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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葉病(Leaf curl、leaf blister) 

病徵及發生生態： 

本病主要為害新葉，偶而可為害幼果及花。初期葉片上出現大小不一、呈鮮

紅色之肥腫小點，肥腫向葉片之一面發展，致使葉片捲曲畸形，嚴重時全葉肥大，

病斑處葉片之葉綠素消失而呈淡紅色或黃綠色。後期病斑表面出現灰白色粉末狀

物，乃病原菌之子囊及子囊孢子。最後病葉成褐色枯死、落葉。幼果被害時，果

實停止發育，果毛特多，果實呈畸形而落果。發病嚴重之植株開花少、結果少、

生育不良。分生孢子或子囊孢子在枝條上越冬，至翌年春天桃樹發芽時若遇降

雨，則孢子發芽而侵入新葉，成為初次感染源。 

病原菌： 

本病病原菌 Taphrina deformans (Berk.) Tul.，有性世代形成子囊及子囊孢

子。子囊裸露無包被，排列成層，生於葉片角質層下；子囊上寬下狹，頂端平削、

無色、大小 16.2-40.5×5.4-8.1μm，子囊下部有柄細胞，子囊內有 8個子囊孢子。

子囊孢子單胞、無色、橢圓形或圓形。芽孢子卵圓形，可直接再以出芽法形成芽

孢子，亦可抵抗不良環境，用以休眠。本菌形成分生孢子最適溫度 20℃，最高

為 26-30℃，最低 10℃，感染最適溫度 13-17℃，最低為 7-10℃。 

管理策略： 

1、加強果園管理，在病徵出現而未形成白色粉狀物之前摘除，可減少病原菌越

冬。 

2、加強肥培管理，特別是發生嚴重植株，適時依據植株生長勢合理化施用肥料，

可增強樹勢，減少病菌侵入。 

3、發病初期任選下列任一藥劑加以防除： 

藥劑名稱 稀釋

倍數 

安全採

收期(天) 

作用機制 藥劑類別 藥劑代號 毒性 

腈硫醌 42.2%水

懸劑 

1000 30 保護性 醌類 FRAC M9 輕毒 

四氯異苯腈 40%

水懸劑 

700 21 接觸性 有機氯劑

及芳香族

類 

FRAC M5 低毒 

邁克尼 40%可濕

性粉劑 

3000 18 系統性 三唑類 FRAC 3,G1 輕毒 

菲克利 5%水懸

劑 

2000 18 系統性 三唑類 FRAC 3,G1 低毒 

撲克拉 25%乳劑 3000 6 系統性 乙唑類 FRAC 3,G1 輕毒 

撲克拉 25%水基

乳劑 

3000 6 系統性 乙唑類 FRAC 3,G1 輕毒 



桃-2 

 

藥劑名稱 稀釋

倍數 

安全採

收期(天) 

作用機制 藥劑類別 藥劑代號 毒性 

得恩地 80%可濕

性粉劑 

200  接觸性 有機硫磺

劑 

FARC M3 輕毒 

得恩地 65%可濕

性粉劑 

160  接觸性 有機硫磺

劑 

FARC M3 輕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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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孔病(Shot hole) 

病徵及發生生態： 

本病在高、低海拔處皆普遍發生，且為害嚴重。本病可為害葉片、枝條及果

實。葉片罹病時初期由葉尖或葉縁產生黃褐色小斑點，以後轉變成褐色斑點，病

斑周圍產生黃色暈環，後期形成離層致使罹病組織脫落呈穿孔狀；嚴重時受害葉

片黃化而掉落，使樹勢衰弱；果實罹病時出現暗色斑點，嚴重時裂開且稍凹陷，

失去商品價值。枝條罹病時，若在芽四周發生，病斑稍突起；若發生於節間，病

斑凹陷且較小。罹病組織上之病原菌藉水或風傳播。 

病原菌： 

    本病病原菌為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pruni (Smith) Dowson，菌體呈桿

狀，單極生鞭毛，有莢膜，革蘭氏陰性，好氧性，生長溫度 7-38℃，適溫 24-28℃，

致死溫度 51℃，病菌於枝條組織內可存活一年以上。 

管理策略： 

1、徹底清除罹病枝葉，休眠時期，配合修剪，清除枯枝、落葉、落果，以消滅

越冬之病源。 

2、注意園區排水、合理修剪，使果園通風、透光良好，以降低果園濕度。 

3、加強肥培管理，施用適量有機肥，增強植株生長勢，以提高抗病力。 

4、避免園區附近種植梅、李或杏等植物。 

5、藥劑防治：發病初期任選下列任一藥劑加以防除： 

藥劑名稱 稀釋

倍數 

安全採收

期(天) 

作用機制 藥劑類別 藥劑代號 毒性 

多保鏈黴素

68.8%可濕性粉

劑 

1000 24 系統性 苯並咪唑

類與抗生

素混合劑 

FRAC 1,B1+ 

FRAC 25,D4 

低毒 

鏈土黴素

16.5%可濕性粉

劑 

1500  系統性 抗生素混

合劑 

FRAC 25,D4 

+FRAC 41,D5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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銹病(Rust) 

病徵及發生生態： 

本病主要為害葉片，葉片被害後，初期在葉片上表面出現黃色小斑點，下表

皮則長出圓形褐色針尖狀斑點，稍隆起，以後病組織破裂，散出黃褐色粉狀物，

為病原菌的夏孢子堆。秋末冬初發生後期，在葉片下表皮產生褐色小點，為病原

菌的冬孢子堆，發病嚴重時，葉片枯黃脫落。罹病葉片上產生之夏孢子為主要之

感染源，可藉風、雨水等方法傳播至新的葉片造成感染。 

病原菌： 

本病病原菌為 Tranzschelia discolor (Fuckel) Tranzschel & Litinor，夏孢子為

不正橢圓形或倒卵形，黃褐色，頂端大，尾端略細小，部份呈錐狀，表面有刺，

大小為 20-40×12-20μm。冬孢子雙胞，呈雙球形，上端細胞略大呈圓形，下端細

胞小呈短柱狀，大小為 26-40×10-16μm。夏孢子發芽之溫度範圍為 12-24℃，以

16℃為最適發芽溫度。葉片上之夏孢子於 24-28℃時，存活期長達 80天，20℃則

為 100天，16℃以下可達 180天以上。 

管理策略： 

1、注重田間衛生：隨時清除罹病組織，冬季清園時，應徹底清除老病葉及病枝。 

2、合理化施肥，增強植株之生長勢以提升抗性。 

3、發病初期任選下列任一藥劑加以防除： 

藥劑名稱 稀釋

倍數 

安全採收

期(天) 

