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倒鉤國館自皂白羽昀滔
興太福 3扁軍

事書呆草草

全世界的農業專家長久以來為了提昇作

原的數量或降低其致病活力 4 」其所強調的

物品質及產量而努力不懈，然植物根系發展

致病活力（ disease-producing activity ）包括植物

不良所造成的誠產，始終是為達成增進作物

病原的生長、使染能力、病原性、病徽進展

生長鼓應（ incre 田e- grnwth response’ IG刮目標

及繁殖等 4 而非人類病原生物則泛指動、植

的最大障礙 4 根據一項由 75 個國家， 1330 位

物及微生物等生物防治資源 4 就植物病原綠

總蟲學者參與之調查統計顯赤，危害植物根

蟲之生物防治而言，舉凡可直接捕捉繞蟲，

群，嚴重影響養分吸性的植物寄生性線蟲，

或令其致病或死亡，達到降低燒蟲密度及其

每年可造成全球主要作物 12.3% 之損失，的

危害程度作用之生物，則統稱為拈抗生物（ an

值一千億美金。由於植物寄生性線蟲病害之

tagonistic organisms），其中包括病毒、細菌

發生是漸進式的，對多年生、單相栽培、專

、立克次體制 ckettsia）、渦蟲（rurbellarian ）、

業區及高頻率栽植之作物，益形容易演變為

錄蟲、原生動物（protozoa）、水熊（t訂digr吋e)

可使產量降低 30 至 100% 之連作陣害 4 西尾

、瞞（mite ）、跳矗（ collembola）、 enchy甘aid

...

氏有條理地分析日本 521 個作物忌地（soil sick-

其菌及昆蟲等 e Korry 氏統計 500 篇植物病

ness），發現其中由植物線蟲引起者佔 15.9% e

原總矗拈抗生物研究報告，其中 76%為其菌

目前對作物總蟲病害的防治多依賴殺線蟲劑

' ~.鼠食性線蟲 1Ji 啊，細菌 1Ji 叫，其餘生物

之施用，美國一年即頌花費一噫七仟二百萬

僅佔少數 4 諸如上述之線蟲拈抗生物，都具

美元 4 但是許多殺線蟲劑是致癌物質，可殘

有作為權物病原線蟲生物防治因子（biological

存於農產品中或汙染土壤及地下水。有鑒於

con甘ol agents ）之潛力。更廣義地說，若植物

此，美國環境保護署 (U.

S. Environmental Pro-

本體或其分泌物具有殺線蟲物質（nem aticidal

tect Agency ）已積極檢討並禁止或限制使用教

principles ），並足以影響線蟲的方向性（ orien-

練蟲劑 4 如 1, 3-D 及得滅克（叫 die訂h ）已被限

tation ）、行動、入侵、攝會及繁殖能力者﹔或

制施用對象﹔如保扶（ c祖七 ofuran ）粒劑、二澳

土壤添加物經植物吸技投其根分泌物對線蟲

乙 t寬（EDB ）及滴滴滅（vorlex ）業遭禁用﹔即使

有致毒或排斥性者，皆可作為總蟲生物防治

全世界應用最多土壤及栽培介質爆蒸消毒的

實材。

漢化甲 t寬（me血yl bromide ）亦將於公元二千年

植物線蟲病害之生物防治於 1920 年即有

禁產禁用 4 因此，如何利用非化學防治方法

報導， Cobb 氏將一些捕食性線蟲（predacious

提高土地生產力，維持動植物生態平衡和資

nem 訕。 des）加進甜菜田土中，用以防治甜某

海再利用，已成為現斗大力倡導的永續農業

包葉綠蟲（Heterodera schachtii schmidt ）﹔但 1

(st叫也nab le 略ricultt間）努力的目標 4 在此前

927 年四ome 氏評估此 項措施並無煜濟效益

提下，利用 現成基本實源，以生物防治的方

。 1938 年， Linford 等人 發現添加腐熟的有機

式取代化學 藥劑或降低其使用量，是檀物保

物於土壤中，有助於誘 發燒蟲天敵並增進其

護之趨勢 4 早在 1974 年， Baker 與 Cook 兩

活動力，尤其是總蟲捕 提性其菌種類，從而

人即對權物 病害生物防治下一定義：「應用

降低夏威夷鳳梨田中根瘤線蟲之族群數量。

一種或更多的非人類病原生物來減少檀物病

1940 至 1960 年間，由於施用簡 !t 且效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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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分離之 351 個菌株中，以 Streptomyces 屬

