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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計畫前往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及附設研究中心進行參訪與研習技術，期間參

訪農業與生命學院植物病理系及佛羅里達植物病害診斷中心、柑橘研究暨教育中

心和西南區研究暨教育中心等研究單位，並與多位研究人員進行交流。主要研習

重點包括：作物有機栽培病害防治相關技術（如疫病、番茄細菌性斑點病、番茄

貯藏性病害、柑橘褐斑病防治技術等）、瞭解美國病蟲害診斷技術及流程、參考

國家植物診斷聯絡網（NPDN）之預警制度、學習作物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技術（如

花生病害整合性管理技術）、農業氣象網路（AgroClimate）之應用及有害生物整

合性管理系統（IPM pipe）等。藉由本次學術研習，期能整合臺灣地區作物病蟲

害管理技術，做為增加作物健康管理生產面積及擴大有機產業之參考，以達到有

效保護作物品質及產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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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目的 

 
    『健康、卓越、樂活』為當前農業施政三大主軸，其中「發展有機產業」及

「建構作物健康管理生產模式」為農委會目前推動二項政策。臺灣地處高溫多濕

環境，作物在栽培生產過程中易受病蟲害威脅，但因現行有機防治資材開發有

限，且效果不如預期，故病蟲害防治仍以化學藥劑為主。因此，有機栽培管理技

術門檻較高，降低農民參與之意願；而一般慣行農法亦會有農藥過量使用及違規

用藥情形。為做好病蟲害管理工作，病蟲害診斷及鑑定為防治工作之首要，亦為

植物保護工作者之職能，有效且正確地提供農民訊息，並藉由病蟲害整合性管理

技術，把握防治時機，對症下藥，達到控制疫情的目的。 

本計畫赴美國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參訪研習。佛羅里達州

地理位置與臺灣相近，高溫高濕，農業發達。該校之農業及生命科學學院（College 

of Agricultural and Life Sciences）及附設農業試驗研究中心對於作物栽培整合性

管理技術（Integrated Crop Management）、生物防治已有相當研究成果，校內並

設置負責美國國家疫病蟲害診斷網路架構之南部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網中心

（Southern Plant Diagnostic Network），藉由診斷諮詢服務，連結網路通報系統–

國家植物診斷網（The National Plant Diagnostic Network, NPDN），快速偵測有害

生物，研判病蟲害發展趨勢，提出因應對策，儘早防除以防止危害擴大。本次出

國參訪學習，藉由學術交流，瞭解美國植物病害診斷流程制度、作物病害整合性

管理及非農藥防治方法等研究現況，期能將相關技術與概念引入國內，做為未來

研究參考，並藉以輔導臺東地區有機產業及作物健康管理之發展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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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行程 
日期 城市 行程 

101/9/29 (六) 
第一天 

 

101/9/30 (日） 
第二天 

Taipei 
 

Gainesville 

去程。台北→蓋恩斯維爾。 
中華航空 CI8 班機，Taipei→Los Angeles。 
達美航空 DL1354 班機，Los Angeles→Atlanta。 
達美航空 DL5077 班機，Atlanta→Gainesville。 

 參觀佛羅里達大學校園。 
 參觀 Publix、Walmart 超市有機蔬果販售情形。 

101/10/1 (一) 

第三天 

Gainesville 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拜訪農學院植

物病理學系系主任 Rosemary Loria，及 Brantlee Spakes 
Richter、Jeffery Jones 等教授。 
植物病害診斷中心。拜訪實驗室負責人 Dr. Anne 
Vitoreli。 

101/10/2 (二) 

第四天 

Gainesville 
 

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拜訪植物病理

系 Nicholas S. Dufault、Jerry A. Bartz 等教授，及參觀實

驗農場。 

101/10/3 (三) 
第五天 

Lake 
Alfred 

 

柑橘研究暨教育中心（Citru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拜訪 James Graham、Megan Dewdney 等教授

及參觀試驗農場。 

101/10/4 (四) 

第六天 

Lake 
Alfred 

 

柑橘研究暨教育中心（Citru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拜訪 Svetlana Folimonova、Kuang-Ren Chung
等教授。 

101/10/5 (五） 
第七天 

Immokalee 
 

西南區研究暨教育中心（Southwest Florid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拜訪 Pamela D. Roberts 教授及

田間參觀番茄種植情形。 

101/10/6 (六) 

第八天 

Orlando 資料整理。 

101/10/7 (日) 