作用機制 藥劑類別 藥劑代號 毒性 

三泰隆 23%水

分散性乳劑 

2000 12 系統性 三唑類 FRAC 3,G1 輕毒 

菲克利 5%水懸

劑 

1500 6 系統性 三唑類 FRAC 3,G1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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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黴病(Gray mold) 

病徵及發生生態： 

本病主要為害嫩葉，嫩梢、花瓣及幼果亦可被感染。低溫多雨環境下易發生。

剛萌發之嫩梢被感染時，被害部呈褐色，最後整個嫩芽萎凋、乾枯。嫩葉被感染

時多由葉緣侵入，初期產生淡綠色水浸狀病斑，葉片邊緣因而呈波浪狀，逐漸擴

大成 2～3公分寬淡褐色輪狀斑紋，以後轉呈黑褐色，具輪紋斑，故又稱褐紋病。

罹病葉片最後造成葉緣焦枯，新梢伸長因而受到影響，溼度高時，葉片上產生灰

色黴狀物，為病原菌之分生孢子堆，在初春嫩葉上發病嚴重時，會引起大量落葉

而影響樹勢。開花期若遇連續陰雨或果園潮濕，花蕚、花瓣亦會被害、萎凋，同

時產生大量之分生孢子，落花後，亦可在果實表面產生小黑點病徵。若罹病花瓣

殘存在幼果上，病原菌容易由殘存的花瓣上蔓延至幼果，若幼果期遇連續低溫潮

濕之天氣超過 2 星期，則會造成大量落果。罹病組織上之分生孢子為主要感染

源，可藉風雨及人為操作傳播，病原菌亦可存活於罹病組織中，成為第二年之初

次感染源。 

病原菌： 

本病病原菌為不完全菌之Botrytis cinerea Pers. Ex Fr，在寄主組織上不形成特

殊的產孢組織，分生孢子柄直接由菌絲特化而成。分生孢子柄著生於特化菌絲頂

端，直立，近頂端處膨大成球形、棍棒狀或橢圓形，分生孢子著生於分生孢子柄

頂端小分枝，呈叢生狀。病原菌分生孢子發芽產生發芽管，由角質侵入寄主組織，

但低溫時由氣孔侵入，若寄主組織產生傷口時，則病原菌以菌絲狀態直接由傷口

侵入寄主組織。傳播方式可藉由空氣、水滴、昆蟲和其他病菌，散佈至組織造成

感染。溫度與濕度為本病發病重要條件，主要發生於冬春季低溫多濕季節，溫度

高於24℃時，菌絲生長狀況差，故發並逐漸減少。 

管理策略： 

1、注重園區衛生，隨時清除罹病組織，以減少園區感染源。 

2、適度修剪枝葉避免生長過度茂密，枝葉互相摩擦造成傷口，而病菌侵入。 

3、保持通風，避免濕度過高使得病勢擴展加速。 

4、合理化施肥可使植物生長正常，樹勢強健而增加植物抵抗力。 

5、適度管理水分，避免於黃昏以後大量供水造成園區濕度過高，可減緩病勢之

擴展。 

6、褐腐病之防治藥劑可兼防本病，故無需針對本病進行藥劑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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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粉病(Powdery mildew) 

病徵及發生生態： 

本病多發生於葉背，故又稱葉背白粉病。被害葉片呈現白色至灰白色黴狀物

覆蓋，冬季掉落之葉片上即可形成閉殼子囊果，多數閉殼群集一處，成熟子囊殼

呈桔色。葉片受害後提早落葉，影響植株發育及結果。本病一般於五月中旬至六

月開始發生，至九月所有果實收穫完畢，未加管理時發生嚴重，分生孢子為主要

感染源。 

病原菌： 

本病病原屬球針殼菌，學名為 Phyllactinia pyri (Cast.) Homma，外生菌絲在

葉下表皮匍匐蔓延，具瘤狀吸器伸入細胞表皮吸收養分。內生菌絲由氣孔深入葉

肉細胞間隙，產生瘤狀吸器侵入細胞吸收養分。分生孢子梗由外生菌絲垂直生

出，頂端著生分生孢子。有性世代之子囊殼為扁球形，內含有子囊孢子，子囊孢

子為單細胞無色，長橢圓形。 

管理策略： 

1、注重園區衛生，隨時清除罹病組織，以減少園區感染源。 

2、管理園區濕度，適度噴霧避免過於乾燥，可降低白粉病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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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核病(褐腐病，Sclerotinia rot, Brown rot） 

病徵及發生生態： 

本病主要為害成熟果實，近採收期及貯藏期均可見發生。初期果實表面出現

褐色圓形病斑，以後病斑逐漸擴大，若遇高濕度，則病斑迅速擴大，呈褐色腐爛

狀，後期病斑中央出現灰色粉末狀物，乃病原菌之分生孢子，嚴重時易造成落果。

若發病果實之水分消失，則果實縐縮，其上之菌叢變為褐色，終致全果呈黑色木

乃伊狀。罹病果實若殘存於田間，可形成黑色菌核。黑色菌核於春天遇高濕度可

形成子囊盤而釋放子囊孢子，成為初次感染源；罹病果實上產生之分生孢子為二

次感染源，經由風及雨水傳播。 

病原菌： 

本病病原菌為 Sclerotinia cinerea (Bon.) Schr.、Monilinia fructicola (Wint) 

Honey 、Monilinia laxa (Aderh. et Ruhl.) Honey，分生孢子無色，檸檬形成卵形，

大小 9.5-16×7.5-13.5μm（平均 13×10.1μm），在孢梗頂端成串生長，有性世代囊

盤未在台灣發現，在紐西蘭、美國及澳洲有發現，但機會不多。 

管理策略： 

1、注重田間衛生：隨時清除罹病組織，冬季結合清園，徹底清除老病葉及病枝。 

2、藥劑防治：發病初期任選下列任一藥劑加以防除： 

藥劑名稱 稀釋

倍數 

安全採收

期(天) 

作用機制 藥劑類別 藥劑代號 毒性 

腈硫醌 42.2%

水懸劑 

1000 30 保護性 醌類 FARC M9 輕毒 

菲克利腐絕

22.8%水懸劑 

1000 9 系統性 混合劑 FRAC 3,G1 + 

FRAC 1,B1 

低毒 

待克利 24.9%

水懸劑 

2000 9 系統性 三唑類 FRAC 3,G1 低毒 

待克利 24.9%

乳劑 

2000 9 系統性 三唑類 FRAC 3,G1 低毒 

待克利 24.9%

溶液 

2000 9 系統性 三唑類 FRAC 3,G1 低毒 

護矽得 37%乳

劑 

10000 9 系統性 三唑類 FRAC 3,G1 輕毒 

賽普洛 50%水

分散性粒劑 

1000 6 系統性 雜類 FRAC 9,D1 輕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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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疽病(Anthracnose) 

