥之管理體系，鼓勵維持多樣性之野
生地被，減少化學及耕犁除草以免導致水土流失。從政策法規上提供經濟上
之誘因，減輕藥劑對環境所造成之衝擊，遵循合理控制雜草發生數量的管理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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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牧及運動草地之雜草抗藥性
袁秋英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公害防治組

前

言

近年農委會基於健康、效率、永續經營的施政理念，提出「精緻農業健康
卓越方案」
，該方案已於 98 年 10 月 7 日經行政院核定，主力推動生技、觀光、
綠能、醫療照護、精緻農業及文創等六大新興產業，不僅欲發揮台灣農業的科
技優勢，亦期望結合綠色生態與服務業，開發為多元功能的優質生活環境，例
如休閒農牧業及高爾夫等運動草地之開發將倍受重視，其中如何有效防治雜
草，將成為維護優質環境的關鍵因素。
自民國 50 年代起，臺灣農地開始使用農藥防除雜草，藥劑種類日趨繁多，
經常性及長時期使用相同的藥劑，使得欲防除的目標生物，為了適應生態環境
的變異，避免族群的滅絕，於是演化出抗藥性生物型(biotype)。早在 1908 年
起即發生昆蟲的抗藥現象，抗殺菌劑的真菌性病原菌也於 1940 年起陸續出
現，由於植物世代循環的生活史較昆蟲及微生物長，直到 1957 年才有抗除草
劑雜草的首度報導。一般而言，雜草對除草劑產生之抗性，並非由於植株在施
用藥劑後所產生的突變，而是自然存在的少數生物型，經藥劑的選拔壓力下突
顯的存活植物。全球至 2010 年 5 月，抗性雜草共有 340 種以上之生物型，遍
佈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以及亞洲等地，以禾本科、莧科及菊科植物
抗藥性的發生機率較高，由於市售除草劑的化學結構及作用機制種類繁多，相
對造成的抗藥性現象亦大量增加且日趨複雜，以抑制 Acetolactose synthase
(ALS)、Photosystem II (PSII)及 acetyl-CoA carboxylase (ACCase)等作用的除草
劑，其篩選出的抗性草較多。
目前於臺灣登記於非耕作農地及防治草皮雜草的除草劑分別有 11 及 8 種，
前 者 皆 為 萌 後 型 藥 劑 ， 如 嘉 磷 塞 (glyphosate) 、 巴 拉 刈 (paraquat) 、 伏 寄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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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azifop-p-butyl)、固殺草(glufosinate-ammonium)及依滅草(imazapyr)等；後者
以 萌 前 及 萌 後 型 早 期 施 用 為 主 ， 如 百 速 隆 (pyrazosulfuron-ethyl) 、 伏 速 隆
(flazasulfuron)、快克草(quinclorac)及滅落脫(napropamide)等。由於臺灣高溫多
濕的氣候特性，使得作物田區雜草種類繁多及生長快速，年度噴藥次數多達
4-6 次，因此近年於中、南部農地也陸續出現抗性草的族群，如抗巴拉刈的野
茼蒿(Conyza sumatrensis (Retz.)Walker)；抗嘉磷塞的野茼蒿、美洲假蓬(C.
bonariensis (L.) Cron)及繖花龍吐珠(Hedyotis corymbosa (L.) Lam)；對嘉磷塞高
耐受性的華九頭獅子草(Dicliptera chinensis (L.) Juss)，以及同時抗嘉磷塞及禾
本科藥劑的牛筋草(Eleusine indica (L.) Gaertn)等，農藥所已完成劑量反應、生
化測定、標定酵素之基因解序，以及分子鑑定等相關之確證。此外，於非耕作
農地及草皮噴施之此 19 種藥劑，已於國外其他作物田區發生的抗性草多達 101
及 18 種生物型，當中分別有 25 及 2 種為臺灣非耕作農地及草皮園區常見的雜
草，也可能成為具抗性的高潛力雜草。
抗性草的發生不但降低雜草防治的效果、增加施藥費用，也破壞農地植物
生態系之平衡。因此探討雜草之抗藥性，不僅可了解抗性草對藥劑的防禦機
制，進而運用抗性基因發展為抗性作物；亦可應用分子標誌檢驗及監測抗性草
的分布及可經由調整適當的田間管理系統，避免抗性草的發生及擴散。以下針
對抗藥性雜草之發生歷程、全球抗性草之現況、抗藥性機制、非耕作農地及草
皮施用之除草劑類別，以及抗性草之管理策略及方法，綜合論述於下：

抗性草之發生
一、抗藥性之定義
除草劑抗性執行委員會(Herbicide Resistance Action Committee, HRAC)及
美國雜草學會(Weed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WSSA)於 1998 年定義之除草
劑抗性(herbicide resistance)，指一雜草族群噴施除草劑之後，某劑量可有效防
除敏感植株，對於族群中仍存活的生物型(biotype)，則被定義為具有抗藥性，
此抗性為自然發生且可遺傳於子代。除草劑耐性(herbicide tolerance)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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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雜草族群噴施除草劑之後，仍可存活及繁殖之能力，此特性為自然發生亦
可遺傳於子代。一般而言，抗藥性生物型對藥劑之忍受度遠高於耐藥性植株，
有關藥劑劑量反應與植株抑制率、存活率或產量等性狀之評估模式如圖一所
示。
交互抗性(cross-resistance)：指一雜草生物型，對相同作用機制之不同除草
劑皆具有抗性，稱之為交互抗性。多重抗性（multiple-resistance）：指一雜草
生物型，對不同作用機制之除草劑，同時具有抗性的特質。
二、抗性草發生原因及歷史
具抗藥性的雜草是自然環境中已存在的生物型，經由施用除草劑之後，於
藥劑的選拔壓力下存活的植株，並非藥劑造成雜草具抗性的突變。同一物種雜
草的外觀形態相似度高，但基因層次微細的差異卻常具多樣性變化，其中某些
自然變異發生於扺抗特定除草劑之處，然而此等機率極低，一般僅有百萬分之
一或十億分之一，當於雜草族群中噴施除草劑，對藥劑敏感植物死亡，僅抗性

Resistants

% alive, yield, etc.

80

20

Tolerants

60

40

20

0

40

Susceptible
60

% killed, inhibition, etc.

100

80

Agricultural
dose

0

Dose of herbicide (log)

圖一、植物對於除草劑劑量之敏感度分為感性(susceptible)、耐性(tolerance)
及抗性(resistance)三種類別. 橫座標為除草劑施用劑量之對數值，縱座
標為抑制率、存活率或產量等性狀( Greesel,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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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存活下來，在多次重複使用相同藥劑之後，對藥劑敏感植株逐漸減少，而
抗性植株數量逐漸明顯增加，約 30%雜草族群無法有效防除時，較易於田間
觀察出抗性草的出現。因此抗性雜草的發生與藥劑使用頻度及劑量，以及其他
防除方法的配合運用，皆有相當密切的關聯性。
最早報導的抗藥性雜草為位於美國夏威夷蔗田中的鴨跖草科植物
(Commelina diffusa Burm. f.)，具有抗二,四-地(2,4-D)的特性。根據 HRAC 於國
際抗性雜草調查(International Survey of Herbicide-Resistant Weeds, ISHRW)網
站上之資料顯示，自 1978 年起抗性雜草開始陸續被發現，至 1990 年代已多達
100 種以上，而 1990 至 2000 年間，抗性生物型仍持續增加約 150 種，至 2010
年 5 月，全球己有 340 種以上抗性生物型(圖二)，分佈於 60 個國家，共有 194
種雜草對一種或多種除草劑具有抗性。
最早發生抗性雜草的藥劑為合成性生長素(synthetic auxin)類除草劑，但於
1980 至 1990 年間，快速而大量增加的抗三氮苯(triazine)類藥劑的雜草，目前
有 68 種生物型(圖三)。同時於 1980 年代末期，也陸續發生對聯吡啶類

圖二、歷年全球抗除草劑雜草之生物型變化。
2010.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Herbicide-resistant Weeds
(http://www.weedscience.org/ChronIncrease.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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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不同除草劑類別之抗性雜草數量。
2010.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Herbicide-resistant Weeds.
(http://www.weedscience.org/in.asp)
(bipyridiliums)、尿素類(ureas)、二硝基苯胺類(dinitroanilines)類藥劑、抑制
acetyl-CoA carboxylase (ACCase)及 Acetolactose synthase 作用等藥劑之抗性雜
草，前三者藥劑類別的抗性雜草皆少於 30 種生物型，ACCase 抑制劑之抗性
生物型約 38 種。1990 至 2009 年之間，造成抗性雜草大量增加的藥劑為 ALS
抑制劑，現今已有 107 種生物型被登錄於 ISHRW 網站，為目前造成雜草產生
抗藥性的最主要除草劑類別。
三、抗性草發生之現況
目前全球抗性草發生嚴重的國家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西
班牙及以色列等，抗性生物種分別有 129、53、50、32、32 及 25 種(表一)。
HRAC 將除草劑分為 18 類型藥劑(A-Z)，易發生抗性的 10 種除草劑類別為
ALS、Photosystem II (PSII)、ACCase、合成生長素、微小管(Microtubule)及脂
肪酸合成(lipid synthesis)等抑制劑與聯吡啶類、尿素類、醯氨系類(Amides)及
有機磷類等藥劑，已分別鑑定出具有 4-107 種抗性生物型(表二)。全球 194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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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抗性草發生嚴重的 10 個國家及雜草生物種數量.
國名
抗性草生物型
USA
129
Australia
53
Canada
50
France
32
Spain
32
Israel
25
United Kingdom
24
Germany
24
Brazil
22
Italy
19
Belgium
18
Japan
16
Others
222
Total
666
2010.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Herbicide-resistant Weeds
(http://www.weedscience.org/summary/CountrySummary.asp)

表二、十種重要除草劑類別、作用機制、代表藥劑及抗性草數目.
HRAC Herbicide group
Group
B
ALS inhibitors

mode of action

herbicide

inhibition of ALS

chlorsulfuron

C1

PS II inhibitors

inhibition of PS II

atrazine 草脫淨

68

A

ACCase inhibitors inhibition of ACCase

diclofop-methyl

38

O

synthetic auxins

synthetic auxin

2,4-D 二,四-地

28

D

Bipyridiliums

PS I-electron diversion

paraquat 巴拉刈

24

C2

Ureas and amides

PS II

chlorotoluron

21

G

Glycines

Inhibition of EPSP synthase glyphosate 嘉磷塞

18

K1

Dinitroanilines

microtubule inhibition

trifluralin 三福林

10

N

Thiocarbamates

Inhibition of lipid synthesis

triallate

8

F3

Triazoles, ureas

Inhibition of carotenoid

amitrole

4

Others

No. of
weeds
107

19

Total number of unique herbicide resistant biotypes

2010.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Herbicide-resistant Weeds
(http://www.weedscience.org/summary/MOASummar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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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性 雜 草 中 以 黑 麥 草 、 野 燕 麥 (Avena fatua) 、 redroot pigweed(Amaranthus
retroflexus)、藜(Chenopodium album)、狗尾草(Setaria viridis)、稗草(Echinochloa
crus-galli)、牛筋草(Eleusine indica)、地膚(Kochia scoparia)、加拿大蓬及 smooth
pigweed(A. hybridus)等 10 種雜草抗藥性問題最嚴重，分別對 3-11 種類別藥劑
具抗性(表三)，其中除了藜及 smooth pigweed 以外，皆存在對多種藥劑之多重
抗性，尤其澳洲、西班牙及南非等地之黑麥草，以及加拿大、美國、英國與南
非的野燕麥，皆已發生對 5 及 11 種作用機制之除草劑產生抗性。
表三、十種重要抗性雜草發生時期及藥劑
雜草

發生時期

藥劑種類

Lolium rigidum
黑麥草

1982~2007

Avena fatua
野燕麥

1985~2007

Amaranthus
retroflexus
Chenopodium album
藜
Setaria Viridis
狗尾草
Echinochloa
crus-galli稗草

1984~2005

ACCase 抑制劑, ALS抑制劑、二硝基苯胺類、
三氮苯類、PS II抑制劑、聯吡啶類, 嘉磷塞、
尿素及醯胺類、硫氨基甲酸、有絲分裂抑制
劑、Chloroacetamides
ACCase抑制劑、ALS抑制劑、二硝基苯胺類、
硫 氨 基 甲 酸 、 Arylaminopropionic acid
Pyrazoliums
PS II抑制劑、ALS抑制劑、尿素及醯胺類、二
硝基苯胺類、硫氨基甲酸、Pyrazoliums
PS II抑制劑、ALS抑制劑、尿素及醯胺類

Eleusine indica牛筋
草
Kochia scoparia地膚

1989~2006

Conyza canadensis加
拿大蓬
Amaranthus hybridus

1980~2005
1988~2002
1999~2009

1988~2007
1989~2007
1980~2004

二硝基苯胺類、ACCase抑制劑、ALS抑制劑、
PS II抑制劑
二硝基苯胺類、PS II抑制劑、ACCases抑制劑、
尿素及醯胺類、Chloroacetamides、合成性生長
素類
ALS抑制劑、ACCase抑制劑、二硝基苯胺類、
聯吡啶類、嘉磷塞
ALS抑制劑、PSII抑制劑、合成性生長素類、
嘉磷塞
PSII抑制劑、聯吡啶類、嘉磷塞、ALS抑制劑、
尿素及醯胺類
PSII抑制劑、ALS抑制劑、二硝基苯胺類

2010.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Herbicide-resistant Weeds
(http://www.weedscience.org/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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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藥性機制
一、抗藥性機制概述
一般植物抗藥機制有二策略，一為排除性之抗藥性(exclusionary resistance)，
植物於造成毒害反應之處排除藥劑分子。另一為改變作用點之抗藥性(side of
action resistance)，除草劑之作用屬單一作用點之傷害者，可經由單一基因突變
種或轉殖單一基因，產生抗性作物。此二作用機制詳述於下：
1. 排除性之抗藥性
除草劑作用的特殊位置，經由某些植物品系於生理或形態差異，得以
不受藥劑傷害，例如葉片、根部及維管組織影響藥劑於植體之吸附與移動。
可分為下列四種方式。
(1) 藥劑之吸收(uptake)
一般萌後藥劑經非原質體(apoplast)輸送，進入共質體(symplast)組織
造成影響，其中以藥劑於非共質體輸送之移動較複雜，涉及藥劑劑型、
角質層(cuticle)之物理特性、植物種類、株齡及環境等因素之影響。萌前
藥劑由根部吸收需經過根、地上部及種子等部位，根部之吸收為土壤水
分經表皮及皮層的主動擴散作用進入植體，藥劑由葉或根部之吸收，並
非為促進作物抗藥性之唯一重要因素，可能配合其他因素形成整個植株
之抗性。
(2)藥劑之傳導輸送(translocation)
影響除草劑於植體運移之因素包括，藥劑特性、植物種類、植物生
育狀況及環境等。而經由改變傳導因素，以預期促進抗藥性提升之效果
有限。假蓬屬雜草(Conyza spp.)對巴拉刈之抗性及 Lotus corniculatus 對嘉
磷塞之耐性與藥劑於植體內之吸收及輸送有關。
(3)藥劑之隔離(compartmentation)
一般親脂性藥劑進入細胞中，易被區隔於脂肪小體(oil body)，形成
不易移動型態。或是藥劑經代謝作用後，水溶性增強易被運送至液泡形
成抗性現象。Glutathione-S-transferase(GST)及 cytochrome P450 (P450)常
涉及藥劑之隔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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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藥劑之代謝解毒作用(metabolic detoxification)
增強作物抗藥性最有效之方式為將藥劑代謝為無毒化合物，一般除
草劑解毒之生化反應可分為氧化反應(oxidation)、水解反應(hydrolysis)及
結合反應(conjugation)等。
I. 氧化反應為最重要之解毒方式，主要由 monooxygenase 催化反應，其
中以烷基水解反應(alkyl hydroxylation)最常發生。P450 參與本達龍、
理有龍及莫多草(metolachlor)等藥劑之氧化反應。
II.水解反應為植物體內很常見之反應，可代謝多種藥劑毒性，包括
bromoxynil、cyanazine 及 propanil 等。
III.結合反應(conjugation)：一般親脂性除草劑易與葡萄糖、胺基酸或麩
胱甘月太（glutathione）結合，使水溶性增加而易於被代謝。麩胱甘月
太與藥劑之結合在植體內最重要。主要經由 GST 催化親核性藥劑與
麩胱甘月太結合，使活性藥劑直接解毒。酸性除草劑易與胺基酸結合
而解毒，例如 2,4-D。
2.改變作用點之抗藥性(altered target site of herbicide action)
主要由於標的酵素的蛋白質結構及數量改變，涉及分子、生化及生理
層次之反應，影響與藥劑之間的鍵結及親和力。大部份雜草的抗藥機制屬
此類型，可區分為下列三種：
(1)標的酵素之基因的作用點變異：
三氮苯類、芳烴氧苯氧羧酸、環己烯氧、硫醯尿素、嘉磷塞及
Imidazolinones 等藥劑，皆可篩選出具有標的酵素作用點變異的抗性生物
型。
(2)基因增殖或標的酵素大量形成
此現象常見於以細胞或癒傷組織為測試植材，於培養基內漸進添增
藥量而篩選之抗性株。例如芳烴氧苯氧羧酸、硫醯尿素及嘉磷塞藥劑處
理後，造成 ACCase、ALS 及 5-enolpyruvylshikimate-3-phosphate synthase
(EPSPS)基因擴增，三種酵素大量產生，使得藥劑於作用位置呈現被稀釋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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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標的基因轉譯作用(transcription)速率增加
抗嘉磷塞華九頭獅子草(Dicliptera chinensis) EPSPS 酵素及抗巴拉刈
美洲假蓬(C. bonariensis)抗氧化酵素活性之增加，並非基因擴增造成者，
而是經由除草劑處理後，誘導 mRNA 表現量增加之故。
二、抗藥性機制介紹：常見除草劑之抗性機制列於表四
1. PSI 抑制劑之作用機制
藥劑類別主要為聯吡啶類包括巴拉刈(paraquat)及 diquat。巴拉刈
(paraguat)抗性最早發生於 1982 年，在每年施用 2~3 次藥劑，使用約 10 年
後 L. porenne 被篩選出抗性生物型。至 2010 年 5 月止，共有 24 種雜草具
抗 bipyridiliurns 特性。例如野莧(A. lividus)、鬼針草(Bidens pilosa)、龍葵
(Solanum nigrum)、假蓬屬雜草及牛筋草等。
有關巴拉刈抗藥性之早期研究指出，抗性產生的原因可能與抗氧化酵
素的增加有關，但由於巴拉刈於光照下會迅速且大量的產生自由基，相對
應的抗氧化酵素是否可適時適量的解除自由基造成的傷害，仍有待進一步
探討。經由利用原生質體、單離之葉綠體及類囊體膜(thylakoids membrane)
等不同胞器，對巴拉刈藥劑反應之相關研究顯示，抗感生物型之間無明顯
差異。利用自動放射顯影術可呈現抗性生物型於細胞壁的某些特質，包括
較易與多元胺類化合物(polyamines)鍵結，細胞壁組成含較高酯化之果膠
(esterified pectins)等現象，顯示抗性可能與藥劑被隔離有關，或是抗氧化酵
素與隔離現象共同作用之結果。此外巴拉刈之抗性亦可能受單一顯性基因
控制。
巴拉刈的抗藥性機制已證實有以下 2 種類型：
(1)抗氧化酵素之解毒作用
多年生黑麥草(L. perenne)抗性生物型可活化 Catalase (CAT)、
peroxidase (POD)、glutathionereductase（GR）及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等抗氧化酵素而解毒。美洲假蓬（C. bonariensis）抗性生物型噴施巴拉刈
後，葉片內 SOD、ascorbate peroxidase (APX)、glutathione peroxid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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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常見除草劑之抗性機制
作用型式