第九天 
 

101/10/8 (一) 

第十天 

Orlando 
 

Taipei 

回程。奧蘭多市→台北。 
美國航空 AA205 班機，Orlando→Los Angeles。 
中華航空ＣI5 班機，Los Angeles→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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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習內容 

 

一、研習地點簡介 

本次研習前往為美國佛羅里達州，參訪地點有佛羅里達大學植物病理系、植

物病害診斷中心、柑橘研究及教育中心及西南區研究及教育中心等。 

佛羅里達州（State of Florida）：位於美國東南部突出的半島上，東瀕大西

洋，西臨墨西哥灣，北與阿拉巴馬州和喬治亞州接壤。佛州大部分地區為沿岸平

原，平均海拔不到 35 公尺，最高點位在西北部，海拔僅 105 公尺。全州多湖（約

3 萬多個）及沼澤地。佛羅里達州北部屬亞熱帶氣候，南部屬熱帶氣候，北部年

平均氣溫爲 20℃，南部爲 25℃，平均年降雨量可達 1300 毫米，雨量集中在夏季，

氣候溫暖潮濕，與臺灣南部相似。佛州的二大產業是觀光和農業，在農業方面，

尤以柑橘產業最主要，產量佔全美 80％，其次為蔬菜，產量僅次於加州（全美

最大的農業州）。 

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植物病理系（Plant Pathology 

Department）：佛羅里達大學座落於佛州中北部阿拉楚阿縣（Alachua County, 

Florida）蓋恩斯維爾市（Gainesville），成立歷史可遠溯至 1853 年，前身即為佛

羅里達農業學院，為佛羅里達州最古老、最大和學術研究最具多樣化的綜合研究

型公立大學，學校包含 16 個學院和超過 150 個研究機構，以多元化的學術教育

聞名。農業學術研究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其研究成果及推廣教育為佛羅里達州的

農業發展助益良多。校內農業與生命科學院（College of Agricultural and Life 

Sciences）下有 13 個系，植物病理系（Plant Pathology Department）為其中之一。 

佛羅里達大學植物病害診斷中心（Florida Extension Plant Disease Clinic, 

FEPDC）：植物病害診斷中心（FEPDC）位於佛羅里達大學 Gainsville 校區內，

實驗室內設有完整設備與一間小型圖書室。服務對象為州內的農作物生產者、農

場、其他作物生產管理相關人員以及第一線疫情偵測人員提供病蟲害診斷服務與

整合性防治策略訊息。同時也是州內 4個植物診斷聯絡網 Florida Plant Diagnostic 

Network（FPDN）中心，及美國國家植物診斷網（The National Plant Diagnostic 

Network, NPDN）南部區域中心。 

柑橘研究暨教育中心（Citru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CREC）：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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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於 1917 年，地點設在佛州中部阿爾弗雷德湖（Lake Alfred）地區。當初由一

些柑橘種植業者籌資約 14,000 美元購買一些土地成立試驗站，如今發展為歷史

最悠久、規模最大的校外實驗站。本中心其研究只專注於柑橘產業，解決栽培技

術、病蟲害管理和採後加工技術等問題。在過去 90 年中，藉由研究、推廣和教

學計劃，對佛州柑橘產業助益不小。  

西南區研究暨教育中心（Southwest Florid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SWFREC）：成立於 1958 年，位在佛州中南部 Immokale 地區，主要研究有蔬

菜、番茄、柑橘等作物。主要服務範圍佛州南部 Collier、 Charlotte、Glades、

Hendry 及 Lee 等四個縣。 

 