病徵及發生生態： 

病原菌由嫩葉葉緣侵入而引起葉緣焦枯，一般不造成落葉，在高濕或颱風過

後，老葉感染時，初呈淡綠色水浸狀，後期轉成黑褐色，病斑部呈輪紋狀，枝條

以嫩枝及徒長枝較易被感染，發生初期為黑色斑點，可擴張而形成達 2公分左右

長紡錘狀病斑，病斑部皮層凹陷並逐漸滲入枝幹的木質部，後期龜裂，嚴重時引

起枝條枯死。果實多於幼果期被感染，產生黑色細小之斑點，後期病斑處出現凹

陷現象，嚴重時落果；罹病後未出現病徵而出現潛伏感染時，往往於轉色期出現

圓形至橢圓形病斑，暗褐色，表面凹陷，病部密生黑色小粒子，常造成落果。若

於採收後出現病徵，影響品質。本病病原菌可於菌絲狀態存活於枝條中，成為翌

年之主要感染源，此外，罹病果實若殘留於田間，亦為重要之感染源。罹病部位

產生之病原菌分生孢子可藉由風、雨水及人為傳播。 

病原菌： 

本病病原菌為不完全菌之 Colletotnichum gloeosporioides Penzig，在寄主表面

形成分生孢子盤，其上著生分生孢子柄，分生孢子著生於分生孢子柄頂端；分生

孢子長橢圓形，無色透明；成熟之分生孢子堆溢出分生孢子盤而呈粉紅色至桔紅

色之黏液狀。分生孢子長橢圓形，成熟時分生孢子極易脫落。在菌絲生長溫度範

圍極大，3-37℃之間均可正常生長，但最適生長溫度則菌株間差異極大，然一般

均介於 22-28℃之間。本菌為世界性之分布，寄主範圍極廣，炭疽病於臺灣果樹

栽培上為重要病害之一。 

管理策略： 

1、注重園區衛生，隨時清除罹病組織，以減少園區感染源。 

2、適度修剪枝葉避免生長過度茂密，保持園區光照及通風良好。 

3、休眠期加強枝條上病源之防治。 

4、果實快速成長期可適量施用鈣肥，可增加抗性。 

5、提早套袋，降低病原菌侵入、感染機會。 

6、合理化施肥促使植物正常生長，強化樹勢而增加植株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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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星病(Pear scab) 

病徵及發生生態： 

本病病原菌可為害果實、葉片及枝條，果實發病多在果實肩部，初期產生大

小約 1-2mm 暗褐色圓形小病斑，嚴重時病斑互相癒合而形成不規則的大病斑。

病原菌擴展僅限表皮組織，當罹病組織枯死後，果肉仍可繼續生長，因此病果常

發生龜裂，呈瘡痂狀，故又名瘡痂病。葉片被害時，在葉背上出現不規則或多角

形灰綠色病斑，之後病斑部轉變成暗色或紫紅色，最後病斑部乾枯脫落而形成穿

孔。 

病原菌： 

本病病原菌無性世代為 Cladosporium carpophilum Thumen，有性世代為

Venturia carpophilum Fisher。分生孢子梗不分枝或分枝ㄧ次，彎曲，具隔膜，暗

褐色，大小為 48-60×4.5μm，分生孢子單生或呈短鏈狀、長圓筒狀或橢圓形，單

胞，淡橄欖色，大小為 12-18×4-5μm。子囊孢子在子囊內排列，上部單列，下部

為單列或雙列，子囊孢子大小為 12-16×3-4μm。分生孢子再乾燥狀態下可存活三

個月，菌絲生長最適溫度在 20-30℃，分生孢子發芽最適溫度為 25-30℃，但以

27℃為最適宜。 

管理策略： 

1、注重園區衛生，隨時清除罹病組織，以減少園區感染源。 

2、加強肥培管理，提升植株之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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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腐病(Fruit rot) 

病徵及發生生態： 

本病於 1998年 6月台中縣新社鄉及東勢鎮地區之台農甜蜜桃及台農春蜜桃

之品種上發現。桃果發病初期，於果實表面出現褐色水潰狀斑點，隨後病斑繼續

擴大，邊緣褐色，果肉腐爛。後期病組織失水而皺縮，其上密生污白色至黑色小

點，此為病原菌之柄子殼。 

病原菌： 

病原菌為 Phomopsis mali Roberts non (Schulzer & Sacc.) Died，可產生 α及 β

兩型分生孢子，α孢子為長橢圓形或紡錘型，無色，β孢子為線形。枯枝上可產

生有性世代之子囊孢子，子囊孢子可侵入植株造成感染。本菌最適生長溫度在

24-28℃。 

管理策略： 

1、注重園區衛生，隨時清除罹病組織，以減少園區感染源。 

2、適度修剪枝葉避免生長過度茂密，枝葉互相摩擦造成傷口，而病菌侵入。 

3、保持通風，避免濕度過高導致病勢擴展加速。 

4、合理化施肥促使植物正常生長，強化樹勢而增加植株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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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膠病(Gummosis) 

病徵及發生生態： 

流膠大多發生於主幹、主枝及側枝上，初期在支幹上出現疣狀突起，每一小

疣狀下皮層組織呈褐色壞疽，中後期病斑部呈暗褐色，表面濕潤，病斑部表層下

有黃褐色黏綢的膠液，嚴重罹病枝條佈滿流膠，雨天尤其明顯。主幹及主枝上疣

狀物可繼續擴大並裂開，雨天繼續有膠質泌出，若不繼續擴大，就可判斷不是流

膠病所引起之病斑。秋、冬季於發生之後期，樹皮上之皮目內會形成黑色炭質子

座，內部有柄子殼及子囊殼，有時數十個黑色子座密集在一起，受害多年之桃樹，

會造成樹勢衰弱，嚴重時引起側枝或整株枯死。 

病原菌： 

本病原菌屬葡萄座腔菌之 Botryosphaeria dothidea (Moug. ex Fr.) Ces et de 

Not.，子座內埋生多個子囊殼及柄子殼，子囊殼扁圓形，黑褐色，頂端具孔口，

內生許多子囊和擬側絲。子囊棍棒狀，具雙層壁，無色，大小為

90-120×17-23 m 。子囊內含 8個子囊孢子，排列兩列，子囊孢子單胞，無色，

橢圓形，大小為 22-30×9-12 m 。其有性世代在人工培養下未曾發現。柄孢子著

生於孢子殼內，無色、單胞、紡錘形或長橢圓形，大小為 15-28×5-8 m 。另一

種柄孢子無色、單胞，狹長形，2-3 m 。菌絲發育適溫為 24-32℃，最適菌絲生

長之培養基為馬鈴薯瓊脂培養基及燕麥培養基。孢子發芽最適溫度 20-32℃。 

管理策略： 

1、注重園區衛生，隨時清除罹病組織，以減少園區感染源。 

2、合理化施肥促使植物生長正常，樹勢強健而增加植物抵抗力。 

3、鋸除罹病枝幹、剪除被害枝條，若主幹發生時則刮除罹病組織，傷口處並立

即塗抹樹脂加以保護，刮除之罹病組織則需加以清除。使用之刀具於接觸病

組織後，需經消毒後再修剪健康組織，避免藉刀具傳播。 

4、防除害蟲，避免病原菌由害蟲為害之傷口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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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紋羽病(White root rot) 