除草劑

雜草

抗性機制

ACCase抑制劑

AOPPs

義大利黑麥草,牛筋草

ACCase基因作用點改變

野燕麥, Setaria viridis
黑麥草

1781

Ile改變為Leu

Alopecurus myosuroides

1781

Ile改變為Leu

AOPPs

A. myosuroides

2041

Ile改變為Asn

AOPPs及CHDs

義大利黑麥草

解毒機制(GST參與)

AOPPs及CHDs

強生草

ACCase酵素大量生產

硫醯尿素類及

多年生黑麥草

ALS基因的作用點改變

Imidazolinones

Lactuca sativa等

197

Xamthium strumarium

205

Ala改變為Val

Amaranthus hybridus

574

Trp改變為Leu

A. powelli

659

Ser改變為Thr

A. spp

122

Ala改變為Thr

A. rudis

653

Ser改變為Asn

A. blitoides

569

Try改變為Leu

依滅草除外

A. blitoides

188

Pro改變為Ser

硫醯尿素類

黑麥草

代謝解毒作用

AOPPs及CHDs

ALS抑制劑

Pro改變為His, Thr, Arg,

Leu, Gln, Ser, Ala或Ile

Imidazolinones
硫醯尿素類及
Imidazolinones

稗草
Monochoria vaginalis
EPSPS抑制劑

嘉磷塞

鵝觀草

吸收傳導之阻礙

黑麥草
加拿大蓬
矮牽牛、番茄、菸草

EPSPS酵素大量形成

Corydalis sempervirens

EPSPS轉錄速率增加

華九頭獅子草
EPSPS基因作用點改變

牛筋草

106

PS II抑制劑

三氮苯類

Ser改變為Pro或Ala

Amaranthus hybridus

psb A基因作用點改變

A. tuberculatus

264

Ser改變為Gly

Chenopodium album
Senecio vulgaris
Kochia scoparia
達有龍,理有龍

psb A基因作用點改變

早熟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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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常見除草劑之抗性機制(續)
作用型式

除草劑

雜草

抗性機制
219

PS II抑制劑
三氮苯類

細胞分裂

二硝酸苯胺

Abutilon theophrasti
黑麥草
Blackgrass
H. glaucum
多年生黑麥草
美洲假蓬
加拿大蓬
牛筋草

抑制劑

Val改變為Ile
解毒機制 (GST參與)
解毒機制 (P450參與)
解毒機制
抗氧化酵素之解毒作用

藥劑與α-tubulin鍵結之親
和
力降低 (239Thr改變為IIe)

(GP)、dehydroascorbate reductase 以及 monodehydro ascorbate reductase 等
酵素活性有增加現象。類似反應亦報導於加拿大蓬，其抗性生物型之
SOD、POD、APX 及 CAT 活性皆高於敏感生物型。
(2)藥劑快速被隔離(sequestration)
一般而言，藥劑被隔離的方式有 2 種，一為藥劑吸附於細胞組成中，
通常易結合於細胞壁；另一為藥劑隔離於細胞液胞中，皆可避免藥劑抵
達作用部位造成傷害。美洲假蓬葉圓片於巴拉刈溶液中處理 24 小時，敏
感株葉片白化，但抗性株只於葉緣呈現白化現象，推測巴拉刈經葉緣吸
收後即快速被隔離。部份的聯呲啶類除草劑會積聚在根部組織中，可能
是由於二價的多元胺作為載體，將巴拉刈攜帶至根部聚積。然而，也可
能有其他的原因，包括增加細胞膜對除草劑的吸附能力，以及除草劑在
到達光系統Ｉ活化中心前，被攔阻下來。一般植物細胞壁的果膠組成具
有去酯化的 galacturonase，可將改變陽離子之性質。因此雙價陽離子之巴
拉刈，於美洲假蓬葉表可強烈的吸附於細胞壁陽離子之交換位置。
巴拉刈為陽離子型藥劑，以雙價陽離子(PQ＋2)形式使用，因此巴拉刈
藥液可因鈣及鎂離子之相互作用，主動運輸至膜系胞器。美洲假蓬經由
14

C－巴拉刈測試結果顯示，巴拉刈藥液於抗性生物型之移動受限制，葉片

液泡中的

14

C－巴拉刈含量低於 50％，或巴拉刈藥液被隔離於液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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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deum leporinum 及 H. glaucum 抗性生物型研究顯示，巴拉刈被隔離於
液胞中。加拿大蓬抗巴拉刈生物型經藥劑處理後，可誘導一蛋白質形成，
此蛋白質可能扮演將藥劑攜帶入液泡的功能，因此降低巴拉刈藥液對細
胞的傷害。黑麥草噴施巴拉刈後，抗感植株的 SOD 及 APX 無顯著差異，
藥劑於葉表的吸收亦相似，因此推測黑麥草的抗性可能與巴拉刈被隔離
有關。
2. PSII 抑制劑之作用機制
PSII 抑制劑之藥劑類別及代表藥劑分別為：三氮苯類 triazine（草脫淨,
atrazine）、triazinones （滅必淨, metribuzin）、uracils（克草, bromacil）、
Nitriles(Bromoxinil) 、 phenylureas （ 達 有 龍 , diuron ； 理 有 龍 , liuron ）、
phenyl-pyridazines （ 必 汰 草 , pyridate ） 及 benzothiadiazinone （ 本 達 龍 ,
betazon）。三氮苯類除草劑抗性生物型最早於 1968 年發生在美洲之千里光
(Senecio vulgaris 菊科植物)。至 2010 年 5 月止，抗三氮苯類、尿素類及醯胺
類藥劑之雜草已有 68 及 21 種。
PSⅡ抑制劑的抗性機制有 2 種類型：
(1) psbA 基因的作用點改變
PSⅡ抑制劑的抗性機制首度報導於莧科植物(Amaranthus hybridus)抗
三氮苯類藥劑，由於 PSⅡ系統中可編碼為 D1 蛋白質的 psbA 基因，於胺
基酸 264serine(Ser)被 glycine(Gly)取代，因此降低了藥劑與 D1 蛋白質鍵結之
親和力。。此外藜、A. powellii、Senecio vulgaris 以及 Kochia scoparia 等
抗三氮苯的生物型，也具有相同胺基酸位置之改變。近年來於 A. powellii
及早熟禾(Poa annua)生物型中發現 D1 蛋白質之

219

valine(Val)轉變為

iosleucine(Ile) ， 亦 具 有 抗 理 有 龍 及 達 有 龍 特 性 。 於 Amaranthus 及
Chenopodium 屬雜草中可普遍發現 PSII 抑制劑之交互抗性現象。由於
psbA 基因之 264Ser 改變為 Gly，變造成整個電子傳遞速率降低，因此 PS
Ⅱ抑制劑抗性植株之光合效率及固碳能力亦較低，進而影響生物量與產

量，為生長勢較衰弱的生物型。大部分三氮苯類藥劑的抗性機制皆為此
等單一作用點突變，然而 A. tuberculatus 之草脫淨抗性生物型有兩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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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 psb A 基因改變者抗性增加為 770 倍，非 psb A 基因改變者抗性增加
約 16 倍，後者之抗性原因仍不明。
(2) 解毒機制
一般對於三氮苯類藥劑具有天然耐性的植物，大都涉及增加植物的
解毒能力，例如玉米及高梁。許多雜草也具有類似功能， velvetleaf
(Abutilon theophrasti)對於三氮苯的抗性，歸因葉及莖內的 GST 酵素，催
化草脫淨與麩胱甘月太之鍵結，避免藥劑的傷害。黑麥草的抗草滅淨
(simazine)特性亦為解毒作用，但是黑麥草之抗性是經由植體內 P450 酵素
之作用，將藥劑氧化為不具活性之 de-ethyl simazine 或 di-de-ethyl simazine
得以解毒。Blackgrass (Alopecurus myosuroides)對於草脫淨的抗性可能涉
及 GST 或 P450。
3.

ALS 抑制劑之作用機制
ALS 抑制劑之藥劑類別及代表藥劑分別為：硫醯尿素類 sulfonylurea：
免 速 隆 (bensulfuron-methyl) 、 百 速 隆 (pyrazosulfuron-ethyl) 、 伏 速 隆
(flazasulfuron)、依速隆(imazo-sulfuron)、亞速隆(ethoxy-sulfuron)、及西速
隆(cinosulfuron)。 imidazolinones：依滅草 (imazapyr）
。triazolopyrimidines、
pyrimidinyl（thio）及 benzoate 等。ALS 抑制劑抗性最早發生於 1999 年的
Lactuca serriola。至 2010 年 5 月止，已有多達 107 種雜草具有抗性生物型，
為發生抗性最嚴重的藥劑類別。包括莧科雜草、假蓬屬雜草、野燕麥、牛
筋草及黑麥草等。有關 ALS 抑制劑的抗性研究顯示，目前抗性生物型主要
的機制在於降低 ALS 酵素對藥劑的敏感度，以及促進藥劑於植體內之代謝。
ALS 抑制劑之抗性機制有 2 種類型：
(1) ALS 酵素與抑制劑之親和力降低
具有抗 ALS 抑制劑多年生黑麥草（L. peresine）、蘇俄薊（Salsola
iberica）及 common chickweed（Stellaria nedia）之生物型，皆為含有對
藥劑敏感度低的 ALS 酵素。經由對硫醯尿素類藥劑具抗性 Lactuca sativa
之 ALS 基因研究，抗性株發生單一鹼基改變，使其編碼的胺基酸
197

proline(Pro)改變為 histidine(His)。相似之單一鹼基改變亦發生於其他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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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已有 5 個胺基酸位置被鑑定，經不同胺基酸之取代，而產生對 ALS
、205Ala/Val（Xamthium
抑制劑的抗性，例如 122Ala/Thr（Amaranthus spp）
、59Ser/Thr（A. powelli）或 653Ser/Asn
strumarium）
、574Trp/Leu（A. hybridus）
（A. rudis）
，其中 197Pro 處最易發生改變，於不同植物可分別改變為 His、
Thr、Arg、Leu、Gln、Ser、Ala 或 Ile，上述之改變皆可抗硫醯尿素類及
imidazolinone 類 型 的 除 草 劑 ， 唯 122 及 653 胺 基 酸 的 變 異 可 抗
imidazolinone 藥劑，但對於硫醯尿素類藥劑仍敏感。菊科植物（Aster
squamatus）抗依滅草生物型亦對 ALS 抑制劑具交互抗性，藥劑於抗感植
株之吸收及傳導皆無明顯差異，但抗性生物型 ALS 酵素活性較敏感植株
高 4.28 倍，因此作者推測其抗性機制為 ALS 對藥劑之敏感度降低之故。
近年來 A. blitoides 植物於 ALS 基因發生兩處變異之生物型，其編碼之胺
基酸分別由敏感植株之 188Pro 轉變為 Ser 或 569Try 轉變為 Leu，前者可抗
依滅草以外的所有 ALS 抑制劑，後者可抗所有 ALS 抑制劑。
(2) 代謝解毒作用
黑 麥 草 經 chlorosulfuron 藥 劑 處 理 後 ， 抗 性 生 物 型 可 快 速 將
chlorosulfuron 於 6 小時內與葡萄糖結合而解毒。稗草抗 primsulfuron 生物
型經由水解反應及糖基化作用(glycosylation)可快速將藥劑代謝。Kuk 氏
等人(2003) 測定 Monochoria vaginalis ALS 酵素活性，in vitro 試驗結果顯
示，抗性生物型 ALS 活性為敏感型之 31-183 倍，但是於 in vivo 試驗抗感
植株的 ALS 活性無明顯差異，因此作者推測抗性生物型除了於 ALS 有變
異之外，可能也有對藥劑解毒的機制。
4. ACCase 抑制劑之作用機制
ACCase 抑制劑之藥劑類別及代表藥劑分別為：芳烴氧苯氧羧酸
aryloxyphenoxy propionates（AOPP, fops）包括伏寄普(fluazifop)、快伏草
(quizalofop-ethyl)、甲基合氯氟(haloxyfop-methyl)、芬殺草(fenoxaprop)、普
拔草(propaquizafop)、diclofop 及 clodinafop；環己烯氧 cyclohexane diones
（CHD, dims）包括西殺草(Sethoxydim)、環殺草(cycloxidim）、亞汰草
(allxydim)及剋草同(clethodim)。皆為萌後藥劑，可有效防除一年生及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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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禾草，通稱為禾本科除草劑（graminicides）。ACCase 抑制劑抗性最早發
生於 1982 年在澳洲之黑麥草（Heap and Knight, 1982）
，至 2010 年 5 月止，
已有 38 種雜草對 ACCase 抑制劑具抗性。包括野燕麥、稗草、馬唐草
(Digitaria sangunalis)及 E. colona 等。
ACCase 抑制劑之抗性機制有 3 種類型：
(1) ACCase 基因的作用點改變
不同 ACCase 之變異可能發生於抗性生物型於 AOPPs 及 CHDs 藥劑
類別之間，ACCase 對於 AOPPs 及 CHDs 敏感度差異的分子特性，仍大
都不明確，近年之研究顯示小麥(Triticum aestivum)葉綠體的 ACCase 其
CT domain 含有一決定對 ACCase 抑制劑的重要位置。此類抗性生物型，
大都因可降低對藥劑之敏感度。義大利黑麥草抗性生物型經 diclofop 處理
後其 ACCase 活性為敏感生物型之 28 倍。一般禾本科植物有 2 個 ACCase
isoform：ACCase-I 及 ACCase-Ⅱ，其中 ACCaseⅠ位於質體內，對禾本科
藥劑敏感，ACCase-Ⅱ位於質體外，含量較少但具有抗性。馬來西亞的牛
筋草於施用 4-5 年 ACCase 抑制劑的田區發生抗性生物型，尤其對伏寄普
藥劑的忍受度增加 100 倍以上，推測其抗性機制可能為 ACCase 作用點之
改變。黑麥草抗性發生於 ACCase-Ⅰ之基因改變。黑麥草、野燕麥、Setaria

viridis 及 Alopecurus myosuroides 抗性生物型之葉綠體 ACCase 於胺基酸皆
發生改變。其中黑麥草及 A. myosuroides ACCase 胺基酸於敏感植株為
1781