二、研習內容 

    本次研習先拜會佛羅里達大學植物病理系系主任 Rosemary Loria，說明此行

來訪目的，瞭解系上制度及運作情形，並與系上及其他研究中心多位研究人員討

論交流。主要研習內容有有機作物病蟲害防治技術、植物病蟲害診斷流程、國家

植物診斷聯絡網之預警制度、作物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技術等。  

（一）作物有機栽培病害防治技術 

1. 疫病防治：植物病理系 Dr. Brantlee Spakes Richter 主要研究作物疫病之防

治。疫病常發生於土壤高濕的環境，而佛州氣候溫暖潮濕，庭園植株或樹木常有

疫病發生，藥劑使用上效果亦有限。研究結果顯示，利用木屑在種子或小苗於種

植後覆蓋土壤表層，當微生物於分解木屑過程中，會在植株周圍產生高濃度的纖

維素酶（cellulase）可以減少或抑制病害發生，其作用機制為疫病病原菌（如

Phytophthora spp.、Pythium spp.）的細胞壁主要構成成分為纖維素，藉由纖維素

酶分解，來降低土壤中病原菌密度，達到抑制病害發生的目的。在佛州常可見人

行道、公園等於植株地基部周圍鋪上木屑的用意即是如此，亦可同時抑制雜草的

生長（圖 1）。 

2. 番茄貯藏性病害之防治：植物病理系 Dr. Jerry A. Bartz 主要研究為蔬果採

收後貯藏性病害防治。番茄採收時如遇高溫潮濕、露水、雨水，果實表面病原菌

繁殖快速，另外在運輸過程中擠壓、擦傷等機械傷害，病原菌容易經由採收時及

運輸過程造成的傷口侵入。調查引起貯藏期間果實常發生的病原菌，主要有

Botrytis cineria（灰黴病）、Alternaria alternata（黑黴病）、Rhizopus stolonifer / Mu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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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黴病）、Pectobacterium carotovora（細菌性軟腐病）、Geotrichum candidum（酸

腐病）等五種。Bartz 指出，為預防貯藏後病害發生而降低品質問題，果實在採

收後會經由工廠清洗，可在水槽內添加次氯酸鈉或次氯酸鈣，濃度約

100-150ppm，調整至 pH7，利用次氯酸、次氯酸離子的殺菌作用，1 分鐘內即可

殺死大部分細菌，達到保護果實的效果。 

3. 番茄細菌性斑點病（Bacterial spot）之預防：植物病理系 Dr. Jeffrey Jones 

主要研究為植物病原細菌生態和寄主間交互作用。細菌侵入葉片主要藉由氣孔與

傷口二種途徑，而附著在葉表的水分能促進細菌的繁殖能力及存活時間，為預防

番茄細菌性斑點病（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vescatoria），可利用介面活性劑

噴灑於葉面上，降低表面張力，使水分不易附著葉表，以預防番茄細菌性班點病

的發生，目前美國已開發的非農藥資材有 Silwet L-77（organosilicone，有機矽烷）。 

4. 柑橘褐斑病（Alternaria brown spot，ABS）之防治：柑橘研究及教育中

心 Dr. Kuang-Ren Chung 主要研究為真菌之基因致病性和毒力的作用機制，利用

分子生物技術將基因突變後，觀察其基因對信號傳遞的改變，測試細胞對滲透壓

的抗性、殺菌劑的敏感性、孢子的形成能力等。Dr. Chung 利用分子生物技術對

柑橘褐斑病（Alternaria alternata）病原菌基因誘導突變後，觀察其生理及發育，

試驗發現 Ca2+、Fe3+濃度增高會導致病原菌產生畸形孢子，進而影響孢子正常發

芽及菌絲生長，而喪失侵入葉片的功能。 

 
圖 1. 利用木屑防治疫病及抑制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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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病害診斷中心之運作流程及植物醫生培育 