病徵及發生生態： 

本病主要為害根系，幼根首先受害而為白色菌絲纏繞，菌絲並向上蔓延，嚴

重時侵害至主根。如接觸空氣，白色菌絲轉為褐色至黑色。當病原菌到達根冠時，

白色菌絲塊露出土面而在根之下表皮呈扇狀生長。菌絲自表皮侵入皮層，致根部

死亡，木質部露出，被害根上長出黑色菌核。罹病植株葉片黃化，繼之落葉，最

後整株乾枯而死。本病病原菌亦可藉菌絲經由根部而傳播至其他根系或其他植株

之根部，故罹病組織為主要之傳播源。 

病原菌： 

本病病原菌為褐座堅殼菌，學名為 Rosellinia necatrix Prill，無性世代之菌絲

細而無色，寬度為 5-8μm，在罹病組織上生長而形成白色菌絲層，後期細胞壁加

厚，菌絲變為褐色至深褐色，部份菌絲在隔膜處膨大成洋梨形。厚膜孢子圓形，

菌核黑色，大小為 1mm，較大者可至 5mm。罹病植株之根部於黑暗潮濕情況下，

經三週可產生大量之孢子束；孢子束黑色，叢生，有分枝，狀似樹枝，頂端著生

分生孢子。分生孢子無色單胞，卵圓形或橢圓形，大小為 3.8-5.6×2.8-3.8μm，易

脫落。 

管理策略： 

1、徹底清除罹病植株，尤其是根部需完全清除，並加以燒毀。 

2、加強肥培管理，補植前施用適量有機肥，發病初期植株及其附近健康株加強

肥培管理，增強植株生長勢，以提高抗病力。 

3、開溝阻隔：以病株為中心，與鄰近健株間挖溝，溝寬約 30 公分，溝深約 1

公尺，切斷根部之接觸。挖溝後可配合施用有機肥、藥劑及隔絕物質舖設而

增加其阻隔作用。然需徹底清除病株殘根，方可發揮隔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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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根病(Brown root rot) 

病徵及發生生態： 

初期病徵為全株黃化萎凋，最後枯死。大面積發生時，通常自一病株向四週

蔓延，鮮少有跳躍式為害，發生時間愈久則罹病圈愈大，。由黃化至枯死約需

1-3個月，屬於快速萎凋病，乃因病原菌直接為害樹皮的輸導組織，造成樹皮環

狀壞死，導致水份及養份之輸送遭受阻礙而死亡。罹病株接近地際部份之主莖及

根部可見黃色至深褐菌絲包圍於其表面，但根部的菌絲則與泥沙結合而不明顯。

本病原菌除為害根部及地際部樹皮外，亦可為害木質部而造成木材白色腐朽。菌

絲面鮮少生長於離地 1公尺以上的組織。受感染之樹皮內面及木材組織呈不規則

黃褐色網紋，極易診斷。。本病原菌為害植物初期地上部沒有任何病徵，一旦地

上部出現黃化萎凋時，根部已有 80%以上受害，故不易早期發現、防治。 

本病害主要分佈在低海拔地區，多發生於土壤排水良好及沙質土壤的環境，

寄主範圍極為廣泛，包括龍眼、枇杷、荔枝、梅、楊桃及蓮霧及許多森林樹木均

為本菌之寄主。病原菌在春夏潮濕季節偶而形成子實體，並產生擔孢子，隨風傳

播，為本病菌長距離傳播之初次感染源。因病原菌鮮少形成子實體，以擔孢子擔

任初次感染源的機會不大。罹病根部殘存於土壤中，藉由與健康根部接觸傳染，

為重要之感染源，。 

病原菌： 

本病病原菌為層孔菌，學名為 Phellinus noxus，屬於擔子菌，在自然界鮮少

成子實體。在木屑培養基可形成完整子實體。其子實體黃褐色，平伏，厚

0.4-2.5cm，菌絲二次元，不具扣子體，具菌肉，其黑色剛毛菌絲長達 45μm，寬

達 13μm，擔子孢子次卵形、無色，3-4×4-5μm。本病病原菌極易培養，菌落初期

為白色至草黃色，培養後期變成琥珀褐色至黑褐色。形節生孢子(arthroconidia)

和毛狀菌絲(trichocysts) 。 

管理策略： 

本病因不易早期發現，故其防治以預防為主。 

1、掘溝阻斷法：在健康與病樹間掘溝深約 1 公尺，並以強塑膠布阻隔後回填土

壤，以阻止病根與健康根的接觸傳染。 

2、將受害植株的主要根掘起並燒燬，無法完全掘出之受害細根，可施用尿素後

覆蓋塑膠布 2星期以上，尿素的用量約每公頃 700-1000公斤。此方法可以殺

死土壤中細根的病原菌，尤其在鹼性土壤中更為有效。 

3、發病地區如無法將主根掘起，且該地區具有灌溉系統，可進行 1個月的浸水，

以殺死存活於殘根的病原菌。 

4、發病初期建議藥劑表土 5公分剷除，或經處理後再覆土。每公頃可施用尿素

700-1000公斤，酸性土壤另添加石灰粉 100-200公斤/公頃，每年施用 1-3次，

可達預防與治療效果，但需同時處理周圍之植株，以達全面防治效果。 

5、發病地區需以燻蒸劑處理病土後，再行補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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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朽病(Armillaria root rot) 