生物防治之研究為之式椒 e 1970 年代中期，

最多， S的pto.咖叫？ium 、 Microm onospom

有感於教練蟲劑對環境生態之破壞及殘毒之

、 Ki卸的a 及 Mier，中 olyspora 屬次之 e 17 年

處，植物總蟲生物防治之研究於馬為世界先

前發現存在於材桔根部之放射線菌，具寄生

進國家所重視。

及破壞材桔線蟲（苛Jenchulus semipene個ns

植物病原綠蟲生物防治與植物病原其菌

Cobb. ）卵之能力，投趕證實其作用係 Strep

、細菌等生物防治之作為差異甚大。一般而

tomyces 申p. 分泊之 chitinase ，分解線蟲卵殼

言，成功且實際可行的線蟲病害生物防治研

中之幾丁質居所導致，因此本研究所篩選之

苦苦過程需歷經四個步驟：一、尋求對線蟲具

放射線菌乃以具分解幾丁質能力者為主 4 於

高度病原性，且為根圈棲生性之緣蟲拈抗（微

所蒐集之菌株中以來自新竹縣村桔園地面蟬

）生物 4 二、初步試驗：於研究室內就該拈抗

蛻之 Streptomyces saraceticus 之 4 個菌株最具

（微）生物進行形態、生理、生態及措抗械制

分解幾丁質能力，自蝦蟹加工廠廢料堆積場

之時解。之後，於溫室中，針對該拈抗（微）

獲得者攻之。 Mononchus sp. 廣泛地存在於本

生物對常見的耕地土壤特性（如實地、酸鹼度

省農地，於有機質含量高之土壤中常可發現

）之反應、棲生及殘存能力 4 並探討對不同寄

高密度之族群 4 瞞類以大型捕植埔（（組 blyse

生方式線蟲種類族群發展之抑制效果。三、

ius herbicolus (Chant）（最常存在於土壤顆粒大

配合目前農友常用且身取得之農工廢料或副

，團力結構良好之土壤表層（0 刁公分）或草莓

產品，研發出提供拈抗（欖）生物於土壤中建

植株上，以取食線蟲卵品生，於本研究三種

立族群有剩餘件之有機添加物配方，俾能兼

線蟲誘針法中，僅於誘釣包置於作物根基部

顧肥料效果及農民施肥習慣，實際應用 4 四

時才被發現 4

、田間試驗：依據研發而來之配方，以發酵

至目前為止，全球各地可捕捉線蟲之壺

技術，製成特定單位菌量之製劑，於罹患線

菌、卵菌、結合菌、不完全菌、于黨菌及擔

蟲病害田間，進行施用效果評估＋

子菌等其菌的有 200 種，被等其菌可寄生於
線蟲的卵、幼蟲、成蟲、或胞囊上 4
土壤中的靜菌因子（fungistatic f缸tors ）可

尋找良好之線蟲括抗生物
找尋到一種對防治對象具有高度桔抗能
力，又兼具廣致性之拈抗性生物是生物防治
研究者最大的心廟。在長期田間調查分離過

程中，以會養份之培養基的誘針平板法，可
自土壤中分離到大量的總蟲拈抗繳生物，尤

其以生長迅速，作用力表現明顯的總蟲捕捉

性其菌為最大宗，細菌次之，放射線菌最少
4 本會農友施用有機肥料時，多年生果樹以

表施及穴施，一、二年生蔬果花卉則以拌土

集哇為主，其深度多 在 30 公分以內 4 以離心
法及自檀物根部取出 之行動遲緩、病變或死

亡線蟲體中分離到之 細 菌借以 Pasteur血pen et-

rans 為多，其他少數 細菌對線蟲也有明顯之
病原性，寄生對象以 根瘤線蟲之雌蟲及二齡

蝸蟲居多。放射線菌於土壤中族群豐宮，在

抑制其菌袍子發芽 4 在加有養分的詩釣平板

上發芽的抱子，有許多在土壤中是呈休眠狀
態的。培養且中綿密網狀的菌絲體，總蟲勢

離不碰觸而避免其捕捉 c 相反的，在土壤中
線蟲捕捉性其茵之分佈、生長及捕捉線蟲能
力，必不如培養且中之表現。換言之，其捕

捉線蟲效用是藉助人為條件，而並不符實際
情況，所以在實驗室中花了鉅大的時間與勞

力後，吾人的必須重回盆雄土壤中之篩選工
作 4 有鑑於 此， 本研究乃模擬自 然環境設計
出半密閉式的誘釣包，和全開放 式的講對膠

帶法 4 誘針包之線蟲拈抗做生物 分離率最高

，且誘針對象比另兩者多出獵脅 性線蟲及埔
額 4 而誘針膠帶可發現較多放射 線茵茵株 4

於培 養 且 上 比較 所 分離的 真 菌及放射線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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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病原線蟲之生物防治