Ile，但抗性生物型改變為 Leu，具有抗 AOPPs 及 CHDs 兩種藥劑類型

之特性。澳洲地區之 A. myosuroides 亦發生 ACCase 胺基酸於敏感植株為
2041

Ile，但抗性生物型改變為 Asn 者，且此變異只具有抗 AOPPs 藥劑之特

性，對 CHDs 藥劑仍敏感，可能由於不同地區藥劑篩選壓力造成抗性族群
遺傳質之差異。
(2) 解毒作用
小 麥 之 AOPPs 藥 劑 之 抗 性 株 可 將 藥 劑 快 速 經 由 水 解 及
arylhydroxylation 作用為無毒化合物，主要機制為植體內 P450 使 diclofop
改 變 為 環 狀 含 羥 基 之 diclofop ， 再 快 速 與 葡 萄 糖 形 成 不 活 化 型 式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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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lucoside。英國的義大利黑麥草於 1993 年起，發現 ACCase 抑制劑的
抗性生物型，經由 ACCase 及 GST 酵素活性分析結果顯示，藥劑可被部
份義大利黑麥草族群代謝，其抗性可能為一種解毒機制。
(3) ACCase 酵素大量生產
強生草(Johnsongrass)之抗性及敏感植株對禾本科藥劑之 ACCase I50
值皆相同，但是抗性株 ACCase 比活性（specific acticity）為敏感植株的
2-3 倍，作者推測其機制為 ACCase 大量生產所形成之抗性。
5. EPSPS 抑制劑之作用機制
目前市售除草劑僅嘉磷塞屬於 EPSPS 酵素抑制劑，嘉磷塞藥劑為全球
使用最普遍的萌後除草劑，但在上市使用後約 20 年才出現抗藥性問題。抗
性雜草最早於 1996 年發生在澳洲地區的黑麥草(Lolium rigidum)，之後陸續
於美洲、南非、馬來西亞及台灣等地，出現抗性之義大利黑麥草、牛筋草、
加拿大蓬、美洲假蓬及車前草(Plantago lanceolata)等 18 種雜草之生物型。
嘉磷塞之抗藥機制有 4 種類型：
(1)藥劑於吸收傳導之阻礙
經由 14C 標示嘉磷塞測定結果顯示，birsafoot trefoil (Lotus corniculatus
L.)、 field bindweed (Convolvulus arvensis L.)、hemp dogbane (Apocymum
cannabinum L.)及鵝觀草 quackgrass (Agropyron repens Beauv.)等雜草，高
度耐藥特性主要原因為藥劑於植體之吸收及傳導受阻之故。一般而言，
嘉磷塞進入植物體內大都經由韌皮部(phloem)輸送到莖頂，然而嘉磷塞於
抗性黑麥草的運移主要位於木質部(xylem)，造成成熟葉片比生長點部位
累積較多藥液，因此形成抗性。由於加拿大蓬抗性及敏感植株噴施嘉磷
塞後皆會造成 shikimic acid 含量的增加，因此推測抗性植株的 EPSPS 亦
為對嘉磷塞敏感之酵素，而加拿大蓬的抗性可能與藥劑於植體內的傳導
與分布有關，其作用機制仍不明確，但可能由一顯性基因控制其抗藥性。
(2) EPSPS 酵素大量形成
嘉磷塞抗性研究之初期，經由人為處理，於細胞株培養基中添加少
量藥劑，再於存活細胞繼代培養，逐漸增加藥量，篩選出具抗嘉磷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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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株，其中矮牽牛、番茄、胡蘿蔔、菸草及 Corydalis sempervirens 抗
性細胞的 EPSPS 活性分別增加 8.5、8、30、20 及 10 倍，主要原因為 EPSPS
基因增幅及 EPSPS 酵素含量增加之故，此抗性現象主要發生於嘉磷塞藥
劑壓力下的結果，一但將藥劑移除，其抗性會逐漸遞減，無法於田間栽
培環境下長期具有抗藥特性。
(3) EPSPS 轉錄速率增加
Corydalis sempervirens 之耐藥性細胞，其 EPSPS 酵素含量增加之原
因為 EPSPS 基因進行轉錄速率(transcription rate)增加之故，黑麥草抗性植
株 EPSPS mRNA 之表現量為敏感植株之 2~3 倍。華九頭獅子草耐性機制
亦與 EPSPS 轉錄速率增強有關。
(4) EPSPS 酵素與嘉磷塞親和力降低
馬來西亞與台灣地區的牛筋草陸續於 1997 及 2001 年發生嘉磷塞抗
性生物型，抗性原因主要為 EPSPS 發生變異，敏感植株 319C 鹼基改變為
G 或 T，經轉譯後敏感植株胺基酸 106Ser，於馬來西亞及台灣抗性株分別
改變為 106Pro 及 106Ala，造成 EPSPS 與嘉磷塞鍵結之親和力降低，因此產
生抗性。
6. 抑制微管集結之作用機制
抑制微管集結之藥劑類別及代表藥劑分別為：二硝酸苯胺
dinitroanilines（施得圃, pendimethalin; 三福林, trifluralin）
、吡啶類 pyridines
（汰硫草, Dithiopyr）及 benzoic acid（除草寧, DCPA）。二硝酸苯胺類藥劑
抗性的牛筋草最早於 1972 年發生於美洲。至 2010 年 5 月止，有絲分裂抑
制劑的抗性雜草己有 10 種，包括稗草、黑麥草、野燕麥及 Alopecurus
myosuroides 等。
牛筋草抗性生物型對二硝酸苯胺藥劑之耐性為敏感型的 60 倍，主要原
因為抗性牛筋草α-微小管(α-tubulin)基因有 3 處鹼基改變，由於甲基化之
cytosine 發生自發性去胺作用（deamination）使 715cytosine 改變為 thyamine，
使其編碼的胺基酸

239

Thr 改變為 IIe，由於

239

Thr 於 tubulin 鄰近於與

microtubulin profilament mononer 的作用位置，因此改變 Thr 為 IIe，造成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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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藥劑與 tubulin 的作用點，使親和力降低 60 倍。α-微小管基因之
改變為 His 以及

24

Tyr

268

Met 改變為 Thr，由於可略為改變疏水特性，使得α-微

小管形成 dimer，穩定度可增加 60 倍。黑麥草經 14C-三福林藥劑測定結果，
抗感植株對藥劑的吸收及傳導無明顯差異，大部份藥劑累積於根部，目前
其抗性機制仍不明確。
7. 多重抗性(multiple resistance)
多重抗性（multiple-resistance）：指一雜草生物型，對不同作用機制之
除草劑，同時具有抗性的特質。黑麥草、野燕麥、狗尾草、稗草、牛筋草、
地膚、加拿大蓬及 redroot pigweed 等抗藥性問題嚴重的雜草皆存在多重抗
性現象。黑麥草普遍分布於澳洲南部，且常呈高密度族群，即使誘發頻率
很低，仍有少數個體具有抗性基因，植株間授粉亦可混合抗性基因，因此
存活植株具有不同抗性機制，再經由不同除草劑噴施，即可快速篩選出多
重抗性植株。因此除了人為之篩選以外，植株生理特性亦為造成多重抗性
之重要因素。雜草經由增加代謝能力之抗性，效率一般低於經由作用點變
異產生抗性者，但可同時抵抗多種藥劑之傷害。
黑麥草為具有抗 11 種作用機制除草劑的不同生物型，經由噴施伏寄普
產 生 抗 性 後 ， 對 chlorosulfuron (ALS 抑 制 劑 ) 可 產 生 抗 性 ， 且 代 謝
chlorosulfuron 生物型之族群大於抗伏寄普者。黑麥草對硫醯尿素類藥劑之
抗性是由於 P450 對藥劑發生氧化作用之故。目前黑麥草已有族群可抗 16
種藥劑，其中 SLR 31 及 VLR 69 品系分別抗 11 及 8 種藥劑，主要抗性機
制可能有 4 種：抗藥性酵素、標的酵素之改變、解毒代謝以及膜系非極性
化(membrane depolarization)傷害之復原等。此類多重抗性機制並不常見於
其他植物，因為抗性發生的速度，受許多因素之影響，包括族群中抗性基
因之誘導頻率、被處理植株之個體數量、選拔壓力之時期長度與頻率及植
株繁殖系統等。一旦雜草發生多重抗性，可使用的有效藥劑種類則受限，
防除難度高，需配合其他非藥劑的管理方法，才可有效防除。

73

休閒農牧及運動草地雜草識別與除草劑安全使用研習專刊

休閒農牧之非耕地及草皮之除草劑與抗藥性
一、登記於非耕地之除草劑類別及具抗藥潛力之雜草種類
目前臺灣已登記於非耕地防除雜草的藥劑有 11 種，包括嘉磷塞、巴拉刈、
嘉磷氟氯比、固殺草、伏寄普、快伏草、依滅草、伏速隆、得拉本、畢拉草、
菲殺淨等（表五）
，皆為萌後型除草劑，僅伏寄普及快伏草為防除禾本科雜草
的選擇性藥劑，其中嘉磷氟氯比(imazosulfuron)為混合藥劑，而得拉本與巴拉
刈為田間立即混合施用，其餘藥劑皆為單劑使用。此 11 種除草劑中即包括 8
種作用機制，於國外施用於不同作物田區分別發生的抗性雜草有 4-23 種，臺
灣已出現抗性族群者有抗巴拉刈的野茼蒿；抗嘉磷塞的野茼蒿、美洲假蓬，以
及同時抗嘉磷塞及禾本科藥劑(伏寄普、快伏草)的牛筋草(表五，字下畫線者)，
另有 25 種抗性雜草(表五，標示星號者)，亦為臺灣非耕地普遍生長的雜草，
若日後經常性施用相同藥劑，可能成為新與抗性草的高潛力種類。
二、登記於草皮之除草劑類別及具抗藥潛力之雜草種類
目前臺灣已登記於草皮防除雜草的藥劑有 8 種，包括百速隆、合速隆、依
速隆、伏速隆、滅落脫、汰硫草、快克草及甲基砷酸鈉等（表六）
，主要為萌
前及萌後早期施用型除草劑。此 8 種除草劑有 5 種作用機制，抑制 ALS 酵素
作用者即有 4 藥劑，於國外施用於不同作物田區分別發生的抗性雜草有 1-8
種，百速隆及合速隆施用於水田或水域發生的水生抗性草較多，其中芒稷及稗
草亦為臺灣草皮園區常見雜草(表六，標示星號者)，若經常性施用快克草藥
劑，可能易於篩選出抗快克草的芒稷及稗草生物型。

抗性草之管理策略及方法
防止抗藥性雜草發生之原則為減少藥劑選拔壓力，需考量栽培系統、用藥
方式及雜草管理層面之整體規劃。
除草劑使用之原則可區別為 3 種：1.輪流使用不同作用機制之除草劑。2.
混合使用不同作用機制之除草劑。3.使用殘效其較短之藥劑以及避免過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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ڋGSሇનϐբҔ
0
ఠృ (hexazinone)
ڋӀӝسIIϐႝηሀ
0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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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ל(ӷΠฝጕ)ޣǺᆵςр܄לғނᅿǶ
܄ל(*ဦҢ)ޣǺදၹϩѲܭᆵߚહӦǴឦ܄לڀወΚϐᚇǶ

٩ྐ (imazapyr)



זҷ (quizalofop-p-ethyl)

ҷද(fluazifop-p-butyl)

ளҁ (dalapon-sodium)+
Ѓϫ (paraquat)

ᕗࢧෛК(imazosulfuron)

ᕗ༞(glyphosate)

Ҷ໕ၭށϷၮӦϐᚇלᛰ܄
ࣿम
Չࡹଣၭہၭᛰނࢥނ၂ᡍ !܌Ϧ্ٛݯಔ

୯ѦځдբނҖวғϐ܄ל
ኧໆ
ख़ाᅿᜪ
ڋ5-enolpyruvylshikimate-318 у৾εጲ*ǵऍࢪଷጲǵഁἊᆻǵ*ǵΟယ
phosphate synthase (EPSPS)բҔ
ǵሌጤ*ǵФโǵؽዾ*ǵഝǵӭഝ
ǵமғǵಿࣽಿឦ(Amasanthus palmeri)ǵಿឦ
(A. tuberculatus)ǵқळฎฎ*ǵӦጥǵߏယً
ڋEPSPSբҔ+՟ғߏનբҔ
19 ӕ (Ӧጥ,যࣽᚬᛐឦ˚˴˿˸̂̃̆˼̆ʳ̇˸̇̅˴˻˼̇ࢧלෛ
К)ʳ
ڋિެለӝԋ(ߚACCaseϐբҔ) 1 ңҁࣽଞतឦStipa neesianaނ
ڋӀӝسIϐႝηᙯ౽
22 у৾εጲ*ǵऍࢪଷጲ*ǵഁἊᆻǵࠍᙦ*ǵࡿک
*ǵ*ǵпယഁಿ*ǵլ٥*ǵǵФโ
*ǵഝǵԐዕң*ǵᐱՉ*ǵӀ݀ǵᓪဗ*ǵ
ᓪဗ*
ڋિެለӝԋΌㄽᇶ䁙A
23 ഝǵӭഝǵഁᐪഝǵؽዾ*ǵФโǵ
♐ϯ䁙ϐբҔ(˴˶˸̇̌˿ʳ˖̂˔ʳ
ଭঞ*ǵϲଭঞ*ǵமғǵεᕞ࣮ഝাǵλу৾
䖍ǵᛥМ
˶˴̅˵̂̋̌˿˴̆˸ʿʳ˔˖˖˴̆˸ʼ
ڋACCaseբҔ
14 Фโǵ☞*ǵίߎη*ǵഝǵӭഝǵ
ഁᐪഝǵฯഒഝǵλу৾䖍ǵமғǵФโ
*ǵу৾εጲ*ǵᙘ*ǵൂখЛ׀ކ
4
ڋΌㄽ٢ለӝԋ䁙
(˴˶˸̇̂˿˴˶̇˴̇˸ʳ̆̌́̇˻˴̆˸,. ALSȑ

բҔᐒڋ

߄ϖǵߚહӦฦ٬ҔϐନᏊᅿᜪǵբҔᐒڋǴаϷ୯ѦځдբނҖςวғϐ܄לᚇ

Ҷ໕ၭށϷၮӦϐᚇלᛰ!܄

ق

߈ԃၭ଼ܭ୷ہநǵਏǵ҉ុᔼࡹࡼޑۺǴගрȨᆒጏၭ଼ந

୯ѦځдբނҖวғϐ܄ל
ኧໆ
ᅿᜪ
8
༝ယ߁ԸǵЕ߂ǵယ҆ǵ
ढ़ǵլМߘΦǵҐҜǵ
ᑻᝲǵ݅ಯ
5
౦ಮǵऍࢪ҆ǵҐҜǵ
ࢩ׀ކឦނʻ˖̌́̂̆̈̅̈̆ʳ
Echinatus)ǵ☞ឦނ
(Echinochloa oryzicola)
1
Οᑮྎᕷᕰ
0
0
4
ЗՈଭঞǵؽዾ*ǵ☞*ǵ
ࢢࢢ
0
0

Ҷ໕ၭށϷၮӦᚇձᆶନᏊӼӄ٬Ҕࣴಞт!!

(fluazifop-p-butyl)ǵڰఠ(glufosinate-ammonium)Ϸ٩ྐ(imazapyr)ǹࡕޣ
а   Ϸ  ࡕ ࠠ Ԑ ය ࡼ Ҕ ࣁ Ь Ǵ ӵ ԭ ೲ ໜ (pyrazosulfuron-ethyl)ǵ ҷ ೲ ໜ
(flazasulfuron)ǵזլ(quinclorac)Ϸྐပಥ(napropamide)Ƕҗܭᆵଯྕӭ
ᔸޑং܄Ǵ٬ளբނҖᚇᅿᜪᕷӭϷғߏזೲǴԃࡋቔᛰԛኧӭၲ
߄ϤǵٛନҜᚇฦ٬ҔϐନᏊᅿᜪǵբҔᐒڋǴаϷ୯ѦځдբނҖςวғϐ܄לᚇ

4-6 ԛǴӢԜ߈ԃܭύǵࠄၭӦΨഌុр܄לޑဂǴӵלЃϫޑഁ
Ἂᆻ(Conyza sumatrensis (Retz.)Walker)ǹלᕗ༞ޑഁἊᆻǵऍࢪଷጲ(C.
bonariensis (L.) Cron)Ϸゾᓪӗ੧(Hedyotis corymbosa (L.) Lam)ǹჹᕗ༞ଯ
18

ऐޑ܄ڙΐᓐྰη(Dicliptera chinensis (L.) Juss)ǴаϷӕਔלᕗ༞Ϸң
ҁࣽᛰᏊޑФโ(Eleusine indica (L.) Gaertn)Ǵၭᛰ܌ςֹԋᏊໆϸᔈǵғ
բҔᐒڋ
ڋΌㄽ٢ለӝԋ䁙 (˴˶˸̇̂˿˴˶̇˴̇˸ʳ̆̌́̇˻˴̆˸,. ALSȑ

ϯෳۓǵۓሇનϐ୷ӢှׇǴаϷϩη᠘ۓ࣬ᜢϐዴǶԜѦǴߚܭહբ
܄לʻʽဦҢޣʼǺදၹϩѲܭᆵҶ໕Ҝ༜Ǵឦ܄לڀወΚϐᚇǶ

ၭӦϷҜቔࡼϐԜ 19 ᅿᛰᏊǴςܭ୯ѦځдբނҖวғ܄לޑӭၲ 101
ڋALSϐբҔ
ڋALSϐբҔ
ڋ༾ᆅ่(microtubule assembly)
՟ғߏનբҔڋ܈ಒझᏛᠼᆢનӝԋ

Ϸ 18 ᅿғࠠނǴύϩձԖ 25 Ϸ 2 ᅿࣁᆵߚહբၭӦϷҜ༜தޑـᚇ
ǴΨёૈԋࣁޑ܄לڀଯወΚᚇǶ

܄לޑวғόՠफ़եᚇٛޑݯਏ݀ǵቚуࡼᛰҔǴΨઇᚯၭӦނ

ғᄊسϐѳᑽǶӢԜᚇϐלᛰ܄ǴόёΑှ܄לჹᛰᏊޑٛᑇᐒ
ڋǴԶၮҔ୷܄לӢวࣁ܄לբނǹҭёᔈҔϩηᇞᔠᡍϷᅱෳ܄ל
ڋಒझϩ
҂ޕ

ڋALSϐբҔ

ޑϩѲϷёҗፓޑҖ໔ᆅسǴᗉխ܄לޑวғϷᘉණǶаΠଞ
ჹלᛰ܄ᚇϐวғᐕำǵӄౚ܄לϐݩǵלᛰ܄ᐒڋǵߚહբၭӦϷ
ҜࡼҔϐନᏊᜪձǴаϷ܄לϐᆅౣϷБݤǴᆕӝፕॊܭΠǺ

ӝೲໜ (halosulfuron-methyl)

ନᏊ
ԭೲໜ (pyrazosulfuron-ethyl)

ǵלᛰ܄ϐۓက

ྐပಥ (napropamide)
Ҙ୷ઈለ໊
(monosodium methylarsonate)

܄לϐวғ

(imazosulfuron)
(flazasulfuron)
(dithiopyr)
(quinclorac)`

ନᏊ܄לՉہ(Herbicide Resistance Action Committee, HRAC)Ϸ

ऍ୯ᚇᏢ(Weed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WSSA) ܭ1998 ԃۓကϐନ
Ꮚ(܄לherbicide resistance)ǴࡰᚇဂቔࡼନᏊϐࡕǴࢌᏊໆёԖਏٛ
٩ೲໜ
ҷೲໜ
؎౷
זլ