病徵及發生生態： 

本病病原菌存活於土壤中，細根遇到本病菌即被侵入，使根部死亡，病原菌

再向上移行感染危害粗根。根之表皮下有羽狀菌絲，使樹勢衰弱，地上部葉片變

黃，進而萎凋，當病菌進展至地際部樹幹時，分泌酵素使樹皮鬆軟腐敗，最後整

株果樹死亡，根朽可見有黑色鞋帶狀之菌索纏繞樹根，罹病末期或植株死後，於

秋季降雨時，地基部有時生出蕈茸之菌傘，初白色，後轉為淡褐色，此為根朽病

菌之病兆。新近砍伐之林木地，若種植核果類最易發病，尤其是排水良好的砂質

地，留存於罹病根部病原之菌索及菌絲束，可在土壤中存活許多年，並成為感染

新果樹之感染源。菌索亦可經由樹根與樹根之接觸而具傳播之功能，當接觸到新

寄主植物之根時，可藉由機械壓力和分泌酵素而侵入。秋季時，在罹病死亡株之

基部長出成群之蕈茸。病原菌危害溫度 10～31℃，依樹木之生長溫度而異，例

如桃樹根朽病之發病最適溫為 15～35℃。 

病原菌： 

本病原菌為 Armillaria mellea (Vahl.) P. Kumm (有性世代) Rhizomorpha 

subcorticalis Pers. (無性世代)，病原之菌傘常於秋季降雨之時，自地基不出生，

呈叢狀，傘炳約 7-12公分，傘菌凹形，擔孢子成熟後，飄落至地面或被風攜帶。

菌索為侵入寄主之器官，由菌絲交織而成，菌索尖端為白色，露出地面轉為黑色。 

管理策略： 

1、新墾果園地，所有樹木殘根，需徹底清理後再行栽種果樹。 

2、果園內罹病株應掘起並移除，所有病根亦應從土壤中撿出。 

3、補植前以燻蒸劑進行土壤灌注滅菌：於根圈周圍每隔 45公分打一孔穴，孔深

20-30公分，每穴注入燻蒸劑，然後以土覆蓋，待全部處理後，再以塑膠布蓋

之，待藥氣消除後，施用有機肥再種植。 

4、曝根法：將初期罹病樹基部之土壤取出，使其粗根曝露，經陽光照射，病原

即不能向上蔓延，可增加植株之存活率。 

5、核果類最易受根朽病原感染，依次為蘋果及梨，所以因根朽病而廢耕之桃園，

儘量不要種植蘋果或梨。 

6、合理化施肥、加強有機質施用，增加植株抗性，同時培育土壤中之拮抗菌，

延緩病勢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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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藥病(Brown lepra) 

病徵及發生生態： 

病原菌絲常在枝幹表面形成圓或橢圓形菌絲膜包被樹皮，狀似膏藥。膏藥病

病斑顏色不同可分為兩種：(1)灰色膏藥病，菌膜多在較粗枝幹背陽面發生，較

平滑，中央帶灰褐色，周圍灰色，老膜表面有龜裂現象，整個菌膜具有輪紋。(2)

褐色膏藥病，多寄生於枝幹上，其病徵呈褐色至黑褐色，邊緣一圈細灰白緣，菌

膜表面呈絨狀，較厚，老化時不易產生龜裂。病原菌以菌絲膜在枝幹上越冬，到

雨季時再產生擔孢子，附著在介殼蟲等煤介昆蟲傳播為害，被害植株因生理受阻

導致營養不良，肥料不足、低溫多濕以及排水、光照和通風不良時較易發生。 

病原菌： 

灰色膏藥病 Septobasidium bogoriense Pat.，褐色膏藥病病原為 Septobasidium 

tanakae (Miyabe) Boed．et Steinm. 均屬擔子菌亞門真菌。 S.bogoriense擔子果平

伏，棕灰至淺灰色，邊緣初近白色，海綿狀，其上具直立的菌絲柱，柱粗 50-110um，

原擔子球形至近球形或卵形，直徑 8.4-10um，其上生長而扭曲的擔子，具 3 個

隔膜，大小 25-35×5.3-6um。擔孢子臘腸形，無色，光滑，大小 14-18×3-4um。 

S.tanakae子實體褐色，組成菌絲的壁較厚，褐色，直徑 3.5um。下擔子單胞無色，

上擔子紡錘形，具 2-4個隔膜，大小 49-65×8-9um，擔孢子鐮刀形，略彎曲，單

胞，平滑，大小 27-40×4-6um。 

管理策略： 

1、低窪園區雨後及時排水，改善植株通風透光條件，增強抗病力。 

2、合理化施肥促使植物正常生長，強化樹勢而增加植株抵抗力。 

3、徹底防除桑介殼蟲，以隔絕媒介昆蟲的擴大傳染。 

4、發生部位鋸除或用刀片刮除菌絲。 

 

 

 



桃-21 

 

介殼蟲(Scale insects) 

桑擬輪盾介殼蟲(White peach scale, Mulberry scale) 

害蟲：Pseudaulacaspis pentagona (Targioni-Tozzetti) 

為害特徵及發生生態： 

為害野百合屬、十大功勞、桑樹、玉山假沙梨、台灣泡桐、山櫻花、梨樹、

桃、破布子、山香圓、梅等。常群集於寄主植株枝條上為害，介殼互相重疊成一

片白色，使植株發育停止或衰弱而枯死。年發生 5-6世代，寄主植物多，為雜食

性害蟲。若蟲及雌成蟲固著於寄主植物的枝條、葉柄、葉背或果實，以刺吸式口

器吸食為害。初齡若蟲體呈黃白色，若蟲蛻皮殼位於前方，蛻皮三次後變成蟲，

體呈灰白至橙褐色。常群集於寄主植物枝條上危害，介殼互相重疊成一片白色，

使植株發育停止或衰弱而枯死。 

管理策略： 

1、受害部位徹底清除，以防蔓延。 

2、適度噴水，增加空氣濕度，延緩族群蔓延。 

3、藥劑防治：以下列藥劑加以防除： 

藥劑名稱 稀釋

倍數 

安全採收

期(天) 

作用機制 藥劑類別 藥劑代號 毒性 

礦物油 95%乳劑 20 - 物理窒息 油類 FRAC NC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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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蚜(Green peach aphid) 

為害特徵及發生生態： 

被害新芽、嫩葉皺縮而無法伸展，被害嚴重者嫩葉變黃而脫落。成蟲、若蟲

聚集幼葉、嫩芽吸食汁液。春季新梢伸長時，該蟲大量發生，以3至4月為發生高

峰期，5月以後有翅型蚜蟲數量增加，隨風飛翔他處，各世代間有重疊現象。族

群密度常因降雨而下降。被害新芽、嫩葉皺縮而無法伸展，被害嚴重者嫩葉變黃

而脫落。 

害蟲：Myzus persicae (Sulzer) 

管理策略： 

1、天敵防治：捕食性天敵有瓢蟲類、食蚜虻類和草蛉類。寄生蜂主要有蚜繭蜂

科、擬跳小峰科。一般在五至十一月間出現最多，期間又以八至十月密度最

高，故秋季之蚜蟲應無需施藥，可藉由天敵與以有效抑制。 

2、發生時任選下列任一藥劑加以防除： 

藥劑名稱 稀釋

倍數 

安全採收

期(天) 

作用機制 藥劑類別 藥劑代號 毒性 

畢芬寧 2.5%水

懸劑 

1400 10 胃毒及接

觸毒 

合成除蟲

菊類 

IRAC 3A 輕毒 

畢芬寧 2.8%乳

劑 

1400 10 胃毒及接

觸毒 

合成除蟲

菊類 

IRAC 3A 中等毒 



桃-24 

 