植物病害診斷中心（Florida Extension Plant Disease Clinic, FEPDC）位於佛

羅里達大學 Gainsville 校區內，本中心負責人目前為 Dr. Carrie Lapaire Harmon，

負責整個病害診斷中心的運作及訓練課程的安排，Dr. Anne Vitoreli 為實驗室管

理人，負責診斷工作，並為我們介紹實驗室運作流程，如下： 

病蟲害診斷流程：（1）接收案件：當接收案件後，先填寫診斷表（附錄一），

填寫項目包括送件者之資本資料、描述樣品表徵及田間發生情形，接著將樣品封

袋及編號，並收取費用，州內 40 美金、州外 45 美金、草皮診斷 75 美金、國外

120 美金，有些案件視試驗流程而訂定收費。（2）診斷：由實驗室管理人先進

行初診，藉由診斷經驗或參考圖鑑及資料初步判斷原因，疑似病蟲害部分再交由

實驗室負責病、蟲二位助理鏡檢鑑定。（3）病原菌分離、培養、鑑定：若疑似

細菌引起，則將病組織靜置無菌水中，檢查是否有菌流（streaming）產生，並分

離純化培養病原菌後，注射煙草或番茄植株測試過敏性反應。若疑似真菌引起，

則以組織分離至培養基上，待菌絲生長後純化及鑑定。而本中心所使用之培養皿

為 4 分區培養皿（圖 2），內可放置 4 種樣品，減少佔用實驗室空間，另外針對

不同之病原菌使用不同培養基，主要常用培養基共 20 種（細菌 6 種，真菌 14

種）。有些病原菌若需更詳細鑑定分類，則以酵素免疫分析法（ELISA）或聚合

酶連鎖反應（PCR）進行，並對送件者再酌收材料費用。（4）診斷結果及防治建

議：實驗室負責人最後將鑑定報告送至中心負責人，由中心負責人填寫病因及防

治建議，並以 E-mail 或電話告知，最後將診斷單寄給當事人。（5）建立資料及

上網填寫通報系統：將診斷案件建檔於資料庫中，供研究人員查詢及往後診斷經

驗之參考，並通報疫情中心。（6）樣品不易診斷處理：樣品診斷過程若病因不

易鑑定，診斷中心內設有小型圖書館可翻閱文獻，或參考期刊“Journal of Plos 

One”，另外，亦利用上網諮詢其他專家或民眾的意見，但僅供參考，常用的有

兩個網站：www.agdia.com（以美國國內為主）及 www.linkedin.com（以國際為

主）。 

另外，為培育植物醫生（Doctor Plant Medicine, DPM），校內開設植物醫

生博士學位，修習課程含括農學院各科系，如農藝學、園藝學、土壤肥料學、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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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病理學、昆蟲學、農藥學等 16 種課程，並由植物病害診斷中心負責臨床診斷

的訓練，於畢業前通過考試拿取證照，才可至民間機構執業。 

 
圖 2.以四分區培養皿分離培養病株樣品，並減少空間的佔用。 

 

（三）國家植物診斷聯絡網之預警制度 

成立緣由及建置架構：美國自 2001 年發生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為確保國

家安全，於 2002 年農業部建置全國性連結植物及動物疾病診斷設施之系統，名

為「動物及植物疫病蟲害監測與偵測網（The Animal & Plant Disease and Pest 

Survillance & Detection Network）」，其目的在保護美國農業及自然生態之生產

力與健康，免於生物的恐怖攻擊。其中「國家植物診斷網（The National Plant 

Diagnostic Network, NPDN）」之計畫專注於植物疫病蟲害方面，其監測點遍及

全國各州農業部及大學（Land Grant University），全國再分五大區域中心（圖 3）：

西區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California University, Davis）、大平原區堪薩斯州立

大學（Kansas State University）、北區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東北區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及南區佛羅里達大學等，

而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被指定為所有區域資訊及檔案資料貯藏中。 

預警制度：NPDN 成立目的藉由快速鑑定技術，偵測傳入之疫病蟲害，立即

通報，有效抑制剷除，來保護國家農業安全。各州監測點分別設有病蟲害診斷中

心，將監測病蟲害資訊即時上傳至各區域中心，各區域中心又與全國系統

（NPDN）相互聯繫，資訊共享。當發現有潛在性有害生物威脅時，由監測點聯

繫區域中心病蟲害專家至現場或透過網路遠距診斷鑑定，區域中心並將有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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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通報 NPDN 系統，NPDN 彙整判斷後向美國農業部動植物防檢疫局（APHIS）

報告病蟲害動態，並由農業部授權州農業部採取抑制剷除行動，以保護國內農業

安全，同時 NPDN 會將有害生物資訊及防治程序放置網路系統上，藉由教育和

宣傳，加強溝通各相關機構和有利益相關者負責並應對處理，以減輕新疫情的爆

發。另外，NPDN 亦提供投資各監測點之植物診斷實驗基礎設施及培訓，並針對

第一線病蟲害疫情監測人員設有訓練課程，以提升專業知識及技術，使 NPDN

系統運作順暢。 

 
圖 3.國家植物診斷網之全國五大區域中心由左至右：西區加州大學戴維斯分

校、大平原區堪薩斯州立大學、北區密西根州立大學、東北區康乃爾大學

及南區佛羅里達大學等。 

 

（四）作物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技術 

花生病害整合性管理試驗：植物病理系 Dr. Nicholas S. Dufault 主要研究為植

物流行病害學及作物病害整合性管理。Dr. Dufault 以目前進行的花生病害整合性

管理為例，並至試驗現場說明（圖 4），該試驗為藥劑委託試驗，試驗藥劑及經

費皆由農藥廠商提供，與 4 間大學共同合作進行，試驗期間為 4 年。田間試驗設

計分 4 大區（重複數），每一區有 5 種處理，各處理種植全美主要商業品種，並

針對不同藥劑、不同時期及施藥防治次數等作測試，最後試驗結果可顯示各花生

品種對不同病害之抗感病性、藥效結果、及防治時機等，整合 4 間大學試驗結果

並建立病害風險評估表（附錄二）及病害防治曆（附錄三）二種表單，供農民參

考使用。農民可依據病害風險評估表，瞭解種植品種配合田間栽培情形，評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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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風險程度（低、中、高），再參考病害管理時間表規劃個人防治模式，表中有