ନ௵གਲ਼ǴჹܭဂύϝӸࢲޑғ(ࠠނbiotype)Ǵ߾ۓကࣁڀԖלᛰ܄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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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Ԝࣁ܄לԾฅวғЪёᒪܭηжǶନᏊऐ(܄herbicide tolerance)ϐۓက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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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以免產生藥劑之選拔壓力。混用除草劑可增加殺死雜草之活性，亦可經
由對植物不同作用點之抑制效果，達成防除抗性生物型的目的。若一般雜草自
然突變機率 10－5 為抗性生物型，則混用不同作用機制藥劑，而產生雙抗突變
機率為 10－5，當相對之基因具遺傳獨立特性，抗性發生之機率約為 10－15 抗性
之可能性極低。有效混合用藥之考量包括可防除相同類別雜草之藥劑以及具有
不同於抗性藥劑作用機制之藥劑。
一、如何防止或延緩抗性草之發生
1. 輪用除草劑：依據 HRAC 分為 18 類型作用機制之除草劑(A-Z)，安排輪流
施用藥劑。
2. 使用殘效其較短之藥劑。
3. 噴施除草劑之後田區狀態之監測：觀察田間雜草於噴藥前後草相的變化，發
現無法防除者立即消除。
4. 作物輪作：選用不同栽種季節的作物、不同推薦藥劑的作物或不同雜草管理
方法的作物。
5. 維繫農具清潔，防止雜草種子經農具而散播他處。
6. 採用綜合防制法：配合非化學方法之管理，包括耕耘、人工或機械除草及覆
蓋等方法。
二、抗性草之管理方法
各種雜草管理方式產生雜草抗藥性之風險評估列於表七，主要之原則布下
列 7 點。
1. 輪用除草劑：依據 HRAC 分為 18 類型作用機制之除草劑(A-Z)，安排輪流
施用藥劑。
2. 混用不同作用機制之除草劑，但需兼顧全面防除之效果及可降低用藥劑量，
方可避免成本增加。
3. 避免抗性草產生種子：種子形成前即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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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不同雜草管理方式產生雜草抗藥性之風險評估評比
抗藥性風險
管理方式

低

中

高

二種作用機制

二種作用機制

一種作用機制

作物栽培系統

栽培方法

栽培法及化學法

化學法

雜草防除方法

機制法及化學法

每季使用相同

一次

二次以上

多次

耕作系統

輪作

偶用輪作

無輪作

抗性之作用機制

未知

有限

普遍

雜草繁殖力

低

中等

高

近三年之防制效果

好

不佳

差

混用藥劑或輪作

作用機制之藥劑

4. 隔離式栽培：確保可達 90%以上之雜草防除效果，降低雜草於田區間之移
動。
5. 採用休耕方式降低抗性草擴散。
6. 維繫農具清潔，防止雜草種子經農具而散播他處。
7. 監控抗性草之發生：管理田區內雜草種子庫、記錄除草效果等。

結

語

除草劑抗性之發生源於藥劑的作用模式，由於作物田施用除草劑為一種違
反自然界生物多樣性法則之操作，因此大自然回報以抗性草的發生。全球抗藥
性問題大量增加且日趨複雜，雜草之抗藥機制有二型式，一為排除性之抗藥
性，包括吸收、傳導、隔離及代謝等方式，另一為改變標的酵素作用位置之抗
藥性，包括標的酵素之基因的作用點變異、標的酵素大量形成以及標的基因轉
譯作用速率增加。一種雜草可能對一種藥劑具有多種抗性機制，例如抗巴拉刈
之美洲假蓬及加拿大蓬，不僅抗氧化酵素含量增加，亦可能伴隨藥液快速被隔
離之機制。此外一種雜草之生物型亦可能同時對多種藥劑具抗性，例如黑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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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可抗 16 種藥劑，涉及之抗性機制有 4 種以上。因此欲發展理想之管理策
略，基本原則為減少藥劑選拔壓力，經由對抗性機制之了解，慎選輪用或混用
之除草劑類別，配合作物栽培方式、時期及非化學藥劑的雜草管理，兼顧經濟
效益及生態保育的理念，方可建立有效防止或延遲雜草抗藥性發生的綜合管理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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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使用暴露風險及安全防護措施
李仁厚、李宏萍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殘毒管制組

前

言

農業方面為了防治病蟲草害之發生農藥之使用無法避免，農藥是有毒、具
生物活性的化學物，它們被使用在環境中用來控制如雜草、害蟲及菌類的有害
物。農藥使用在農業上，增加生產力，從 1940 年代當合成有機農藥首度被引
用之後，農藥銷售及使用便大量的增加。以目前世界上使用的農藥總計約 1,550
種主成分，成品農藥製劑種類約在 4 萬 5000 種以上。我國從 1940 年代合成
有機氯農藥首度被引用之後，農藥銷售及種類逐漸增加。農藥依據農委會民國
96 年的統計，共計核准登計 518 種農藥成品，而其農藥有效成分計 366 種，
其中 119 種(含混合劑)己禁用，農藥有效成分佔 9,492 公噸。農藥暴露發生的
方式有三種主要的途徑：皮膚、吸入及口部攝食。通常大部份的職業性農藥暴
露是經由皮膚途徑發生的，但是對某些種類的農藥(如燻蒸劑)及農藥噴灑的方
式(如噴霧)，吸入的途徑可能較為明顯。農藥的口部攝食是由不良的衛生習慣
(如用受污染的手抽煙及吃東西)導致或是自殺而進入體內。而使用人暴露之農
藥不僅包括實際之噴藥農民，農藥工廠農藥之合成、製程、搬運、包裝之作業
人員，更包括了作物採收人員、溫室、穀倉及住家庭園之噴灑農藥等之暴露，
故如何安全使用農藥而不造成農藥暴露之風險，乃是迫切需要建立之評估方
法，故筆者亦積極擬促成對本國農藥使用人之暴露評估技術之建立，支援行政
決策上之參考資料並進一步建議農藥使用人基本之防護，以達安全使用農藥之
目的。

農藥的毒性
農藥對人體產生毒害的程度與農藥本身的毒性、農藥與人體接觸的劑量、
暴露於農藥中時間的長短有關。又由於人體各器官酵素種類不同，農藥對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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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傷害也因它進入人體的途徑而異。
一、農藥侵入人體後的中毒現象：
1. 物理現象：毛髮脫落，皮膚出現紅斑，眼睛充血或發炎等。
2. 行為的改變：包括昏睡、鬆懈、四肢不規則的動作等。
3. 取食量的改變：不正常的食慾，連帶影響體重的增減。
4. 取水量的改變：同時也造成排尿量的不正常。
5. 血球的改變：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數目及形態發生不正常的變化。
6. 血液化學的改變：包括血糖、尿素氮、血清蛋白、三酸甘油脂、膽固醇、
血中酵素及凝血作用的改變等。
7. 尿的改變：包括還原糖、尿蛋白、沉澱物的改變及滲血現象。
8. 碳水化合物新陳代謝用及肝臟功能的改變。
9. 器官形態及重量的改變。
10.死亡。
當然，上面許多現象除了靠患者本身的自覺外，還要靠醫師的臨床檢查才
能發現。
二、 急性毒害的分類：農藥除了使用時可與人類接觸外，使用後也會擴散到空
氣中或沾到食物，當劑量很高時，會直接影響到人畜產生急性毒害，農藥
的急毒性分類如表一。
LD50 是半數致死藥量，表一中經口、經皮膚的資料，乃是使試驗動物口
服或皮膚塗擦某一藥量經過 14 天，有半數死亡時稱此藥量為 LD50，單位是毫
克藥量/公斤試驗動物體重；而經呼吸毒性的資料，乃是將受試驗動物暴露於
含某一藥量的空氣中 1 小時之後，14 天內有半數死亡，則稱此藥量為 LC50，
單位為毫克藥量/公升空氣體積。
當選擇農藥時，如果藥效相近，應該盡量避免使用劇毒農藥。尤須注意的
是，許多農藥，經皮膚的毒性大於經口的毒性，例如蟎離丹(Morestan)、益發
露(Euparen)等口毒性歸於微毒類，而皮膚毒性則屬於中等毒類。又如巴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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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農藥急性毒性之分類
毒性分類

極劇毒

劇 毒

中等毒

微 毒

經口LD50(mg/kg)

固體≦5

5-50

50-500

＞500

液體≦20

20-200

200-2000

＞2000

固體≦10

10-100

100-1000

＞1000

液體≦40

40-400

400-4000

＞4000

(EPA標準)

≦0.02

0.02-0.2

0.2-2.0

2.0-20

(WHO標準)

≦0.5

0.5-2.0

2.0-20

20-100

經皮膚LD50(mg/kg)
經呼吸LC50(mg/l)

易被皮膚吸附，如果赤身暴露於噴灑後的空氣中是很危險的。所以在做選
擇時，經口、經皮膚、經呼吸三種毒性資料都要考慮到。
三、 慢性中毒：施用農藥者或製造工廠中的工人，由於長期接觸藥劑，雖然所
接觸的量遠低於急毒性的致死量，但是發生慢性中毒的例子，屢見不鮮。
如以有機磷劑為例，長期與低於致死量的有機磷劑接觸，常造成神經混
亂、情緒激動及疲勞等病徵。

農藥暴露之途徑
農藥使用人暴露農藥之三個主要途徑，包括由皮膚、呼吸及口吃入體內，
而評估農藥暴露劑量上包括體外暴露劑量及至體內之劑量。如下圖分三途徑。
一、皮膚：藥劑與皮膚接觸而透過皮膚進入體內。曾有報告提到，穿著污染巴
拉松的衣服，由皮膚吸附轉移至受害器官而造成死亡。
二、呼吸：藥劑以氣體、粉末、霧狀或蒸氣存在時，由呼吸而進入人體。因藥
劑顆粒或液滴大小不同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 一般半徑大於 10 μl 的
顆粒不能到達肺部，而 3 μl 或小於 3 μl 的顆粒很容易就經過咽喉氣管而
到達肺泡。

83

休閒農牧及運動草地雜草識別與除草劑安全使用研習專刊

三、經口：人類攝食殘留有農藥的食品，或是因意外使藥劑由口進入身體，經
過胃、腸，由腸絨毛吸收進入血液中。

農藥暴露量評估：過去、現在、未來
農藥暴露評估是由化學、毒理學、生物學、農藝學及工業衛生等範圍中逐
漸累積起來的專門技術及知識。最初評估職業農藥暴露量的構想是出自於急毒
性有機磷農藥對操作者的影響，促使 Durham 及 Wolfe 進行相關研究工作，其
提出以空氣採樣、貼布及清洗方法來直接量測農藥暴露量的方法(Durham and
Wolfe, 1962)。在此之前，只能採用職業傷害評估，而非風險評估。農藥之混
合者、裝填者、噴灑者、農田工作者等職業操作者，其暴露模式可能相似，且
暴露量可能隨作物生長季節而逐漸增加。對於施用農藥後再進入農田之「再進
入」農田操作者，也有進行暴露評估的需要。除前述 Durham 及 Wolfe 提出之
量測方法外，另也有發展由農藥噴灑時落至葉片上的殘留量與表面沉積量之間
的比率，來估算農田工作者之暴露量的方法。
農藥使用之風險評估必須加以量化後才能有評估之依據，而此定量測定包
括直接及間接測定兩種，對於此評估技術之測定方式國外巳有相關單位有不同
之制定方法，相較於農藥毒性之預估量在國際上已有一套被普遍採認之國際標
準，職業農藥暴露評估並無相似的國際標準，但一些國際組織或國家，如世界
衛生組織(WHO)及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PA)，其所提出的暴露評估指導文件
(guideline)，受到各界普遍採用。WHO 先於 1975 年提出「農業上有機磷農藥
之暴露研究－標準流程」，針對有機磷殺蟲劑在皮膚上的沉積，推薦使用由
Durham 及 Wolfe 所發表的貼布方法；再於 1982 年提出適用於評估所有種類農
藥的「農藥暴露量田間研究標準流程」
。1986 年國際農業化學組織(NACA)制
定對於農藥混合、裝載及使用人之安全評估試驗規範；1987 年美國環境保護
署(US EPA)制定對農藥使用監測評估指南，以及於 1990 年制定田間工作人
農藥暴露風險評估指南；1992 年，加拿大制定田間及室內工作人員農藥暴露
評估試驗規範等(李等，2000)。在此同時，仍持續改進暴露量測方法，例如發
展出全身測定儀及個人空氣採樣器的方法。至 1997 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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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提出「農業操
作過程中職業農業暴露研究之指導文件(Guidance Document for the Conduct of
Studies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Pesticides During Agricultural Application)」
(OECD, 1997)，文件中回顧及整合當時採行的各項農藥暴露評估方法，其所述
之適用對象雖僅及於農藥之混合、裝載、及噴灑者，但對於估算施用後及非農
藥操作下的農藥暴露，亦具參考價值。歐盟國家中，如英國及丹麥，其現行制
度 仍 採 用 前 述 OECD 指 導 文 件 作 為 量 測 農 藥 暴 露 量 的 依 據 (HSE, 2009;
Swedish Chemicals Agency, 2007)。
建立操作者農藥暴露預測模式資料庫是另一個發展重點，預測模式建構於
大量的實際農藥暴露量測資料，經由這些資料的整合，可建立一個預測模式，
當輸入適當之參數後，資料庫即可顯示與暴露相關的預測結果。現行的預測模
式 主 要 有 四 個 ： 英 國 模 式 (UK Predictive Operator Exposure Model, UK
POEM)、德國模式、荷蘭模式、以及北美國家所建立的農藥處理者暴露資料
庫(Pesticides Handler Exposure Database, PHED)。歐盟也建立 EUROPOEM 資
料庫，其可與英國及德國模式搭配，提供參考資訊。實務上，歐盟國家大多採
用英國 POEM 模式及德國模式。目前北美國家也正在進行 PHED 與 EROPOEM
的整合工作，以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庫「施用者及處理者暴露資料庫(Applicator
and Handler Exposure Database, AHED)(Glass and Machera, 2009)。經由預估模
式所得之預測暴露值，在農藥審查的暴露風險評估程序中，被引用作為判定風
險是否可被接受的重要指標，在在顯示先進國家對農藥使用人安全之保障，故
筆者亦積極擬促成對本國農藥使用人之暴露評估技術之建立，支援行政決策上
之參考資料並進一步建議農藥使用人基本之防護，以達安全使用農藥之目的。

農藥暴露之量測方法
民國 82 年台灣引進美國 EPA 及 WHO 之農藥暴露之量測方法如下敍述：
一、分別選定欲評估農藥及噴灑己推薦作物之農民，農藥工廠作業人員，分別
進行皮膚暴露量、呼吸及生物監測三方面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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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皮膚暴露測試
在不改變農民配藥、噴藥之情況及防護下，農民身上依其不同部位貼上吸
附墊，其位置如下：A.口罩(一般使用之紗布口罩 15cm x 11cm)，B.前胸一片，
C.後背一片，D.左右上臂各一片，E.左右前臂外側各一片，F.左右大腿前方各
一片，G.膝蓋下左右小腿前方各一片，A、B、C、D、E 之吸附墊分別以α
-cellulose 質材貼布貼於農民各部位，F、G 部位因為水稻抽穗前噴藥高度所
及，以α-cellulose 質材均無法取樣，分別為砂布質材之貼布，其它作物仍然
使用α-cellulose 質材，貼布下襯同樣大小之玻璃紙用訂書針固定，以防止衣
服上原有之農藥污染上層之吸附層。吸附墊以膠帶貼在衣服或身體上，故真正
2

之吸附面積 8 × 10 cm ，工作一小時後，貼布取下後以鍚箔紙分別包好放入
塑膠帶中，左右手分別在 250 mL 95%藥用酒精中浸洗 15 秒。左右腳分別在
500 mL 95%藥用酒精中浸洗 15 秒，分別倒入玻璃瓶中，樣品分別放於 4℃冷
藏冰箱攜回實驗室。(見圖一)

圖一、農藥皮膚暴露量測試貼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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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擬呼吸暴露偵測
分別在農民、配藥農民及農藥工廠作業人員身上配帶攜帶型空氣採樣馬
達，模擬呼吸每分鐘 1L 之量經由吸附管(XAD-2、活性碳、α-cellulose..等不
同吸附質材)噴藥一小時或工作四小時加以收集。
四、生物監測試驗
分別將農民噴藥時期 24 小時之尿液收集後攜回實驗室以測其農藥及其代
謝產物。
五、環境監測
分別在不同農藥工廠作業環境放置攜帶型空氣採樣馬達，每分鐘 1L 之量
經由吸附管(XAD-2、活性碳、α-cellulose..等不同吸附質材)在農藥工廠作業環
境工作四小時加以收集。

農藥暴露量風險評估
一、安全評估方法
由皮膚暴露測試中 α-cellulose 質材貼布及以酒精浸洗液分別分析其中單
2

位面積農藥含量(ng/cm /min)，乘上各部位之面積，相加後再乘以暴露時間即
為潛在的皮膚暴露量(potenial dermal exposure)(DEp，mg/hr)，扣除原有皮膚衣
物之保護後為實際的皮膚暴露量(actual dermal exposure)(DEa，mg/hr)，但依田
間噴藥之實際農藥主成分、噴藥量、時間可求出理論的皮膚暴露量(theoretical
dermal exposure)(DEt，g/hr)，由實際的皮膚暴露量除以理論的皮膚暴露量可求
得預估之皮膚暴露百分比(DEpred，%)。依每人每日工作時間、平均成人體重 60
公斤，求出每人每公斤人之實際皮膚暴露吸收量(ADDDE，mg/kg/day)。空氣採
樣之農藥含量(RE，mg/hr)，依每人每日工作時間，平均成人體重 60 公斤及每
3

人每日之呼吸量約 22 m 等計算因子，求出每人每公斤人之呼吸量(ADDRE，
mg/kg/day)。以每小時毒性物質百分比(PTDPH，Percentage of Toxic Dose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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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r)以評估急性暴露量，分別以每小時皮膚暴露量(DE，mg/hr)加上每小時呼
吸量(RE，mg/hr)之十倍除以動物皮膚實驗 LD50 之量及農民、工廠作業人員之
體重即可(式 1)。再以每人每公斤每日之可攝取量(ADI, mg/kg/day)與皮膚暴露
吸收量(ADDDE)之 0.1 倍加上呼吸暴露量(ADDRE)相比較為 MOS 值為慢性暴露
量值，當大於 1 時表安全(式 2)。
式(1)：

PTDPH =

DE + RE × 10
DLD 50 × b.Wt.