折心蟲（Oriental fruit moth） 

為害特徵及發生生態： 

桃折心蟲俗稱東方果蛾，亦稱梨小食心蟲，屬鱗翅目捲葉蛾科。幼蟲蛀食果

實及新梢。果實被蛀食後，果肉組織腐爛，嚴重影響品質。雌蛾於新梢尖端的葉

片或葉腋處產卵，幼蟲孵化後由心梢下方葉柄或葉腋處蛀入，被害處常流出膠

質，不久後萎凋枯死。5月下旬密度逐漸提高，8月中旬與 9月中旬為發生盛期。 

害蟲：Grapholitha molesta (Busck) 

管理策略： 

1、發生部位徹底清除，以防蔓延。 

2、懸掛性費洛蒙誘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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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蟬(Peach leafhopper) 

為害特徵及發生生態： 

若蟲、成蟲吸食葉片致葉片產生白斑，影響光合作用和提早落葉。中部地區

發生盛期六月至十一月，成蟲和若蟲棲於葉背取食，產卵於葉脈。一般而言在平

地比山區發生密度高，喜食多種桃子如泰國桃、甜蜜桃、鶯歌桃、白鳳桃和水蜜

桃。 

害蟲：Singapora shinshana （Matsumura） 

管理策略： 

1、應於冬季剪枝及除草時去除不必要的枝條及雜草，所剪除的枝條及雜草應迅

速清離園區，不可堆放於園內。 

2、生物防治：利用基徵草蛉、捕植蟎、瓢蟲可以有效的控制葉蟎之數量。 

3、輪用藥劑，以避免抗藥性的發生。 

4、發生時任選下列任一藥劑加以防除： 

藥劑名稱 稀釋

倍數 

安全採收

期(天) 

作用機制 藥劑類別 藥劑代號 毒性 

賽洛寧 2.46%

膠囊懸著液 

1000 6 接觸性神經

毒及胃毒 

合成除蟲

菊類 

IRAC 3 中等毒 

賽洛寧 2.5%微

乳劑 

1000 6 接觸性神經

毒及胃毒 

合成除蟲

菊類 

IRAC 3 中等毒 

賽洛寧 2.8%乳

劑 

1000 6 接觸性神經

毒及胃毒 

合成除蟲

菊類 

IRAC 3 中等毒 

亞滅寧 3%水基

乳劑 

1000 6 非系統

性，具接

觸及胃毒 

合成除蟲

菊類 

IRAC 3 中等毒 

亞滅寧 3%乳劑 1000 6 非系統

性，具接

觸及胃毒 

合成除蟲

菊類 

IRAC 3 中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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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龜(Chafer) 

為害特徵及發生生態： 

   成蟲白天潛伏在植株附近鬆軟土層中或草叢內，夜間爬上或飛至植株，嚙

食幼嫩的葉片及幼果，被害葉片產生孔洞，果實產生壞疽凹斑。 

管理策略： 

1、注意田間衛生，剪枝及除草時去除不必要的枝條及雜草。  

2、白天捕殺成蟲，夜間以燈光誘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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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蛾(Gracillariidae) 

為害特徵及發生生態： 

危害葉片，發生生態未明。 

害蟲：細蛾科Gracillariidae   

管理策略： 

1、應於冬季剪枝及除草時去除不必要的枝條及雜草，所剪除的枝條及雜草應迅

速清離園區，不可堆放於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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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頭蟲(Click beetle) 

為害特徵及發生生態： 

成蟲趨光性甚強，黃昏後至晚間 10時左右活動最為頻繁，幼蟲可嚙食莖部。 

害蟲：鞘翅目叩頭蟲科（Elateridae ） 

管理策略： 

1、應於冬季剪枝及除草時去除不必要的枝條及雜草，所剪除的枝條及雜草應迅

速清離園區，不可堆放於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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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果實蠅(Oriental fruit fly) 

為害特徵及發生生態： 

年約發生 8-9世代，周年可見，以 7-9月發生密度較高，11月至翌年 3月較

少。臺灣南部冬季氣候溫暖，果實蠅無越冬現象。成蟲於天亮時飛行至果園中覓

食產卵，午後棲息於樹葉間陰涼處，至下午 2、3點時再度飛出活動，夜晚則棲

息於樹葉或植物叢中。雌蟲交尾後 7-12 日，會進入果園內選擇黃熟果實，再將

產卵管插入果皮內產卵，卵經 1-2日孵化為幼蟲，幼蟲於果肉內蛀食，致使果實

腐爛及落果現象，果實之品質及產量因而降低。3齡老熟幼蟲具跳躍的能力，會

跳離果實(約 6-8日)，鑽入土壤內化蛹，7-10日後羽化為成蟲，再開始另一世代

的為害。雌蟲羽化後 10天即可產卵，卵期約一個月，一生可產卵 400-1,500粒。 

蟲害： 

東方果實蠅(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屬雙翅目，果實蠅科，寡毛果實蠅

亞科，因具雜食特性，為害寄主植物種類甚多，且皆以成熟果實為主要對象。為

害寄主植物多達40科150種，在臺灣也有32科89種，成蟲體長7-8厘米，頭部黃褐

色，雌性腹部末端具外露之產卵管。卵呈紡錘形，一端鈍圓，另一端稍尖，中間

略彎，初產時為白色，後變為黃白色，約1厘米長。幼蟲細長之圓錐形，頭端尖

小，漸向尾部膨大，尾端圓鈍，初孵化呈乳白色，後呈淡黃色，半透明，老熟幼

蟲具有跳躍的能力，體長8-10厘米。蛹為圍蛹，蛹殼為橢圓形，呈光澤之淡褐色。 

管理策略： 

1、注重園區衛生，撿拾落果放置於密閉容器內妥善處理，以減少田間蟲源的孳

生，或添加可協助發酵的資材加以堆肥化處理，藉發酵過程中產生的高溫殺

滅蟲體，不失為降低果實蠅田間族群密度的方法之一。 

2、以套袋或阻隔網阻隔果實蠅對果實之直接為害 

3、滅雄處理：室內大量繁殖果實蠅老熟蛹，以鈷 60放射線處理成不孕性，羽化

後釋放於果園，以降低田間果實蠅族群密度。 

4、誘殺：、懸掛沾有「含毒甲基丁香油」誘殺器，誘殺雄及監測性果實蠅密度，

如蟲數激增時，則需配合化學防除方法。 

5、化學防治方法： 田間果實蠅族群密度昇高時，於下列藥劑噴佈於植株下

半部之葉片，每株 4點。 

藥劑名稱 稀釋

倍數 

安全採收

期(天) 