建議低、中、高三種風險防治時機、防治次數、藥劑種類及使用量。 

 

圖 4.花生病害整合性管理之田間試驗。 

 

農業氣象網站（AgroClimate）：由柑橘研究及教育中心 Dr. Megan M. 

Dewdney 介紹本系統之運作情形。Dr. Dewdney 表示 AgroClimate 網路系統

（www.agroclimate.org/tools）由 8 間大學合作開發，簡稱 SECC 東南區氣象聯盟。

利用監測氣溫、雨量，及未來天氣變化，預測未來病害發生嚴重程度，並將資訊

呈現於網頁上，同時發送給農民雨量紀錄器（Water gage）（圖 5）放置田間監測

雨量變化，以柑橘褐斑病（Alternaria alternata）為例，若是如每日平均溫度之間

的 20-28.3℃，降雨量大於 0.1 英寸，每日葉片濕潤持續時間超過 10 小時，即有

利於病害發展，農民可視雨量記錄器監測情形自行上網查詢目前病害發生風險程

度，網頁內容亦提供農民諮詢及防治建議、防治次數，幫助農民降低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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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柑橘研究及教育中心提供農民使用之雨量記錄器。 

 

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資訊平台（Intergrate Pest Management (IPM) Pest 

Information Plateform for Extension Education (pipe)）：由植物病理系 Dr. 

Brantlee Spakes Richter 作說明。IPM pipe 平台（www.ipmpipe.org）由美國農業部

成立，亦為國家植物診斷網（NPDN）之計畫合作對象之一，以農業部為總部，

每州由一間大學的農學院做為監測站（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 for the 

Regional IPM Centers），再分設田間監測點，由第一線監測人員回報資料，這些

資料整合後會上傳於網頁中，並以地圖顯示說明各地區目前發生情形、作物病蟲

害發生趨勢和防治建議。目前此系統建置美國主要六種大宗作物，包含大豆銹

病、豆科作物、瓜類露菌病、洋蔥、胡桃、玉米銹病等資料。以大豆銹病為例，

點選進入可見到目前全美的監測動態資訊，如地圖上顯示紅色區域代表持續發生

為高風險區，綠色區域代表未發現，紅色斜線區域代表已發生防治後目前未發

現，地圖下方提供各監測點之資料，農民可從網頁中瞭解目前病蟲害發生情形，

並自行決定防治時機，網頁中並提供病害發生生態及防治建議，內容豐富。 

 

 

 



 - 13 - 

陸、心得與建議 

 

一、研習心得 

（一）美國大學制度 

美國大學每位研究人員兼負授課、研究、推廣等三項任務，分配比例

不同，如系主任本人負責 70%的推廣業務，研究、授課只佔 30%，系上

教師每年績效考核也依任務比例計算。大學生以學院區分，不分系，可以

修學院下各系所的課程，畢業證書只註明哪一個學院畢業，碩士班研究生

時才選擇科系就讀，這與臺灣教育制度不同。 

（二）研究人員的精神與態度 

本次參訪研習中與美方多位研究人員討論交流並閱讀其發表的成果

報告，瞭解美國在科學發展上著重基礎研究，研究人員成果發表數量不

多，但量少質精，內容豐富深入，試驗規劃及論點富有邏輯及想法，而應

用研究上則著重長期試驗規劃，讓研究成果能實際應用於田間，並方便農

民使用。 

（三）著重團隊合作，重視協調溝通 

美國政府在推行計畫與研究人員試驗規劃著重團隊合作，如國家植物

診斷管理網（NPDP）、IPM pipe、藥劑委託試驗等，多由數個單位合力

完成。以國家植物診斷管理網（NPDP）為例，政府部門提出政策後，會

先諮詢參與人員各方面意見，包括各部門負責人員、第一線監測人員、農

民、民眾等，彙整後再詳細規劃，並依每個單位職責、研究人員專長，將

工作責任分配清楚，溝通協調運作模式，政策制訂也許耗費較久的時間，

但可以讓蒐集的資料能有效的整合運用，達成預期效益，是值得國內借鏡

之處。 

（四）對美國農業看法 

1. 美國農業生產面積大，平均每位農民耕種面積達百公頃以上，又因飲食

文化不同，大部分蔬果多做成果汁、果醬及沙拉，較不注重口感。因此，

管理技術及策略以提高產量為主，如栽培機械化，達到省時省工；病蟲害

管理則開發 IPM pipe、AgroClimate 等網路系統建立病蟲害監測及防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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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控制病蟲害發生情形等，相對於品質則重視農產品外觀以免降低商品