PTDPH (Percentage of Toxic Dose Per Hour)
DE：單位時間內之皮膚暴露量(mg/hr)
RE：單位時間內經由呼吸所造成之暴露量(mg/hr)
DLD50：由動物皮膚試驗所測之 LD50(mg/kg)
b.Wt：暴露人員之體重(kg)
假設直接由空氣中呼吸到農藥量之 10 倍為急毒暴露之預估值。
式(2)：慢性暴露量評估
ADD(mg/kg/day)= ADDDE×0.1*+ ADDRE
呼吸暴露量：ADDRE＝(RE．Ih．Tw)/b.Wt
皮膚暴露量：ADDDE＝(DE．S．Tw)/b.Wt

MOS =

ADI
ADDDE × 0.1 + ADDRE

MOS (margin of safety)
DE：單位時間內之皮膚暴露量(mg/hr)
RE：單位時間內經由呼吸所造成之暴露量(mg/hr)
Ih：每人每天之呼吸量(L)
Tw：每人每天之工作時間(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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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平均每人之體表面積(cm2)
b.Wt：暴露人員之體重(kg)
ADD：每公斤人每天工作時間之暴露量(mg/kg/day)
ADI：每人每公斤每日之可攝取量(mg/kg/day)
3

* 假設每人每天之呼吸量為 22m ，則每人每分鐘之呼吸量為 15.3 L。
3

3

(15.3 L/min = 22 m /day x 1000 L/m /24 hr/day/60 min/hr )
* 假設農藥由皮膚之吸收率為 0.1。
MOS 值小於 1 時表不安全。
二、安全評估模式建立
利用 EPA 之皮膚暴露之面積評估方式，並以 DEpred 百分率以預估不同作物
之噴藥暴露因子，以生物偵測結果以預估實際之吸收量。
目前國外在農藥登記上考量包括(1)模式建立(2)再進入(reentry)之評估兩
方面。目前國外農藥登記模式建立主要包括四個：德國模式(BBA 1988)、英國
模式(JMP 1986)、荷蘭模式(van Hemmen 1992)、美國模式(PHED 1992)都有明
確訂定出各國之農藥使用量及單位時間下之噴灑面積，及數據取代值之設訂，
而國外之農藥使用方式與使用面積、環境均與我國之使用差異頗大。再進入
(reentry)之評估由 Nigg et al. (1984) 和 Zweig et al. (1985)最早提出在作物葉上
殘留( dislodgable foliar residue (DFR))而得潛在之皮膚暴露量(Poential dermal
2

exposure)，接著 Zweig(1985)，建議實際之轉換係數 5000 cm /hr(基於只一面
葉表面積)而預估其潛在之暴露量。目前更以三個階段式進行預估，第一階段
(tier I)由環境監測或 DFR 值來推估潛在暴露量；第二階段(tier II)由被動式偵測
(直接偵測潛在暴露量)；第三階段(tier III)利用生物偵測來測得；決定再進入之
時間以作為慢性暴露管制之參考。而我國之農藥暴露量在農藥登記上之應用又
如何，有待我們進一步考量與實際數據之應証以達評估之目的。因此針對農藥
劑型、使用量(kg/ha)、噴藥方式(動力噴霧、背負式、超微量)、作物種類(向上
噴洒、向下噴洒)、暴露時間、潛在暴露量(Potential exposure)、實際暴露量(Actual
exposure)、呼吸暴露量(Inhalation exposure)等加以逐一考量，以達合理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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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決策量之訂定依風險評估上要求〝ALARA〞(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之理念上考量才能達到實際管制之目的。
農藥噴灑後之再進入(reentry)農田之安全期及暴露農藥程度可能會很高且
可能每天發生，1995 年 4 月，EPA 提出對工人防護標準(Worker Protection
Standard)的重要改變。農藥的限制進入間隔(restricted-entry interval, REI)為在施
用農藥後限制再進入這個區域的時間。有一些農藥只有一個 REI，如 12 小時，
針對所有的作物使用。其他的產品視其作物或施用方法而有不同的 REI。當同
時使用 2 種或更多不同 REI 的農藥時，則需遵守較長的間隔時間。一般來講，
REI 是：
1. 毒性分級 I(標示：危險 Danger)的農藥成品噴灑時其再進入間隔(REI)是
48 小時。如果當地區年降雨量少於 25 吋時就要延到 72 小時才能再進
入工作。
2. 毒性分級 II(標示：警告 Warning)的農藥成品噴灑時其再進入間隔(REI)
是 24 小時。
3. 毒性分級 III 及 IV(標示：小心 Caution)的農藥成品噴灑時其再進入間隔
(REI)是 12 小時。
雖然 EPA 有一般性之規定，但因直接接觸作物之差異而有所改變，
例如丁基加保扶(Iwata,1983)使用於柑桔園建議 7 天後才可再進入工作。
三、農藥暴露量風險評估現況
台灣現有農民之噴藥器械包括背負式(手動)、背負式(馬達)、牽管式(馬
達)、超微量(ULV)等方式進行噴灑農藥之工作，依據民國 83-92 年農民噴藥暴
露量資料，農民噴藥器械及噴藥量之基本資料包括歷年 326 名農民噴藥進行
16 種作物，5 種不同噴藥方式之試驗人次。急性暴露量評估：PTDPH 值大於
1% 時表不安全，故由此模式推估，當農民以牽管式馬達噴藥，其農藥之動物
皮膚毒性 LD50 小於 9.4 mg/kg 時，一定會造成急性之暴露，值得注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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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露量評估：MOE 值小於 1 時表不安全，若農民每日噴藥 6 小時，由模
式推估，當農民以牽管式馬達噴藥，其農藥之 ADI 值小於 0.004 mg/kg/day
時，或以背負式馬達噴藥，其農藥之 ADI 值小於 0.003 mg/kg/day 時，皆為
不安全，值得注意。台灣目前已登記之非耕作農地雜草防治用藥有：伏速隆、
嘉磷賽胺鹽、嘉磷賽三甲基硫鹽、嘉磷賽異丙胺鹽、固殺草、氟氯比、依滅草、
快伏草、得拉本、巴拉刈、菲殺淨、伏寄普、畢拉草、依普同等，而草皮病蟲
害防治用藥有：甲基多保淨、得恩地、亞托敏、賓克隆、保粒黴素、賽福座、
陶斯松、加福松、三氯松、加保利等。所有推薦藥劑之動物皮膚毒性 LD50 皆
高於 9.4 mg/kg，無急性暴露危險。但施用巴拉刈(ADI : 0.004 mg/kg/day)及加
福松(ADI : 0.003 mg/kg/day)時則須注意，有慢性暴露危險。

農民噴藥之安全防護措施
前面提過，農藥進入人體的途徑不外是皮膚、呼吸及口，因此，必須有防
護的衣服及其他設備以避免或減少農藥的接觸，如果使用的農藥毒性愈大則防
護必須愈嚴密。而有一件務必做到的事，即施用農藥以後，一定要以清潔劑清
潔身體，任何時候，不小心沾上農藥都要立刻沖洗掉。
農藥安全防護依農藥毒性及進入人體之途徑而有不同之建議：
一、 衣服：著質料緊密的長袖上衣及長褲，如果施用的農藥濃度高或有劇毒
性，則應加穿防水雨衣或圍裙。長褲要穿在雨靴外以避免農藥流入。
二、 手套：以使用不襯裡橡皮手套最好，以免不慎沾染清洗困難。手套長度應
蓋過手腕，襯衫衣袖放在手套外以避免農藥流入。。
三、 帽子：寬邊防水如塑膠製品的帽子防護效果最好。
四、 鞋子：以著長筒塑膠鞋如雨靴防護效果最好。
五、 護目鏡：防風沙或游泳用護目鏡均可。
六、 防毒面具：呼吸道比皮膚對農藥更具吸附力，所以除了穿著上述衣物避免
皮膚暴露於農藥，最好戴防毒面具，防止農藥由呼吸道進入身體，尤其在
施用劇毒農藥或於封閉的地點施藥。防毒面具一般有下面幾種：(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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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口罩式：這種面具可遮住口鼻，吸入的空氣經過過濾網，大部分的蒸氣、
氣體或顆粒都被吸附而除去。非連續性農藥暴露可戴此類面具。若為活
性碳口罩須常更換。
2. 罐裝面罩式：可遮住面部，它所過濾的物質較前者為多，當連續暴露於
農藥中，戴此面具對整個臉部的保護作用較佳。
燻蒸劑處理或於密閉空間及空氣缺乏處如穀倉等則建議用以下二種防護
面具：
1. 灌氣式防毒面具：將新鮮空氣由外面以馬達灌入面罩中，當施用農藥的
工作地點空氣不足，且又密封時可用此種面具。
2. 附帶呼吸筒防毒面具：施藥者呼吸的空氣是由背負的呼吸筒內輸入，這
種型式與上式有相同的作用，而使用者行動較為自由。

圖二、防護面具：依序為口罩式，罐裝面罩式，罐氣式，附呼吸筒式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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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使用後的清潔：施用農藥後一定要以清潔用品清洗身體，任何時候不小心
沾上農藥都要立刻沖洗掉。施用農藥時沾濕衣服，應馬上換下，若被濃縮
物或高毒性的物質所沾染，則將衣服燒燬，因為普通洗滌法很難洗淨。噴
灑農藥時穿著的衣服不可和日常衣服一起洗，必須另外處理，帽子、手套、
鞋、眼鏡每次用後內外洗淨，並檢查手套是否有破。
以施用農藥毒性來作防護建議，則為：(見圖三)
1. 微毒性農藥：著長袖襯衫、長褲、鞋子、長手套及口罩。衣服要寬鬆，
質料要結實，領口要緊密以保護頸部。鞋子及長手套必須防水，不要用
綿手套因為會吸附藥液增加由皮膚進入的機會。
2. 中等毒性農藥：在上述微毒性裝備外應在長袖衣褲外再穿上連身工作
服，以及抗化學藥品的圍兜、帽子及長統鞋。
3.極劇毒及劇毒農藥：則應在上述中等毒裝備外再加護目鏡及防毒呼吸器。
在背負式噴藥時藥桶與背部應以防水布隔開，以避免藥液流出直接滲入
皮膚。
雖然以上之結果在農民施藥上依不同之作物及所使用噴藥器械已有初步
暴露量之結果，然而對於實際防護之質材(包括口罩及防謢衣)之建議，微毒性
農藥：衣物是長袖襯衫、長褲、鞋子、長手套及口罩。衣服要寬鬆，質料要結

(1).

(2).

(3).

圖三、農民施藥依農藥毒性由左至右加強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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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領口要緊密以保護頸部。鞋子及長手套必須是防水的，不要用綿手套因為
會吸附藥液增加由皮膚進入的機會。中等毒性農藥：在上述微毒性裝備外應在
長袖衣褲外再穿上連身工作服，以及抗化學藥品的圍兜、帽子及長統鞋。極劇
毒及劇毒農藥：則應在上述中等毒裝備外再加護目鏡及防毒呼吸器。在背負式
噴藥時藥桶與背部應以防水布隔開，以避免藥液流出直接滲入皮膚。

結

論

美國環境保護署農藥計畫在 2009 年 12 月 7 日又修訂非取食農藥之風險評
估方法包括農田工作人員及家人，目前在台灣對農藥操作人員尚未立法來保障
農民噴藥後對於再進入工作人員，其暴露風險評估，都還需要進一步之探討，
在這一研究領域中，更需要再投注更多之人力、心血，才能真正掌握安全使用
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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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牧及運動草地之雜草生態
1
2

徐玲明 1、卓俊銘 2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公害防治組
中州技術學院 景觀設計系

前

言

近年來台灣休閒農場事業蓬勃，鼓勵以景觀生態為前提，結合農村社區民
眾，塑造農村區域、生態、文化及保育的特色。休閒作物資源眾多，草坪為景
觀美化、綠化的植物種類之一。草坪有觀賞、綠化、運動、休養、娛樂等多種
用途，且具有持久之特性，提供美麗的外觀及舒適的感覺，因而被廣泛用於庭
園、公園、農場、運動場、高爾夫球場。草坪草種大多是禾本科植物，其主要
持性包括(1)地上部生長點低，且有葉鞘保護，所受的機械損傷較小，還能減
輕因踏壓引起的物理危害。(2)葉片數目多，小型且細長。(3)低矮叢生性或匍
匐性，易形成平面型覆蓋。(4)行營養繁殖，匍匐莖具有強而迅速向周圍空間
擴展的能力。(5)對環境的適應性強。(6)對人畜無害。雜草是草坪中不受歡迎
的植物，於草坪裸露時、被病蟲害侵害時、草坪種植時、管理維護工作進行時，
皆可趁虛而入。不分季節、時期，雜草皆可發生，因葉片質地、寬度、色澤及
形態的差異而破壞草坪的美觀與均一性，而增加剪草及其他管理的負擔；雜草
會與草坪競爭陽光、養分、水分、空間之外，也是某些土壤病害、害蟲及線蟲
的寄主；有些雜草的莖葉或種子上具有突刺、毛絨，內含有刺激、過敏及毒性
之成份，會引起人的皮膚或呼吸的不愉快，甚至造成病痛。雜草防治及管理的
實際執行，需視草坪類別而決定，景觀、裝飾用草坪，少被踐踏，雜草管理要
求水準高；娛樂、運動的草坪，管理要求的水準其次，雜草零星發生；一般綠
地、水土保持用草坪，要求的水準較低，對於雜草則採粗放管理。

休閒農牧及運動草地之種類
依植物適合生長之溫度條件，可區分為熱帶型草及溫帶型草。溫帶型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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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於溫帶氣候生長，其生長適溫在 10~25℃間，本省秋冬時期生長旺盛期，夏
季時則因高溫無法適應而死亡。多數的熱帶型草在冬季休眠時草呈枯黃狀，可
利用溫帶型草交互混合播種於熱帶型草上，草種發芽後可以維持一段時期草地
的綠意，但每年冬季時皆需播種一次；或需臨時佈置的綠化場地，直接播種可
迅速形成一片綠草地，只能應急之用，因夏季高溫無法適應而枯死。熱帶型草
以種子、草莖撒植或草塊移植等方式種植，適合於本省的熱帶氣候生長，其生
長適溫約為 25~35℃，於夏季時生長良好，冬季時呈現生長遲緩或葉片枯黃，
10℃以下休眠，昱年春天時即可恢復正常生長。本省冬季低溫並不長，種植熱
帶型草種通常可保持終年常綠，現有熱帶型草種多屬 C4 型植物，其最適生長
溫度、水分利用效率、光合作用率及生長速率皆較高(1)。一般常見的熱帶型草
種及本地草種有竹節草(Chrysopogon aciculatus (Retz.) Trin)、兩耳草(Paspalum
conjugatum Berg.; Sourgrass)、假儉草(Eremochloa ophuroides (Munro) Hack.;
Centipedegrass)、百喜草(Paspalum notatum Fliigge; Bahiagrass)、聖奧古斯丁草
(Stenotaphrum secundatum (Walt.) Kuntze; St. Augustinegrass) 、 百 慕 達 草
(Cynodon sp.; Bermudagrass)、類地毯草(Axonopus compressus (SW.) Beauv.;
Carpetgrass)、結縷草(Zoysia japonica Steud.; Japanese lawngrass)、雙穗雀稗
(Paspalum distichum L.; Knotgrass)，除了種子繁殖之外，多數皆可以草莖或分
株方式繁延(表一)；溫帶型草種有粗莖早熟禾(Poa trivialis; Rough bluegrass)、
匍 匐 性 紫 羊 茅 (Festuca ruba; Creeping red fescue) 、 多 年 生 黑 麥 草 (Loliun
perenne; Perennial ryegrass)、高狐草(Festuca arundinacea; Tall Fescue)、小糠草
(Agrostis palustris; Bentgrass)，皆以種子繁殖為主，若種子發芽良好，可以迅
速形成草地。
觀賞或美化用草坪以視覺及觸覺的感觀為主，可選擇細葉結構，高度管理
之草種，纖細柔軟的小糠草、粗莖早熟禾經常被推薦使用，高狐草及多年生黑
麥草則較為粗糙；葉片細緻的結縷草、百慕達草常使用在造園、造景的庭園中。
農場或運動草坪強調耐踐踏，再生力強，以生長快速，發達根系，耐剪的草種
為主。葉幅寬大、質感粗硬的竹節草、假儉草、聖奧古斯丁草、類地毯草等則
較常利用於一般的綠美化，粗放管理的草地。水土保持的草種則以防止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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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草坪草種外觀及繁殖習性
草種名稱

葉寬
(cm)

株高 節間長 質感
(cm) (cm)

繁殖法

草莖生 每m2
長習性 種子量
(公克)

發芽
適溫
(℃)

百慕達草(Tif419)