作用機制 藥劑類別 藥劑代號 毒性 

0.2%賜諾殺濃

餌劑 

8 3 誘殺、接觸

毒 

農用抗生素 IRAC 5 輕毒 

95%含毒甲基

丁香油混合溶

液 

  誘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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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紋毒蛾(Small tussock moth) 

為害特徵及發生生態： 

為害枇杷、葡萄、柑桔、梨、檬果、茶、棉、蘿蔔、絲瓜及玉米等 70 多種

作物。初孵化幼蟲群集於葉背，剝食葉肉，2 至 3 齡後逐漸分散至葉緣取食，

將葉吃成缺刻或不規則之孔洞，嚴重時只剩葉柄，而後逐漸分散，老熟後在

葉背或樹幹枝條上結繭化蛹。  

害蟲：Orgyia postica (Walker) 

屬鱗翅目毒蛾科。幼蟲頭部紅褐色，體部淡赤黃色，全身多數長毛塊，體

長 22-30公厘。每年發生 8-9世代，於 4-5月發生密度較高。雌成蟲羽化後，因

不善於飛行，交尾後卵即產於繭上，乳白色有毒毛 

管理策略： 

1、每年 4、5月間為害較嚴重，徹底摘除卵塊，可有效降低族群密度。 

2、可釋放寄生於幼蟲之天敵包含寄生蠅科 (Tachinidae) Tachina larvarum 

Linnaeus、姬蜂科的廣黑點瘤姬蜂(Xanthopimpla punctata Fabricus)、小繭蜂

科的 Apanteles posticae Sonan與毒蛾絨繭蜂(Apanteles liparidis Bouche)兩種

及線蟲(Nematoda)DD-136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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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毒蛾(Tussock moth) 

為害特徵及發生生態： 

剝食葉肉造成不規則洞孔或缺刻，亦啃食果實或花朵。寄主甚廣，可在多種

果樹、蔬菜及雜糧作物為害。年發生八至九世代，周年可見。成蟲晝伏夜出，卵

產於葉背，卵塊成帶狀，20-80粒一塊，分為二排，上蔽黃尾毛。幼蟲初齡棲葉

背，剝食葉肉，僅留表皮，二至三齡各自分散自葉緣為害。6～7 月發生密度較

高。幼蟲之毛有劇毒，觸之皮膚發生紅腫癢痛。 

害蟲：Euproctis taiwana (Shiraki) 

管理策略： 

1、注意田間衛生，剪枝及除草時去除不必要的枝條及雜草。 

2、寄生於幼蟲天敵有黃頭細顎益蜂(Enicospilus flavocephalus Kirby)、毒蛾絨繭

蜂(Apanteles liparidis Bouche)、台灣絨繭蜂(A. tauwanenisis Sonan)、長距釉少

峰(Euplectrus taiwanus So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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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木蠹蛾(Red coffee borer) 

為害特徵及發生生態： 

一年發生兩代，成蟲於 4-6月及 8-10月羽化，幼蟲族群高峰發生於 6-7月。

成蟲晝間棲息於枝葉或雜草等之陰蔽處，夜間才開始行動。交尾在黑暗中進行，

交尾時，雌雄性腹部末端相連接，頭部方向相反，一生交尾一次。成蟲具正趨光

性。成蟲之發生期為 4-6月及 8-10月，幼蟲為 5-8月及至翌年 3月，蛹為 3-5月

及 8-9月，卵則於成蟲羽化後至一個月之內。卵期 9-30天，幼蟲期 73-205 天，

蛹期 19-36天，成蟲壽命 2-6天，每雌產卵 190-1134粒。 

各齡期之幼蟲終年可見，孵化之幼蟲由幼嫩枝條及腋芽間鑽入，沿木質部

周圍蛀食，食痕成一隧道，並向外方穿一圓形大孔，由此排出圓筒形之蟲糞，幼

蟲有遷移習性，會自進入孔爬出，遷移至較大枝條，幼蟲成熟後，於食孔中化蛹。

被害部位以上之枝條枯萎，齡期增大時移至較粗枝條，四齡後在大枝幹內部為

害，導致全株枯死，在蛀口處有糞便或流膠現象。 

害蟲： 

咖啡木蠹蛾(Zeuzera coffeae Niether)鱗翅目，木蠹蛾科，卵黃色，幼蟲體赤

色，頭部淡赤黃色，尾端柔軟，具白色剛毛，下側有尾刺，大鄂及單眼黑色，前

胸及尾端之硬皮板亦黑色，前胸硬皮板之後緣呈鋸齒狀，各環節上有顆粒狀之小

隆起 10個左右，其上各生白毛 1根；體長約 30公厘。蛹赤褐色，背面第 2-7腹

節有線狀之橫隆起帶 2條，第 8節亦有 1條，其上方呈鋸齒狀。尾刺生於尾端之

下側，由 10個短刺狀之突起構成；體長約 27公厘。成蟲體、翅皆白色，雌蟲前

翅上有青藍色之點紋散佈，前緣室之點紋約 10個左右，排成一列，中室之點紋

約 9個。後翅 1b室之尖端亦有青藍色紋，胸部背面有青藍色點紋 3對，雄蟲之

點紋為黑色。體長約 22公厘，翅展 46公厘內外。 

管理策略： 

1、冬季修剪時，逐枝檢視，發現受害枝條或植株時，即予剪除燒毀。 

2、以鐵絲插入孔內刺死幼蟲，亦可收效。 

3、每年 4~6月及 8~10月為本蟲羽化期，可於田間釋放天敵，包括病毒、串珠鐮

刀菌、紅胸益腿黃蜂(Pristomerus erythrothracis Uchida)(幼蟲)、繭蜂(Bracon 

sp.)(幼蟲 )、蟻 (捕食幼蟲 ) 與寄生於幼蟲之白疆菌（Botrytis basiana 

Balis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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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點葉蟎(Two-spotted spider mite) 

為害特徵及發生生態： 

各齡期個體均聚集於葉背吸食為害，造成葉片斑白、黃化，嚴重時葉片扭曲

變形，甚至脫落，影響果實品質與產量甚鉅。二點葉蟎為世界性分布之經濟害蟎，

其對溫度適應範圍廣，而寄主植物種類繁多，包括蔬菜類、果樹、觀賞植物、糧

食作物、雜糧作物、特用作物，花卉及雜草等。成蟎個體呈黃綠色，體側各具一

大型墨綠色斑點，一般群棲植物葉片背面，吸食汁液，造成黃白色斑點，嚴重時

葉片黃化脫落。冬季成蟎常群集於樹幹基部之樹皮縫隙間或果蒂內越冬，越冬成

蟎呈桔紅色或磚紅色，偶有遷移至果園之雜草上，至隔年春季桃樹發芽後，再遷

移回桃樹上為害。雌成蟎每日平均產卵 8粒，一生約可產 100粒卵，因其生活史

短，繁殖力強，對化學藥劑易產生高抗性，防治不易，為溫帶果樹之重要害蟎。 

害蟲：Tetranychus urticae Koch 

管理策略： 

1、應於冬季剪枝及除草時去除不必要的枝條及雜草，所剪除的枝條及雜草應迅

速清離園區，不可堆放於園內。 

2、生物防治：利用基徵草蛉、捕植蟎、瓢蟲可以有效的控制葉蟎之數量。 

3、發生時以藥劑加以防除，但需輪流使用藥劑，避免抗藥性的發生。 

藥劑名稱 稀釋

倍數 

安全採收

期(天) 