價值。 

2. 本次參訪地點佛羅里達州，州內土地全為砂質地，水分及肥料易於流失，

故作物栽培上皆設置水分及液肥之澆灌設施，如在柑橘果園每棵植株基部

裝置水分及液肥二種澆灌器、於番茄田則將澆灌設施埋設管路於畦內。 

（五）研習之技術與應用 

1. 與多位研究人員交流有關作物有機栽培病害防治多項技術，如利用木屑

產生高濃度纖維素酶防治作物疫病發生、在番茄採收利用次氯酸鈉防治後

貯藏性病害、利用分子生物研究以高濃度的 Ca2+、Fe3+阻止病原菌

Alternaria alternata 侵入葉片等。上述病害在轄區作物經常發生，這些研

究成果未來可應用轄區有機及慣行農業病害防治工作上，擴大有機栽培面

積及減少化學藥劑之使用。 

2. 參考農業氣象網路系統（AgroClimate）之設計及內容，本套系統適合用

於建立區域性的作物病蟲害防治時機工作，未來可應用在轄區作物健康管

理生產之病害管理工作上，並設計簡易的氣象蒐集工具，配合病害發病條

件，由農民與本場合作建立預警制度，提供農民防治時機。 

 

二、建議事項 

（一）作物病蟲害整合性管理資訊網（IPM pipe）：美國建置 IPM 管理資訊網

是屬於國家級之大型工作，國內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亦有設置相關網路系

統，每年皆有辦理作物病蟲害主動監測計畫及監測人員訓練。但網頁僅提

供各區農業改良場及監測點發布病蟲害發生及防治訊息，提醒農民注意。

若能強化監測技術（如病害罹病率），方便第一線監測人員執行，並將各

監測點每年提供之資料彙整後，經由學者專家統合分析資料，建立作物流

行性病蟲害發生分布地圖及資訊，提供學術界、研究單位及農民查詢病蟲

害發生及預測情形，可確實協助進行田間管理作業。 

（二）植物病蟲害診斷中心之設立及植物醫生的培育：美國植物病蟲害診斷工作

是由專門人員負責，且服務是必須收費的；相對地，臺灣則是由研究人員、

學者負責，屬服務性質，若案件多時在時間上常會力有未逮。另外，在經

驗傳承上，會因人員異動造成後續人員費時重新摸索。臺灣大學已參考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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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里達大學課程設立植物醫生學程，對培育國內植物保護專業人才及技能

是值得肯定的。建議未來可廣設具公信力植物病蟲害診斷中心，提供國內

農民在遇到病蟲害問題的諮詢服務，以減少農藥違規使用情形。 

（三）藥劑委託試驗制度：國內藥劑田間試驗係進行藥效試驗及藥劑殘留量試

驗，通過核准使用。但藥劑使用係一專門之學問，且種類多樣，農民普遍

缺乏正確用藥知識，故仍依賴農藥販賣業者推薦用藥。建議國內政府機關

可參考美國藥劑委託試驗規劃，如花生病害藥劑委託試驗，針對國內大宗

作物建立一套風險評估表及病害管理時間表，不僅可以實際幫助農民瞭解

自己田間病蟲害發生情形，並自行規劃防治時機及藥劑使用方式。 

（四）作物有機栽培技術：美國土地廣闊，地形較單一，在農業生產上大面積單

一種植，作物種類少，栽培環境生態相單純，而臺灣多為小農制度，生產

面積小，作物種類多樣化，地形上有高山平原，栽培環境相對複雜。因此

在有機防治技術上，美國著重病蟲害防治技術及非農藥資材開發，而臺灣

有豐富的生態相，在栽培上可利用建構環境來保護作物，並以豐富微生物

相及天敵防治作為病蟲害管理的一部份，這是國內未來發展有機栽培技術

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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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錄 

一、植物病蟲害診斷中心之診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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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生病害風險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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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花生病害防治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