1~3

3~15

1.3~1.9

纖細 草莖、種子 匍匐

10

20~35

類地毯草

5~8

5~35

1.7~2.5

粗糙 草莖、種子 匍匐

10

20~35

假儉草

3~5

5~15

0.9~1.5 略粗糙 草莖、種子

匍匐

25

20~35

結縷草

4~7

5~15

0.9~1.2 略粗糙 草莖、種子

匍匐

10

25~35

百喜草

3~6

15~50

0.8~1.2

粗糙 分株、種子 叢生

35

25~35

聖奧古斯丁草

4~13

7~20

1.9~3.5

粗糙

竹節草

4~6

3~10

1.1~1.6 略粗糙

兩耳草

10~13

7~30

4.7~5.9 略粗糙 草莖、種子

雙穗雀稗

7~30

10~50

3.3~4.5

粗糙

小糠草

5~13

10~20

－

高狐草

5~10

10~20

多年生黑麥草

2~4

粗莖早熟禾

2~3

草莖

匍匐

－

草莖

匍匐

－

匍匐

－

草莖

匍匐

－

纖細

種子

叢生

5

10~25

－

粗糙

種子

叢生

40

15~25

7~15

－

粗糙

種子

叢生

40

15~25

4~10

－

纖細

種子

叢生

10

15~25

流失為主，以深根性，形成快速，可粗放管理的草種為主，如百喜草、兩耳
草。
熱帶型草種的類地毯草、假儉草發芽比百喜草、結縷草快且整齊；溫帶型
草種中小糠草、多年生黑麥草比粗莖早熟禾快；百慕達草、聖奧古斯丁草、類
地毯草的走莖生長速度較快；假儉草、結縷草由於莖節緊密、生長勢強，不易
發生雜草，稀疏或生長勢弱之本草種類如改良種百慕達草，雜草之管理須投入
較多人力及時間才能有效果。
利用施肥，澆水，割草高度、頻率，減少病蟲害等管理方法，加強草坪的
生長勢、覆蓋的緊密度，可增加草坪對雜草的競爭力。某些雜草，例如牛筋草、
早熟禾、升馬唐、野茼蒿等，在光線充足的環境下，有較佳的發芽率，在管理
上保持良好的草坪覆蓋率，減少裸露地，使得直接照射到土表的光線減少，就
可降低雜草的發芽率。避免草坪生長變弱，裸露土表，栽培管理尚需考慮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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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乾的或太濕的區域發生，多水潮濕的地方，因土壤的通氣性不佳，容易發
生根部病害；施肥的過多或不足，也會使得草坪生長勢滑落；在草坪中普遍發
生的病蟲害，也影響草坪的生長活力，雜草容易趁虛而入。
草坪草各有其適合的生態環境條件，在適宜的環境下草坪的質量與定植速
度是維持草坪的持久性的重要因素，迅速定植覆蓋地面，可減少種植初期的管
理工作，增加水土保持與場地綜合利用之功能；割草與雜草管理是決定草坪質
量的關鍵之一，不同的草種應有不同的管理方式。
高成活率、發芽率是為了達到最有效的覆蓋面積，以種子繁殖的草種其種
子的發芽率，與草種子的新鮮度及儲存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在適當的溫度下熱
帶型草種的類地毯草、假儉草芽比百喜草、結縷草快且整齊；溫帶型草種中小
糠草、多年生黑麥草比粗莖早熟禾快。草莖撒植或草塊移植的方式種植之草
種，種植之初水分的供給及雜草的競爭是比較重要的決定因素。
以營養體繁殖的方式，匍匐枝多的熱帶型草種比叢生性的溫帶型草種蔓延
覆蓋速度快；熱帶型草種中兩耳草、雙穗雀稗、百慕草達的走莖生長速度最快，
尤其是在高溫的季節(表二)，其次是奧古斯丁草、類地毯草、竹節草等，生長
的速度最慢的是結縷草、假儉草及百喜草。熱帶型草種在冬季的生長速率顯著
降低，只有兩耳草、雙穗雀稗稍快之外，其餘草種生長皆緩慢。
割草後地上部的鮮草重量以生長量表示，雖然與水分、肥料有密切關係，
但在相同環境下的生長量少者，即可表示需要割剪的次數少。表二顯示冬季時
期以竹節草、假儉草、結縷草及雙穗雀稗的生長量最少，代表這些草種生長較
為緩慢，亦即剪草的次數可減少。夏季時竹節草、百慕達草、結縷草的生長量
較其他草種少，由此可知，無法經常割草的地區可選擇竹節草、百慕達草、結
縷草等草種植，這些草種若高溫時平均 3~4 週剪一次，則低溫時期可 2~3 月
剪草。割草的高度可由草種平均的株高評估，株高較矮的草種如竹節草、百慕
達草、結縷草可以忍受低割，也不會影響葉片所呈現的翠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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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熱帶型草坪草種生長習性
草種名稱

走莖生長速率

冬
百慕達草(Tif419)
*
類地毯草
*
假儉草
*
結縷草
*
百喜草
*
聖奧古斯丁草
*
竹節草
*1)
兩耳草
***
雙穗雀稗
***
1. * : 慢；
**: 中等；
2. * : 低；
**: 中等；

生長量

夏
冬
***
**
**
***
*
*
**
**
*
**
**
**
**
*2)
***
**
***
*
***: 快。
***: 高。

夏
*
**
**
**
***
**
*
***
**

與雜草
競爭力
中
強
強
強
中
中
強
弱
弱

對除草劑
忍受能力
萌前
萌後
強
中
中
弱
弱
弱
強
強
中
中
中
強
弱
弱
強
弱
強
弱

雜草生態
雜草對草坪的干擾及競爭危害，直接影響草坪的品質，草坪中雜草競爭力
佔優勢時，草坪植物就有被雜草淘汰的危險。雜草的管理首先要瞭解草坪中發
生之雜草種類、分佈及發生嚴重的雜草，才能有效的防治雜草。
一、雜草的種類
農藥所對全省各地球場、公園綠地之調查顯示，較常見之雜草種類超過
100 種，包括爵床科、莧科、天南星科、紫草科、桔梗科、石竹科、藜科、鴨
跖草科、菊科、旋花科、十字花科、莎草科，大戟科、禾本科、豆科、酢漿草
科、車前草科、茜草科、蓼科、馬齒莧科、茜草科、玄參科、茄科、繖形科...
等分類上之科別，主要的雜草如表一。草坪中雜草相對覆蓋率在 6～60％之
間，主要以禾本科、莎草科、菊科及豆科所含的種數較多，其中禾本科雜草相
對覆蓋率高達 44％，其次為莎草科雜草。大多菊科草特徵是種子量多、易傳
播、對環境適應力強，如昭和草、紫背草、咸豐草、兔仔菜、黃鵪菜等；禾本
科草中，大多數屬於多年生草，而且除了種子以外尚可利用走莖繁殖，蔓延速
度快，如竹節草、白茅、兩耳草、雙穗雀稗、匍地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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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台灣新記錄的植物例如粗毛小米菊、翼莖闊苞菊、翅果假吐金
菊、裂葉月見草、小花蔓澤蘭、銀膠菊等可在部份地區的草坪中發現。外來雜
草可隨進口草坪種種子侵入台灣，而在本地造成危害，對於外來雜草的侵入，
應由植物檢疫制度的管道加強防範，以免引進造成困擾之雜草。
草坪中重要的雜草簡介如下：
1. 毛穎雀稗(Paspalum conjugatum Berg.)：俗名兩耳草、雙板刀、大板草，多
年生禾本科草，根莖呈匍伏狀蔓延，稈扁平幾近於實心，節處有軟毛，葉扁
平，葉身比百慕達草寬，花成對著生，細長；以種子或根莖繁殖，生長速度
快；被割草機剪下的莖節藉著機械或人四處擴散，可佔據大面積的草坪。
2. 短葉水蜈蚣(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俗名土頭香、白香附、無頭香，多
年生的莎草科雜草，潮濕的地方發生特別多，葉根生、叢立，細長且色澤差
異大；具細長的地下莖及多數莖節，每一節上長桿為頂生的單一圓頭狀花
序，著生於莖頂；以種子或地下莖繁殖，尤其在強大的割草壓力下，特別容
易產生種子，蔓延速度快、面積大。
3. 蠅翼草(Desmodium triflorum (L.) DC.)：俗名三金草、三耳草，為豆科草，匍
伏性莖且貼地生長，葉為三出複葉，紫紅色花，容易產生種子且數量多，藉
著割草機或球桿四處傳播，在草坪中形成一區區色澤差異極大的草塊。
4. 雷公根(Centella asiatica (L.) Urb.)：俗名蚶殼草、地棠草、銅錢草，為多年
生繖形科草，以匍伏性莖蔓延，莖節上長根，呈淡紫色，匍伏枝之各節長出
根生葉與花序，葉腎形具長柄；花紅褐色，以種子繁殖為主。
5. 香附子(Cyperus rotundus L.)：俗名土香、臭頭香、有頭土香，多年生的莎草
科雜草，主要以地下塊莖繁殖，地下有細長匍伏根莖，地上莖直立，三角稜
形，葉由莖之基部長，叢生，濃綠色，花序單立。
6. 酢漿草(Oxalis corniculata L.)：俗名鹽酸草、酸味草，多年生酢醬草科草，
莖橫臥地面，有走莖，根部肥厚，節上長根；葉互生具長葉柄，花黃色 1
至數朵著生花梗頂端，種子成熟時種夾彈開可將種子四處散播。
7. 馬唐(Digitaria adscendwns Henr.)：俗名糯米草、升馬唐、假馬唐，一年生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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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草，稈鈄上或有些匍伏，以種子繁殖，種子量多，雨季來臨時可大量發
生。
8. 山地豆(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俗名山土豆、土豆舅、煉莢豆，屬豆
科草，莖分枝或基部匍伏地上，花淡紅色花，容易產生種子且數量多，藉著
割草機或球桿四處傳播，在草坪中形成一區區色澤差異極大的草塊。
9. 牛筋草(Eleusine indica (L.) Gaertn.)：俗名牛信棕、牛頓草、蟋蟀草，一年生
禾本科草，根部強壯，莖叢生基部鮮白色，由 1 至數個指狀花序組成穗狀花
序，可產生大量種子。
10. 匍地黍(Panicum repens L.)：俗名枯骨草、硬骨草，多年生禾本科草，葉片
灰綠色，地下莖發達，稈直立近實心，圓錐花序展開，其種子大都不能發
芽，主要的繁殖器官為地下莖配合鱗片葉，繁殖力旺盛，蔓延擴散速度快。
二、雜草的分類
1. 依生活史分類：可分為一年生草及多年生草，一年生雜草整個生活期，從發
芽到結實、老化、枯死等過程，在幾個月之內完成，此類植物大都仰賴種子
繁殖。在冬季有霜雪的溫帶地區，一年生雜草常可明顯的劃分夏生及冬生兩
類；夏季一年生草在每年春季萌芽，夏季生長、開花、產生種子後，於翌年
春天再萌芽。冬季一年生草萌芽於秋季，冬末春初成熟、結實。在亞熱帶的
台灣，夏生及冬生草的區分並不明顯，平地及低海拔地區如果土壤水分充
足，多數一年生草可以在不同月份萌芽生長。多年生雜草之生活期長，除了
可產生種子之外，大都以地下莖、球莖、鱗莖等營養器官行無性繁殖，例如
香附子、雷公根、紫花酢漿草及鋪地黍。
2. 依植物學及除草劑的觀點可將雜草區分禾草、莎草及闊葉草等三類。禾草的
主要特徵是莖具有節，莖稈的橫切面為圓形或扁圓形，如兩耳草、升馬唐、
牛筋草、鋪地黍。莎草則不具節，其莖稈的橫切面為三角形，如香附子、短
葉水蜈蚣。這兩類雜草均具有長且窄的葉型及平行之葉脈，屬於種子萌芽後
具有一片子葉之單子葉植物。闊葉草主要特徵是葉型寬闊，為網狀葉脈，屬
於種子萌芽後具有二片子葉之雙子葉植物，如酢漿草、藿香薊、山地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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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外觀型態可將雜草區分分為直立型(昭和草，野茼蒿等)、叢生型(假吐金
菊、牛筋草)及匍匐型(酢漿草、雷公根)。直立型草通常不耐剪草，因被修剪
而促進其側枝的生長，所以草坪中的生長和習性和一般自然生長的環境中不
同；叢生型及匍匐型草，因其生長點低或有莖葉匍匐地面，較易生存於常剪
草之草坪環境中，反而因為經常剪草使得雜草生長及蔓延擴散更迅速。
三、雜草的發生生態
在亞熱帶的台灣，平地及低海拔地區月平均溫度多在 22℃以上，多數雜
草發芽生長在溫度上之限制不大，周年均可生長及開花，例如藿香薊、鱧腸、
兔仔菜、短葉水蜈蚣、升馬唐、牛筋草、酢漿草、繖花龍吐珠。喜冷涼氣候之
雜草如小葉灰藋、小葉碎米薺、鼠麴舅、早熟禾、菁芳草等在冬春季節萌芽並
於第二年夏季時枯死。禾本科的兩耳草、雙穗雀稗，莎草科的香附子雖然全年
都發生，在高溫之月份生長旺盛佔優勢且開花結籽。中南部每年十月後即進入
長達半年之旱季；在無灌溉之草坪上，除草坪本草之黃化及生長緩慢外，不耐
乾旱之雜草亦難在草坪存活。喜好潮濕環境之莎草科雜草水蜈蚣、酢漿草，最
易發生在排水不良之區域。地區分佈最明顯的是一年生之禾本科雜草早熟禾，
中北部於秋冬時大量發生，在南部卻相當罕見。
四、雜草的繁殖傳播
每株雜草可產生種子的數量，因種類及所處的環境而異，可由數百粒至數
萬粒不等；以營養器官行無性繁殖的雜草，其營養器官包括地下莖(短葉水蜈
蚣)、根莖(鋪地黍)、球莖(香附子)、鱗莖(紫花酢漿草)，有些散佈於表土、有
些可深入底土達數十公分之深，地下莖及根莖經切斷後，每節可長出一株新生
幼苖。雜草種子傳播可藉風力吹送、水力漂流或雨水沖打、機械割草、客土、
鋪砂、補植及動物(包括人類)等方式將雜草由各地帶進草坪。許多雜草能遠渡
重洋分佈於全球各地，大多靠人為的運送，草坪中容易經由進口的草坪種子或
草塊中混雜外來雜草，常延伸出生態防疫及防治上之複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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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草坪中主要雜草
Table 3. Common weeds on turf in Taiwan.
主要繁殖體
種子 營養體
*
*
*
*
*
*
*
*
*
*
*
*
*
*
*
*
*
*
*
*
*

類別
禾草

科 名
Gramineae
禾本科

學
名
Brachiarai subquadripara
Chrysopogon aciculatus
Cynodon dactylon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Digitaria adscendens
Echinochloa colona
Eleusine indica.
Eragrostis amabilis
Imperata cylindrica var. major
Paspalum conjugatum
Paspalum distichum
Panicum repens
Poa annua
Rhynchelytrum repens
Sporobolus elongatus

中 名
四生臂形草
竹節草
狗牙根
龍爪茅
升馬唐
芒稷
牛筋草
鯽魚草
白茅
毛穎雀稗
雙穗雀稗
匍地黍
早熟禾
紅毛草
鼠尾粟

莎草

Cyperaceae
莎草科

Cyperus compressus
Cyperus iria
Cyperus rotundus
Fimbristylis dichotoma
Kyllinga brevifolia

扁穗莎草
碎米莎草
香附子
竹子飄佛草
短葉水蜈蚣

*
*
*
*

*

Justicia procumbens

爵床

*

*

Alternanthera nodiflora
Alternantyera philoxeroides
Alternanthera sessilis
Amaranthus viridis

節節花
長梗滿天星
滿天星
野莧

*
*
*
*

*
*
*

Caryophyllaceae
石竹科

Drymaria cordata
Stellaria aquatica

菁芳草
鵝兒腸

*
*

Chenopodiaceae
藜科
Compositae
菊科

Chenopodium album

小葉灰藋

*

Ageratum conyzoides
Ageratum houstonianum
Bidens piliosa
Bidens piliosa var. minor
Bidens piliosa var. radiata
Centipeda minima
Conyza canadensis
Conyza sumatrensis
Eclipta prostrata
Erechtites valerianaefolia
Emilia sonchifolia

藿香薊
紫花藿香薊
咸豐草
小白花鬼針草
大花咸豐草
石胡荽
加拿大蓬
野茼蒿
鱧腸
昭和草
紫背草

*
*
*
*
*
*
*
*
*
*
*

闊葉草 Acanthaceae
爵床科
Amaranthaceae
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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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草坪中主要雜草(續)
類別
科 名
闊葉草 Compositae
菊科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Cruciferae
十字花科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Leguminosae
豆科

Onagraceae
柳葉菜科
Oxalidaceae
酢漿草科
Plantaginaceae
車前草科
Polygonaceae
蓼科
Portulacaceae
馬齒莧科
Rubiaceae
茜草科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Solanaceae
茄科
Umbelliferae
繖形科
Violaceae
堇菜科

主要繁殖體
種子 營養體
*
*
*
*
*
*
*
*
*
*
*
*
*

學
名
Galinsoga quadriradiata
Gnaphalium affine
Gnaphalium pensylvanicum
Ixeris chinensis
Soliva anthemifolia
Synedrella nodiflora
Tridax procumbens
Vernonia cinerea
Youngia japonica
Dichondra micrantha

中 名
粗毛小米菊
鼠麴草
匙葉鼠麴草
兔兒菜
假吐金菊
金腰箭
長柄菊
一枝香
黃鵪菜
馬蹄金

Cardamine parviflora
Rorippa atrovirens

小葉碎米薺
山芥菜

*
*

Acalypha australis
Chamaesyce hirta
Chamaesyce thymifolia
Phyllanthus amarus
Phyllanthus urinaria
Alysicarpus vaginalis
Desmodium triflorum
Indigofera spicata
Mimosa pudica
Oenothera laciniata

鐵莧草
飛揚草
紅乳草
小返魂
葉下珠
山地豆
蠅翼草
穗花木藍
含羞草
裂葉月見草

*
*
*
*
*
*
*
*
*
*

Oxalis corniculata
Oxalis corymbosa
Plantago asiatica

酢漿草
紫花酢漿草
車前草

*

Polygonum plebeium

節花路蓼

*

*

Portulaca oleracea.