作用機制 藥劑類別 藥劑代號 毒性 

密滅汀 1%乳劑 1000 15 接觸毒、

胃毒、神

經毒 

農用抗生

素類 

IRAC 6 中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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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桃防治藥劑之防治對象與藥劑作用機制 

藥劑種類 

 

有效成

分(%) 

劑型 防治對象 稀釋倍數 安全採

收期(天) 

作用機制 藥劑分類 藥劑代號 

含毒甲基丁香油 95 混合溶液 東方果實蠅     
 

礦物油(Petroleum oils) 95 乳劑 桑擬輪盾介殼蟲 20  

 

礦物油 FARC NC 

亞滅寧

(Alphacypermethrin) 

3 乳劑 葉蟬 1000 6 接觸毒、胃毒、神

經毒 

合成除蟲菊類 IRAC 3 

亞滅寧

(Alphacypermethrin) 

3 水基乳劑 葉蟬 1000 6 接觸毒、胃毒、神

經毒 

合成除蟲菊類 IRAC 3 

畢芬寧(Bifenthrin) 2.8 乳劑 蚜蟲 1400 10 接觸毒、胃毒、神

經毒 

合成除蟲菊類 IRAC 3 

畢芬寧(Bifenthrin) 2.5 水懸劑 蚜蟲 1400 10 接觸毒、胃毒、神

經毒 

合成除蟲菊類 IRAC 3 

賽洛寧

(lambda-Cyhalothrin) 

2.46 膠囊懸著劑 葉蟬 1000 6 接觸毒、胃毒、神

經毒 

合成除蟲菊類 IRAC 3 

賽洛寧

(lambda-Cyhalothrin) 

2.5 微乳劑 葉蟬 1000 6 接觸毒、胃毒、神

經毒 

合成除蟲菊類 IRAC 3 

賽洛寧

(lambda-Cyhalothrin) 

2.8 乳劑 葉蟬 1000 6 接觸毒、胃毒、神

經毒 

合成除蟲菊類 IRAC 3 

賜諾殺(Spinosad) 0.02 濃餌劑 東方果實蠅 8 3 接觸毒、胃毒、神

經毒 

農用抗生素 IRAC 5 

密滅汀(Milbemectin) 1 乳劑 二點葉蟎 1000 15 接觸毒、胃毒、神

經毒 

農用抗生素類 IRA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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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種類 

 

有效成

分(%) 

劑型 防治對象 稀釋倍數 安全採

收期(天) 

作用機制 藥劑分類 藥劑代號 

多保鏈黴素

(Thiophenatemethyl+ 

Streptomycin) 

68.8 可濕性粉劑 穿孔病 1000 24 系統性 苯並咪唑類與抗生

素混合劑 

FRAC 1,B1 

+FRAC 25,D4 

鏈土黴素(Streptomycin + 

Oxytetracycline) 

16.5 可濕性粉劑 穿孔病 1500  接觸性 抗生素 FRAC 25,D4 

+FRAC 41,D5 

三泰隆(Triadimenol) 23 水分散性乳劑 銹病 2000 12 系統性 三唑類 FRAC 3,G1 

待克利(Difenocozole) 24.9 乳劑 菌核病(褐腐病) 2000 9 系統性 三唑類 FRAC 3,G1 

待克利(Difenocozole) 24.9 水懸劑 菌核病(褐腐病) 2000 9 系統性 三唑類 FRAC 3,G1 

待克利(Difenocozole) 24.9 溶液 菌核病(褐腐病) 2000 9 系統性 三唑類 FRAC 3,G1 

菲克利(Hexaconazole) 5 水懸劑 銹病 1500 6 系統性 三唑類 FRAC 3,G1 

菲克利(Hexaconazole) 5 水懸劑 縮葉病 2000 18 糸統性 三唑類 FRAC 3,G1 

撲克拉(Prochloraz) 25 乳劑 縮葉病 3000 6 系統性 乙唑類 FRAC 3,G1 

撲克拉(Prochloraz) 25 水基乳劑 縮葉病 3000 6 系統性 乙唑類 FRAC 3,G1 

邁克尼(Myclobutanil) 40 可濕性粉劑 縮葉病 3000 18 系統性 三唑類 FRAC 3,G1 

護矽得(Flusilazol) 37 乳劑 菌核病(褐腐病) 10000 9 系統性 三唑類 FRAC 3,G1 

菲克利腐絕(Hexaconazole 

+Thiabendazole) 

22.8 水懸劑 菌核病(褐腐病） 1000 9 系統性 三唑類與苯並咪唑

類混合劑 

FRAC 3,G1 

+FRAC 1,B1 

賽普洛(Cyprodinil) 50 水分散性粒劑 菌核病(褐腐病) 1000 6 系統性 苯胺嘧啶類 FRAC 9,D1 

得恩地(Thiram) 65 可濕性粉劑 縮葉病 160  接觸性 有機硫磺劑 FRAC M3 

得恩地(Thiram) 80 可濕性粉劑 縮葉病 200  接觸性 有機硫磺劑 FRAC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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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種類 

 

有效成

分(%) 

劑型 防治對象 稀釋倍數 安全採

收期(天) 

作用機制 藥劑分類 藥劑代號 

四氯異苯腈(Chlorothalonil) 40 水懸劑 縮葉病 700 21 接觸性 有機氯劑 FRAC M5 

腈硫醌(Dithianon) 42.2 水懸劑 菌核病(褐腐病) 1000 30% 接觸性 醌類 FRAC M9 

腈硫醌(Dithianon) 42.2 水懸劑 縮葉病 1000 30 接觸性 醯亞胺及醌類 FRAC M9 

嘉磷塞(異丙胺鹽) 

Glyphosate isopropyl 

ammonium 

15.1 溶液 牛筋草、馬唐

草、毛穎雀稗、

加拿大蓬、霍香

薊、咸豐草。 

600  系統性、非選擇性 氨基酸系 HRAC G 

艾維激素

(Aminoethoxyvinylglycine) 

15 水溶性粉劑 調節桃採收期及

預防採收前落果 

1000   植物生長調節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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