馬齒莧

*

*

Hedyotis diffusa
Hedyotis corymbosa
Mazus pumilus
Lindernia anagallis
Lindernia antipoda
Lindernia crustacea
Physalis angulata
Solanum americanum
Centella asiatica
Hydrocotyle batrachium
Hydrocotyle sibthorpioides
Viola nagasakiensis

珠仔草
繖花龍吐珠
通泉草
定經草
泥花草
藍豬耳
燈籠草
光果龍葵
雷公根
台灣天胡荽
天胡荽
小堇菜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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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爾夫球場之場地區分發生的雜草，果嶺及其周圍區域面積不大，對於
草面之平整、質感及色澤之均一都有嚴謹的要求，由於密集之割草及特別的管
理，一般雜草不易在此區域發生，但應預防香附子、水蜈蚣、及多年生禾草之
侵入。球道中由揮桿、農機、噴水...等動作皆會散佈雜草，其中發生的莎草及
闊葉草，因色澤不同極不美觀，而禾草因外觀上與本草相類似，並不突顯，若
疏於管理多年生雜草之種類及覆蓋面積均會逐年增加擴大。球道邊緣(邊坡及
植栽附近)因不是管理上的重要地區，灌溉或剪草皆不如其他區域仔細，因此
雜草的競爭更明顯，林下常出現好蔭的雜草且界外區之雜草開花結籽，長期累
積大量的雜種子及繁殖體，往往成為球場中雜草的發源地，經由此區域侵入球
中。草圃為球場中補植本草的苗圃區，雜草叢生或含有雜草種子之草塊，在植
草時會將雜草帶入球場中，以預防性防治雜草的觀點來看，理想的草圃場地應
選擇雜草危害少的乾淨田區，以減少雜草的產生。

雜草管理
人工除草是拔除以種子繁殖之雜草，許多草坪中發生的匍匐性雜草，蔓延
面積廣又與草坪交錯生長，無法徹底拔除，所以常有事倍功半之結果。機械剪
草可維持草坪的色澤質地及觀賞價值，對於植株較高之大部份雜草，在多次修
剪之後即無法存活。對於生長旺盛又以營養器官繁殖之多年生草，因其莖節留
於草坪中，藉豐沛之水分、養分，可再度生長。化學除草劑種類多，萌前除草
劑對於季節性一年生的雜草有顯著的抑制效果；萌後藥劑於雜草生育初期，噴
施於雜草莖葉上。大部份之闊葉雜草及莎草科雜草，可藉著選擇性藥劑控制，
但對禾本科雜草，目前並無較安全可使用的推荐藥劑。化學藥劑防治法雖然有
省工、省時、效率高的優點，但需考慮對環境安全的評估及對草坪草種的傷害，
不同的草種對除草劑的忍受力各不同，如結縷草對除草劑的忍受力是這些草種
間最強的，而竹節草、假儉草則忍受力較差。
一、預防雜草
預防性防治法主要是防止雜草自然及人為之散播，避免或減少有害雜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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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及營養繁殖體在草坪中流動。種子繁殖量大的雜草如早熟禾、酢漿草、兔仔
菜、黃鵪菜應在開花結果期前防除，以避免種子產生、散播，種子會使得草坪
雜草發生情況惡化。多數多年生雜草，例如雙穗雀稗、白茅、鋪地黍、香附子、
短葉水蜈蚣、蠅翼草、等都是危害大而勿不易防治之重要草坪雜草。草坪種植
前，土壤中含有此類雜草，最好能在植草前徹底將之清除，新植草坪少數新發
生之多年生草不容忽視，尤其是多年生禾本科雜草，等到危害擴大時，更難處
理，嚴重時甚至須要更新草坪，才能解決棘手的雜草問題。
位於國家公園或生態保育區內的綠草地，呈現的植物物種皆以本土的植物
種類為主，對於新紀錄植物或雜草，應避免其侵入，或早期防除之，以免新物
種族群快速增長、擴散，對本土的環境及保育帶來衝擊。
二、人工除草
以手拔除或小型手工具如小鏟、手耙、鐮刀挖掘割除雜草，對以種子繁殖
之幼株雜草效果佳；對已成長之雜草，特別是具有地下繁殖器官及匍匐性之多
年生草則效果有限。一般粗放管理的草坪少有人工除草，在小面積之草坪管
理，如景觀裝飾草坪、家庭式庭園、高爾夫球場之果嶺、雜草密度低之區域，
或發生以機械、化學藥劑無法防除之問題雜草時，須以人工拔草之方式清除，
人工除草雖然耗時、費工、效率低，但不影響環境安全，也不會有草坪藥害的
情形發生。
三、機械除草
機械剪草是利用簡單之人力機械、背負式剪草機、推式動力機或各種乘坐
式動力機械，以快速轉動之刀片或其他切割物，在接近地面處將草剪斷。效率
遠高於人力除草，主要用以剪除過高之地上部份，對於植株較高的部份雜草，
在多次修剪之後即無法存活。對於生長旺盛又以營養器官繁殖之多年生草，莖
節處或莖基部可產生芽體及分蘗，被剪後短時間內可再生，所以剪草通常不能
將多年生雜草殺死。剪草之最佳時機，最好是雜草未開花之前，可避免產生大
量的種子。運動草坪機械除草的次數多於一般綠化用草坪，這兩類草坪經過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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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剪草後，多數一年生雜草的量可與草坪互相制衡、競爭，並共同存在。
四、化學藥劑
化學藥劑防治法雖然有省工、省時、效率高的優點，但需同時考慮對環境
安全的評估及對草坪本草的傷害。化學藥劑可分為土壤處理藥劑(萌前藥劑)及
莖葉處理藥劑(萌後藥劑)。萌前藥劑於雜草萌芽前施用，對於季節性一年生的
雜草有顯著的抑制效果。萌後藥劑有選擇性與非選擇性藥劑之區分，於雜草生
育初期，噴施於雜草莖葉上，非選擇性藥劑會將草坪本草一起殺死，而選擇性
藥劑可有效防治某些特定對象之雜草，目前大部份之闊葉雜草及莎草科雜草，
可藉著選擇性藥劑控制，但對禾本科雜草，本省並無較安全可使用的推荐藥
劑。因在本省草坪上登記除草劑不多，目前無法滿足實際之需求，表四所列為
國內外常用的重要除草劑及其特性。
五、特殊的雜草問題及其防治
草坪中禾本科雜草的管理一直是個令人困擾的問題，人工除草雖然耗時、
費工、效率低，對於禾草的防治最為直接，但對於多年生禾草頑強的地下根莖，
很難徹底拔除，在事倍功半的情況下，必須尋求其他的防治法。就雜草防治的
觀點而言，必須防止雜草侵入，對於危害嚴重的雜草及早徹底清除，雜草才能
有效被抑制。禾本科雜草除了利用萌前除草劑抑制多數一年生禾草的萌芽之
外，對於成株的雜草，或以無性繁殖為主的多年生草，都必須選用萌後的選擇
性除草劑。目前登記在草坪上使用藥劑，只有快克草可以有效的防治兩耳草和
升馬唐，對其他大多數的禾本科雜草則採用全面或局部更換草坪之方式，以剷
除禾本科雜草。
1970 年以後所研發出來的抑制禾草之藥劑(graminicides)，藉由對 Acetyl
CoA carboxylase 之抑制，干擾禾本科植物脂肪之合成，其中屬於芳烴氧苯氧

107

休閒農牧及運動草地雜草識別與除草劑安全使用研習專刊

表四、國內外重要草坪除草劑特性
選擇性

普通名稱 英文名稱

醯銨

汰硫草

dithiopyr

32%
EC

V

V

醯銨

滅落脫

napropamid
e

50%
WG

V

V

芳烴氧羧 二、四-地 2,4-D
酸

成分
劑型

施藥時期

化學
類別

萌前 萌後

有

無

莖葉施用

對 象 雜 草

傳導性 接觸性 闊葉 禾草 莎草
V
V

80%
SP

V

V

V

V

芳烴氧羧 氟氯比
酸

fluroxypyr

29.64%
EC

V

V

V

V

芳烴氧羧 三氯比
酸

triclopyr

61.6%
EC

V

V

V

V

芳烴氧苯 伏寄普
氧羧酸

fluazifop

17.5%
EC

V

V

V

聯呲啶

巴拉刈

paraquat

24%
S

V

基甲酸

亞速爛

asulam

37%
S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二硝基苯 施得圃
胺

pendimethalin 34%
EC

有機磷

glyphosate

41%
S

V

環己烯氧 西殺草

sethoxydim

20%
EC

V

V

V

硫醯尿素 依速隆

imazosulfuron 10%
SC

V

V

V

V

V

V

硫醯尿素 百速隆

pyrazosulfuro
n

10%
WP

V

V

V

V

V

V

硫醯尿素 伏速隆

flazasulfuro
n

10%
WP

V

V

V

V

V

三氮苯

滅必淨

metribuzin

70%
WP

V

V

V

V

三氮苯

草滅淨

simazine

50%
WP

V

V

V

V

雜類

樂滅草

oxdiazon

2%
G

V

V

V

V

雜類

快克草

quinclorac

50%
WP

V

V

雜類

本達隆

bentazon

44.1%
S

V

V

有機砷

甲基砷酸 MSMA
鈉

45%
S

V

V

嘉磷塞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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羧 酸 類 者 有 伏 寄 普 (fluazifop) 、 快 伏 草 (quizalofop-ethyl) 、 甲 基 合 氯 氟
(haloxyfop-methyl)、芬殺草(fenoxaprop-ethyl)、普拔草(propaquizafop)；屬於環
己烯氧類者有環殺草(cycloxydim)及西殺草(sethoxydim)。此類藥劑由莖葉吸收
可傳送至其他部位，在生長點累積；首先產生之癥狀為芽生長停頓及幼葉之黃
化，可呈現不同程度之紅、紫或橙色葉後褐化枯死，通常須 10~20 天達最大效
果。本省田間除草劑推薦用藥量，皆為最難防治的雜草所設定，此用藥量對多
數草均屬過高，利用上述抑制禾草藥劑，降低劑量施用，測試對各種禾本科草
坪植物及雜草之間的選擇性，可以篩選出防治禾本科雜草又不傷害草坪植物之
藥劑，經農藥所初步測試結果，結縷草對伏寄普及假儉草對西殺草的容忍性極
高，所以伏寄普可用來防治結縷草上的牛筋草、狗牙根等禾草；西殺草可用來
防治假儉草上的升馬唐、早熟禾、牛筋草、百喜草、雙穗雀稗、兩耳草等多種
禾草。因此，抑制禾草之藥劑在草坪雜草管理上仍有其發展潛力，唯其使用的
劑量及草種的選擇必須正確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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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草地之維護管理常被視為大面積農牧場或球場中成本支出之最大因子，且
無相對回收之利益。事實上，維護管理良好之草地其利益大多為間接性且不顯
著的，如：提供優美景觀、良好休閒及運動場地、減少活動傷害及舒緩身心等
用途。但草地是此類場所之核心所在，提供特色之活動及注意力之焦點，也是
能顯著影響顧客人數之最重要因子。良好高品質具特色草地可吸引大量人潮，
顯著提高業主之收入。當然，相對需投入多少成本及人力等亦是業主考量之重
點，尤其在經濟景氣差、獲利不易之狀況下，業主之第一選擇往往是減少成本
之支出，草地管理費用降低。但在未能正確了解草坪實際需求下，以一固定百
分比之成本減少而導致無法維持草地良好品質，草地之病蟲害困擾增加，耐逆
境能力差，如此便易於陷入一難以克服之困境循環而無法有效改善與提升品
質。有鑑於此，如何能在有限之支援下，有效的利用少量資源，仍能維持高品
質之草地更是管理者需深入了解與探討的課題。本文之目的，即在於利用對草
坪生長與管理之科技了解，提供節省管理支出，並有效達到維持草坪品質之方
法與策略供管理者參考，希望能對業者在執行上有實際之助益。

節省管理策略與方法
大面積草地管理，主要之經常性基本管理操作包括割草、施肥與灌溉。另
外，在經常性休閒與運動場地上，舖覆(砂)及通氣操作更是必要投入之補助工
作項目。少量經費支援下，上述各種操作之共通可能結果是量及頻度之減少，
但個別因子內則應仔細了解其個別需求，提出對策始能真正達到最高之效率及
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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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割草操作
割刈操作之基本需求在於草坪每日均有增長，春、夏及秋時增加速率更
快。因此如何能提高效率及減少割刈次數而仍保持高品質之草坪，應注意下列
原則：
1. 了解不同草種及草坪之最適割刈高度：不同草種及其品種育種目標不同，因
此適應之割刈高度不同。草坪用途不同，割刈高度需求亦不同。例如居家草
坪及休閒普通百慕達草 1~1.5 吋，運動草坪(足、棒球等)0.75~1 吋，雜交百
慕達草果嶺 0.3~0.5 吋，球道 1~1.5 吋等。
2. 維持高品質割刈原則：新增草類生長多於頂部葉片，葉片為行光合作用，製
造植物基本能源之來源，但割刈為去頂之動作，割刈過多時對植株成長不
利，最佳割刈之原則為其生長之 1/3。若超過 40%之成長而未能割刈，植株
不但易於老化，且割刈後殘留多為老葉，其光合效率差，植株過高易生長勢
弱、密度降低，雜草容易入侵更添困擾。
3. 割刈機具良好維護：每次割刈操作前及完成後割刈機具之檢查及維護可確保
割刈品質。葉片之切口平整，易於乾燥、少病害，若葉片呈撕裂狀，則傷害
口增加，細胞破裂多，病害易於發生。另外，機具之清洗可確保病害之減少
及傳播。
二、施肥操作
施肥之最主要目的在於提供植物除光合作用產生之能源以外長成必要之
其他元素。最主要包括大量元素：N、P、K、Ca、Mg 等及微量元素 Fe、Cu、
Zn、Mn、B 等。但植物成長元素之需求，除最主要之 N、P、K 外，仍有各元
素間複雜之交感作用，如何能針對植物實際需求及有效適時提供是達到最合理
化施肥的最主要考量。為了解植物實際需求可由對植株本身內含物成份多寡及
土壤元素提供應量是否充足之分析而解決。
1. 植體分析：為針對植株內含元素之需求，可採樣植體送檢測單位分析，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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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設定之建議含量差異進行肥料之補充，一般此類分析主要用於果嶺草類，
但植株生長於每日及季節內變化量大，作為補充參考較不易。
2. 土壤採樣分析：草坪草類生長所需元素及其含量最主要之供應源即土壤。因
此定期採樣分析可了解土壤內各元素之變化量，由此推估草類需求為一有效
施肥之方法。一般草類土壤內各元素之最適量範圍如表一，對運動及休閒草
坪建議每季至少進行檢測一次，再依差距或專家之建議予以補充。
3. 年度草坪草類總需求肥料量之管理：各類型草坪因其使用及消耗狀態肥料之
總量需求不同，管理者可依此作為年度施肥量計畫之參考，各類草坪年度需
求總量建議如表二。同時，依不同季節而設計適當之分配，春季氣溫回升後，
草坪快速生長可予補充，尤其 P、K 比例應予較高(N-P-K=1:0.5:0.5)，施肥
頻度亦應提升。夏季多雨則依實際需求而調整。秋季為草坪保養期，且避免
草坪開花而易老化，則其 N-P-K 比例宜調整為 1:0.1:0.5，同時注意添加 Ca、
Fe 和 Mg 等以增加耐低溫之能力。
三、灌溉
水份需求是草坪草類維持生命與生長之重要因子，適量之供應可確保草坪
之品質穩定。主要關鍵考量即在於如何取得草類水份需求、蒸散與供應間之平
衡，因此，可採取下列方式作為高效給水之參考。
表一、草坪土壤各類元素適量範圍
元素
適量範圍

pH

EC

N

P

K

Ca

Mg

6.5~7.5

0~2000

0.1~0.4

30~37

91~120

1000~1500

250~500

表二、各類草坪土壤年度總 N 量需求建議表
各類草坪
N量需求
(N 1bs/1000ft2)總量

高爾夫果嶺

高爾夫球道
(發球台)

粗草區

一般
居家草坪

運動球場

15~20

5~10

3~5

5~10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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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草地之蒸散量並提供相對之水量補充-可於無遮蔭情況下，利用蒸散皿
於草地上測量其每日蒸發水量，再予以補充需求量。
2. 利用土壤水份濕度計於土表下 5cm 及 10cm 進行探測，良好密集覆蓋之草坪
於上述位置濕度可維持在 70~80%左右，2~3 日乾旱則可於 5cm 處事先顯
現，可依此提早因應。
3. 利用埋沒溼度計及電腦驅動馬達之全自動設計-但仍應注意氣候之瞬間變
化。
三、通氣操作
當休閒、運動頻度增加及長期割刈、施肥管理下，多餘草屑及地下走莖之
生長易形成一糾纏層於草坪土壤之下方(草盤層)。此層可提高草坪之彈性，並
且於割刈後造成平坦表面，提高草坪平滑度。但堆積過厚時，土層上方之水、
空氣及肥料都難以滲漏至土壤下方，進行交換與更新。此時下方土層內根系排
出之多餘氣體，往往無法適時進行交換，如此造成根系環境之敗壞，逐漸導致
草坪生長抑制與衰退，因此適時之通氣操作極為必要。一般以草盤層堆積不超
過 5cm(2 吋)為標準，超過時即須進行通氣操作。梅雨季節或過濕氣候，草坪
易於表面形成青苔之薄膜，日出後即形成一隔絕層，此時亦應予以切割、通氣
(薄切)，厚實草盤層則應以打洞操作為主。
四、舖覆操作
一般草地使用後易產生表面不平整現象，可以利用舖覆操作調整。薄層舖
覆 1~2mm 亦可增加草坪之密度及具保溫、保濕之作用。此操作亦可與通氣操
作合併進行，提供草坪再次成長之空間。因此操作之頻度應視實際需求再予進
行，過多次之舖覆操作易造成土壤不同密度粒子堆積層次，引發根系或排水不
良之情況，需注意防範。舖覆操作一般細砂為之，但亦可加入有機質等土壤改
良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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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病蟲害及雜草管理
1. 病害
熱帶、亞熱帶地面大面積草坪常見之主要病害為褐斑病(Brown Patch)、
燒枯病(Fussarium Wilt)等。其發生之環境條件及季節均有所不同，在潮濕多
雨的季節(初春、秋末)此類病害更易於發生且迅速擴展‧因此應針對其重要
氣象因子(氣溫與溫度)進行監控並進行預防措施，才是節省管理之最佳原
則。以褐斑病而言，多發生於高溫且夜溫較低(15-20℃)及多陰雨日且土壤高
濕、高溫環境。而燒枯病則常見於夜間高濕高溫(20-25℃以上)且土壤高濕
度，但日夜溫差大及多日陰雨後瞬間放情之季節，先期之預防(至少 1-2 次)
可確保未來季節中發病機率之減少。另外，經常定期(每週一次)針對植株病
癥之調查了解是否病癥發生或擴展亦是防治重要關鍵。
2. 蟲害
暖季草類主要之害蟲有夜盜蟲(地上)、雞母蟲及螻蛄(地下)等。防治此
類害蟲之最佳策略為
(1)了解其生活史及年度危害之季節，事先預防。
(2)經常性草坪土壤檢查(可利用肥皂水探測族群數量)
以夜盜蟲為例，每年發生之季節大多始於春季氣溫回昇時(25℃以
上)，因此初春之防治可有效抑制其族群之數量及頻度。但其每一世代週
期為約 45-60 日後續定期偵測與防制才可確保蟲害不致迅速擴展。雞母蟲
多發生於春末初夏土溫高時，因此利用上述之原則及深層之藥劑處理可
降低其為害之機率。
3.雜草管理
大面積草坪因空間遼闊，外來種子因風、人畜等媒介傳入機率相對提
高，如何有效抑制之最主要策略原則在於：
(1)提升草坪草類社區集團之優勢。
(2)了解不同季節可能萌發之主要雜草，適時預以防除。
維持本草優勢最主要之管理操作即是利用最適草坪之割刈高度，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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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之營養補充，以增加草坪密度，減少雜草萌芽及擴展。在不同季節適
時以選擇性殺草劑抑制雜草，如牛筋草，種子易於春季夜溫提升(20℃以
上)時萌芽。在秋季則常見闊葉菊科類雜草，因此夏末之預防則甚重要。
另外，了解主要雜草出現之頻率，季節並作成紀錄供爾後參考，可確保
未來雜草之降低。

結

語

若要執行節省管理操作之策略而又確保草坪品質，需管理者對於各項操作
管理技術、草類生長需求及病蟲害發生、防治與管理技術充分了解。同時，於
執行上隨時依草坪之生長變化進行偵測與管控。因此，草坪管理科技新知之獲
得、更新及操作技術之熟練為達到有效降低成本之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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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休閒農牧及運動草地
之維護及管理策略
謝清祥
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前

言

近年來地球氣候變遷，南北極冰層融化及 CO2 累積量過高等問題不僅已
成回科學家研究之重點，也影響了全球人類的生活型態。雖然以平均氣溫而
言，大部分之科學家已確認經常性平均±2℃之變動將成為未來世紀中地球氣候
之常態，但此類變動之影響在地球上不同之大陸、地形及區域其結果往往不盡
相同。尤其是局部較小區域常易形成較大之氣溫、雨量等自然現象之瞬間變
動。如此，所有在此局部區內之生物(動、植物與人類)將受到極大之衝擊，草
坪植株亦是如此。草坪之生長與管理為多年性經常性之操作，如何因應氣候之
條件之瞬間變化，將成為管理者未來必須面對的問題，提早了解瞬間氣候變化
對植株生長造成之影響及相對該採取之管理策略有助於穩定草坪社區之發
展，並維持相對長久之草坪品質。本文之目的在於例舉氣候變遷下對草坪植株
之不同影響狀況，並提供可能對應之策略，供管理者參考準備。

氣候變遷下可能之自然氣象變化
一、長期之季節性乾旱或降雨出現
二、長期之季節性低溫或高溫出現
三、短期內日、夜溫差之變動大
四、整體 CO2 濃度之提升
五、海平面上升，臨海地區地層下陷，土壤下層海水滲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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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之氣候現象一旦發生時，草類植株於其生長與生理上將發生以下之現
象(逆境)：
一、低溫及高溫之傷害
二、乾旱及浸水之逆境
三、鹽害逆境
四、日夜溫差過大，生長生理不協調之逆境等
但並非所有氣候變化均對植物生長不利，如 CO2 增加，在適量範圍下植
物生長更佳。植物如面臨逆境而產生生長抑制之現象往往依此類變化是否已達
其生長之臨界點，或其變化期間之長短，及上述因子有無交感作用等而有所不
同。因此，管理者須先了解草坪植物逆境下之反應，再擬定相對因應之策略，
如此才可確保植株生長及品質。

不同逆境下草坪植株之反應與對應策略
一、 高溫(40℃以上)－多數暖季型草對於高溫是具耐性的。但持續高溫下，對
植物而言最主要之影響在於生長、生理作用中之輔酶生成及蛋白合成等系
統因高溫而受抑制，進而影響細胞之生長。另外，高溫易造成葉片蒸散作
用過量，根部吸水不足而產生生理作用不協調而導致生長抑制，萎凋甚至
死亡。因此在管理上對高溫逆境之處理，基本上以增加灌溉頻度、降低草
坪地面溫度提供充足水分補充、降低割刈頻度、提升割刈高度及利用鋪覆
操作以增加土壤草盤厚度等操作為主。
二、 低溫(15℃以下)－暖季草較不耐低溫環境，於長時間(5-7 日以上)低溫下生
長極易受到抑制而顯現低溫傷害之病癥。低溫下，葉綠素易受到破壞且合
成降低，葉片細胞呈去色(decoloring)現象。長期低溫時花青素及胡蘿蔔素
之含量及其合成亦降低，因此葉色呈完全枯黃。同時低溫下細胞易崩解，
細胞質流出而造成死亡。因此，在管理上對低溫之處理應於低溫來臨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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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細胞之生長勢，減低葉綠素之崩解並增加其合成乃為降低低溫傷害之基
本策略。實際操作上則可於低溫期前施肥中添加 Ca、Mg 及 Fe 等元素，
以有利於低溫下維持草色，並進行秋季通氣操作，增加草坪生長勢及適當
鋪覆操作(1-2mm)，減少割刈頻度並提升割刈高度。
三、 乾旱逆境－水分為維持草類生命與生長不可缺之因子，長期乾旱下植株葉
片因缺水而呈邊緣枯萎狀，嚴重時則全葉枯萎而死亡。植物生長與生理變
化中水份往往為溶質之攜帶因子，可促進各種生化反應，缺水時則反應降
低或停止而造成細胞之死亡。最主要之管理對策在於在有限資源下針對蒸
散量提供相對應下水份需求，以有效解決水分缺乏之困擾。另外，管理操
作上應注意適時適量給水及維持草坪根系之良好發育以增加抗旱之能力。
四、浸水逆境－土壤中水份過多易造成根部呼吸之抑制、生理作用後之有毒物
質無法排出等現象。長期間則造成根部之腐敗進而影響植株生長並造成死
亡。因此，浸水下草坪密度降低，植株生長弱勢而不耐踐踏。草坪管理之
對應策略最主要在於能迅速排出土壤中之水份及增加土壤中通氣之效
果。因此，雖然在植株生長弱勢下必要之通氣操作(打洞)仍需進行。若是
長期土壤過濕而造成草坪表面之青苔薄膜形成亦應經常執行薄切或疏根
之操作。
五、鹽害逆境－鹽害之發生在於土壤中過多之 Na+或 K+離子造成根部細胞水
勢之不平衡，水份由植體中流出而造成細胞生長及生理系統之停止，嚴重
時往往造成細胞死亡，植株枯萎。而且 Na+於土壤中與土壤粒子緊密結
合，欲降低其傷害須以大量之水份淋洗，此操作不容易實施。因此，鹽害
地之管理策略應為充足之水份供應，或以 Ca++取代 Na+(施肥中多加含
Ca++之肥料如 CaSO4，Ca(NO3)2)等，及增加土壤有機質量等。

結

語

氣候變遷對植物而言，最主要是產生逆境而阻礙及抑制生理活動與植株生
長。因此，仔細的了解植株於不同逆境下之生理反應，再施以適當之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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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減輕逆境傷害之最佳方法。草坪管理者應隨時注意季節中氣候之變化，並
針對氣象預測事先進行防範措施則可降低臨時性之逆境傷害。當然，不同草種
間對各種逆境之反應不同，管理者應對其草種特性加強認知，配合適當之策略
與方法則更能於氣候變遷下進行有效之草坪管理以維持高品質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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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主要雜草辨識
徐玲明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公害防治組

小葉碎米薺

Cardamine flexuosa

廣東葶藶
Rorippa cantoniensis

藍豬耳
Lindernia crustacea

土半夏
Typhonium divaricatum

倒地蜈蚣
Torenia concolor

通泉草
Mazus pumi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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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兒腸
Stellaria aquatica

升馬唐

Digitaria adscendens

牛筋草

兩耳草
Paspalum conjugatum

Eleusine indica

芒 稷
Echinochloa colona

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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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杏
Chenopodium ambrosioides

鋪地黍

Panicum repens

山土豆

山芥菜

Alysicarpus vaginalis

Rorippa indica

含羞草

蠅翼草
Desmodium triflorum

Mimosa pu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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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前草
Plantago asiatica

裂葉月見草

Oenothera laciniata

馬齒莧

珠仔草

Portulaca oleracea

Hedyotis diffusa

馬蹄金

狹葉瓶爾小草

Dichondra micrantha

Ophioglossum petiol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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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附子

碎米莎草

Cyperus rotundus

Cyperus iria

假千日紅
Gomphrena celosioides

野莧
Amaranthus viridis

兔兒菜
Ixeris chinensis

假吐金菊

Soliva anthemif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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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蔓澤蘭-幼苗

鐵莧菜
Acalypha australis

Mikania micrantha

酢漿草
Oxalis corniculata

紫花酢醬草

Oxalis corymbosa

節花路蓼
Polygonum plebeium

雷公根

Centella asia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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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化學藥劑施用技術及現場實作
謝清祥
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前

言

草坪農藥與肥料常以顆粒或液態方式施用，但如何能達到均一之撒佈而不
致造成草色不均一，甚至有藥害、肥傷之結果，則有賴於對於噴藥及撒佈機械
使用之認知。更重要的是，精準的計算可節省無謂的浪費且達到理想的效果，
在今日農藥、肥料高漲之際，更是節約成本之最佳策略。因此，在大面積的操
作下，如何能正確的計算使用量是草坪管理者必修的課題。

固態撒佈機具
當肥料或藥劑為顆粒時，其均勻的撒佈有賴於離心或重力二種方式，離心
法乃是將顆粒利用螺旋盤以向外圓圈方式由撒佈機底部釋出。離心法可涵蓋較
大面積區域。但此方法之均勻準確度卻較重心式為差，尤其當顆粒均勻度差異
大時。另外，以離心法則其撒佈面積需重疊 20 至 50％，施用量易偏高。重心
式撒佈在較小面積下可避免過多重疊且減少其他成本。在風大的情況下，重心
式撒佈亦較有效。唯一需注意撒佈時應避免重複，以防草色是呈一明一暗條狀
斑。
上述二種撒佈方式要達到更均一結果可以先行施佈 1/2 肥料於一方向而另
1/2 肥料則成垂直方式進行。佈施肥料後應馬上予以輕量灌溉草地，將肥料淋
至地表防止以葉燒。

液態噴施機具
以液態方式供應植物必元素或殺蟲、殺菌及雜草防除時可利用葉面噴施、
土壤灌注、養液灌注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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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面噴施：草坪地上部亦可直接吸收養分，葉面積噴施時須注意以低濃度
營養液為主。一般施用量為不超過 0.5 加侖/100ft2 之養液。每 1-2 週施用一次，
葉面噴施可得到快速植株之反應，此技術主要用於臨時性解決養分缺乏問題。
另外，在根部吸收受限制時（土壤擠壓或滲水狀況時）此法相當有效。液態殺
菌、殺蟲等農藥之施用情況亦同。
土壤灌注：此方法施用時需大量之水分供應，將養分淋洗至根部，由根部
進行吸收再傳導致植株全身。灌注後草坪應予以灌溉以減少葉片肥傷。農藥施
用時情況亦如上述，主要適用於系統性藥劑。
養液灌注：此法乃利用高壓噴施系統，將養液均勻撒佈於草坪表面。第一
步驟為利用灌溉系統濕潤草坪，然後將養液依定量比例及設定期間注入噴灌系
統。最後以清水淋洗以降低葉片燒傷並將養液由灌溉系統中清洗出。

撒佈機具之施用量計算
要將粒劑均勻撒佈，需經由精確的撒佈機具計算。但是農藥肥料產品各種
顆粒大小不一，因此每次施用時應依個別材料予以設定。施用機具時需以固定
速度或步調執行，若以手動操作之機具則於不同人施用時應予重新設定與計算，
機具之精準度亦應注意或重新檢視。主要三種撒佈機具之計算舉例如下：
方法一：主要適用於離心式撒佈機，填入粒劑至定量水平高度並作記號，然
後將全部撒佈在一固定面積內(1000ft2)然後重新填入粒劑至相同刻
度之量於撒佈機內並取出秤重。
方法二：此法適用於重力式撒佈機，在撒佈機底部連接一收集盤，並施用撒
佈機於一固定面積內（1000ft2），將收集盤內之粒劑秤重。
方法三：此方法僅適用於重力式撒佈機。將一 5*5ft2 塑膠布舖於平坦地面，
於布上將撒佈機以磚塊或其它支撐架離地面並將操作使之自由旋轉
輪軸，測量其輪軸之半徑及移動一固定距離（100ft）所須之轉數，
並於輪上標記起點，將撒佈機填入足量粒劑然後旋轉輪軸至固定距
離所須之轉數，在將塑膠布上掉落之粒劑收集並秤重。
（例：輪軸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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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為 0.25ft2，則其圓周為 2πr＝1.57ft，因此 100ft 距離需轉動輪軸
100/1.57＝64 圈）
。施用面積則以 100ft*撒佈機之寬度即可。
上述三種方法，粒劑施用於一固定面積上之重量二者之比值即是此撒佈機的實
際施藥量(Application Rate, AR)。

連桿式噴藥機具
標準型式之連桿式噴藥機具系統，如下圖所示，主要部分包括噴藥桶、攪
拌器、幫浦、壓力控制閥、濾網和噴頭。

迴流管
主管線壓力閥
過濾器
攪拌器

節壓閥

吸入過濾器

噴桿壓閥
吸入管開關

幫浦
連桿開關
線上濾器
可變式接頭
噴頭

連桿式噴藥系統之計算
基本而言，連桿式噴藥系統之計算包括校正噴頭之噴藥量後，於一固定面
積且是在固定程序之操作下為準（如，固定機具行走在 1 檔或 2 檔之定速下）
。
計算施藥量之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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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於地面標定 100ft 之起末距離，並在定速下計時噴藥機行走全程所需
之秒數。往返標定區域 3-4 次並計算平均所需之秒數，紀錄所使用
之機具型式及檔次。
第二步： 噴藥機固定下啟動噴藥幫浦，調整噴藥之壓力（30～40 psi）。收集
連桿上數個噴頭行走 100ft 所噴出之水量及所需之秒數，決定連桿上
平均一噴頭所釋出之水量（盎司或毫升）
，並將之換算為加侖數（3785
毫升＝1 加侖；1 品脫＝16 盎司；8 品脫＝1 加侖）
。
第三步： 利用下列公式決定施藥量
施藥量（Application Rate, AR） ＝

(平均每噴頭之釋出水量)（噴頭總數）
噴藥涵蓋面積(ft2)

施藥量以加侖/ft2 之方式表示。若欲換算成加侖/英畝則乘以 43560。噴藥涵蓋
面積為 100ft 乘以連桿之寬度。
第四步： 利用施藥量(A.R.)除藥桶之容積（加侖）即可決定滿載藥桶可以涵蓋
之草坪面積。除以 43560 就可決定滿載藥桶可以涵蓋之英畝數。.
第五步： 每藥桶所需加入之藥量可由推薦量乘以每桶可涵蓋之施藥面積計算
即可。農藥推薦用量應依值保手冊或藥商於瓶上之說明施用。
範例：
已知連桿寬度＝15ft
噴頭總數＝10
噴藥車行走 100ft 需 13.6 秒
藥桶容積＝50 加侖
同樣取樣測 4 噴頭，＃1＝360ml
＃4＝330ml
＃6＝350ml
＃9＝360ml
假設球場內有 13 英畝之區域需噴灑某一選擇性殺草劑，根據農藥手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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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用量為 0.25/英畝有效內容物（Active Ingredient；AI）
，市售此藥每袋 10
磅之農藥實際含 1 磅之 A.I.（10％）。試問：
1. 此噴藥車要涵蓋 13 英畝地需加滿幾桶（次）？
2. 每桶內此殺草劑須加入多少量？
解答：
1. 步驟一：已解決；噴藥機走 100ft 須 13.6 秒
步驟二：決定平均噴頭之釋出量
平均釋出量

360+330+350+360

＝

換算成加侖

(ml/13.6 秒)

4

＝

350 ml/13.6 秒

＝

0.09 加侖/13.6 秒

步驟三：決定連桿之每英畝施藥量（A.R）
施藥量（A.R） ＝

（0.09 加侖/13.6 秒）（10 噴頭）（43560ft2/英畝）
（15ft 桿寬）（13.6 秒/100ft）

＝ 26.9 加侖/英畝

步驟四：決定一滿載桶（50 加侖）可涵蓋之面積
涵蓋面積＝

50 加侖
26.9 加侖/英畝

＝1.86 英畝

解答：要噴 13 英畝需加幾桶？
桶數＝

13 英畝
1.86 英畝/桶

≒7 桶

1. 因為每桶可涵蓋 1.86 英畝，所以每桶內的有效內容物（A.I.）為：
A.I.＝（1.86 英畝）
（0.25 磅/英畝）＝0.465 磅
殺草劑每袋中 1/10 為其 A.I.，所以實際須放入桶中之殺草劑（X）量為：
1
10
X

＝

0.465
X（磅殺草劑）

＝

4.65 磅 殺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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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例題：
1. 液態 2,4-D 每加侖中含 4 磅 A.I.根據農藥手冊推薦用量為 1 磅/英畝
A.I.。試問若要噴施 20000ｆt2 面積需用多少量之 2,4-D?
（解答：434.5ml）
2. 某藥物推薦用量是 18 磅/英畝 A.I.，此顆粒狀藥劑以 45％A.I.銷售成品，
試問若要涵蓋 740ｆt2/區域，需施多少藥劑？
（解答：0.68 磅＝309 克）
3. 某連桿式噴藥車於 13.6 秒噴施 100ｆt 距離，平均每噴頭釋出量為
300ml。連桿上共 8 個噴頭且連桿寬 12ｆt，藥桶之容積為 50 加侖。
試問（a）此系統之施藥量（A.R.）為何？（解答：23 加侖/英畝）
（b）若要噴施 6.5 英畝地則需填滿多少藥桶？（解答：3 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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