顯的教練蟲劑廣為農業界所倚重，以致線蟲

4 種線蟲拈抗微生物的措抗能力時，發現以

蟲之寄生的有地域性障礙存在，因而在線蟲

誘針膠帶法所分離者最高 4 此一結果充分顯

生物防治上尚難哥哥擇其功能。

示能於誘釣膠帶上發現的微生物本身已通過

其實，以危害植物根部病原線蟲之生物

土壤中微生物競爭作用而表現其桔抗微生物

防治而官，大前提是該線蟲拈抗微生物嗜好

角色，他 H 若施放於土壤中，其存活之機會

存活於根圍環境。不論是將該桔抗微生物引

必然較大 4 而且在膠帶上也能發揮線蟲拈抗

進或使其增殖於根園附近，無疑的都是對病

棋生物之能力，足以說明其在自然界中應甚

原總蟲的入使植物根部形成無數的籬障。而

具有生物防治之潛力 4 數據顯示，本研究室

根圈土壤中以組菌及放射線菌數量最大，以

所研發之誘釣膠帶法較沿用已丸之誘針平板

R/S 值（根圈土壤菌數／非根圈土壤菌數）而諦

法具有節宙人力、時間及具有較高分離到有

，在許多植物根系上兩種微生物差異不大。

致之線蟲拈抗做生物機車之效用 4

自根圈分離的放射線菌常在 104-107 之間，族

為了暸解所分離的線蟲拈抗微生物在土

群龐大，絕大多數為 S甘eptomycet前e前科，

壤中生存能力、族群發展及作用方式，盆雄

其中又以 Streptomyces 屬最普遍 4 本研究室

試驗是決定其能否作為生物防治因子的通關

於調查中多次發現 Streptomyces spp. 族群座落

淵試 4 本研究室針對線蟲拈抗做生物與寄主

於植物根部表面，尤其是在罹患植物病原綠

作物近 3000 種之世界性植物病原綠蟲一南方

蟲之田園，顯係為一良好之線蟲生物防治實

根瘤線蟲之族群關係’以感受性甚高之空心

材 4

菜根都卵塊及土壤中二齡幼蟲數因為評估指

標，加以探討。盆聽內之土壤介質係採用本
會農地最普遍之砂壤土，取其客觀、實際兼
顧日役之實用性，有別於通常試驗用之砂或

泥炭土，試驗結果顯示 Pasteuria penetrar. s 及

Streptomyces saraceticus 兩者對南方根瘤線蟲
族群發展確實具有抑制作用 4 無論是在此線
蟲已建立族群之土壤中或剛接種 M. 血cognita
之盆軍車內，就此線蟲入侵根部所產生的卵塊

數或卵孵化游移於土壤中之二齡幼蟲數量方
面，皆明顯降低（表四及表五）。由此可知，

此兩種線蟲措抗微生物在南方根瘤線蟲對植
物之危害兼具治療及預防效果 4 將來或可應

用於廣大之多年生果樹及短期作物之南方根
瘤繞蟲病害防治上 4 反觀三種線蟲捕捉性其
菌效果不彰，有可能是由於在土壤中未添加

其所須之養分所致 e

Mononchus sp.’之捕脅性

線蟲能力， 於培養血中觀察每天的 0-4 隻 ，
雖有線矗拈 抗性之表現，但只能解釋為會物
鏈之角色， 而無生物防治之潛力 4

Past，回叮apenetrans 雖能有效防止根瘤線
蟲入使寄主 植物根部，但人工培養困難，加
上對寄主線 蟲種類專 一 性強 ， 甚至對相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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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的ptom yces saraceticus 世土壤中族
群之建立
有關植物線蟲生物防治之報告甚多，然
迄今能通過田間測定，進而商品化的僅 4 項

業制 4 菲律賓 Asiatic Technologies 公司以椰

子殼為基質調製出線蟲卵寄生菌 － Paecilom

yces lilacinus

之產品，於 60 個以上國家試用

，效果好壞不－ e 法國也曾生產 Arthrobo.句rs
的"'f'gularis(Royal 350 ）及 A robus叫Royal

300)

兩種線蟲捕捉性其菌生物製劑，防治對象分

別為根瘤線蟲及洋輝總蟲 （D走ylenchus mycel-

ioph唔us） ，但實用性不佳，的有待進一步研
究 4 美國 Uniroy叫公司推出線蟲內寄生其菌

- Drechmeria coniospora 產品，惜不久即失
去感染主要防治對象一根瘤線蟲之致病力﹔

檢討其功虧一潰之原因，乃在於其為了避免

桔抗做生物在土壤中作 用大慢，施用大量菌
體（ inund副ion ）於 土 壤或 介質中 4 卻疏忽了所
加入措抗做生物面臨的 環境，如土壤性狀、

酸鹼度、生存深度、養 分需求及防治對象等
客觀因章 4 本研究所採 用之 S命中＇fomyces saraceticus 曾委由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再鑑定無

以蕃茄為哄試植物，包括根瘤線蠱的保存、

值 8.5 時生長最佳，嗜事手L糖 (1 缸tose ）為碳章

繁殖、防治、及生態等探討﹔然蕃茄苗株於

源，氣牽頭則以原章（urea）、天冬瞌鑽酸（副－

接種根瘤線蟲後常致衰弱而死亡，因此常須

P訂agine ）及數鑽酸（glutamic 缸id）較適其生長

更新﹔且其根瘤並不單獨形成，而是有許多

4 對此菌有基本生理認知後，如何結合土壤

根瘤融合成大根瘤，包含於其中之卵塊中之

條件及利用便宜及容易取得之農工業廢棄物

卵亦不 !t 完整取得 4 為選擇一合適之棋試植

或附產品作為其營養源，俾能更廣泛為農民

物，根據前述悔件，以歸餘法（method

所接受，即成為本研究重點 4

dues ）去除不合條件之對象﹔如俱試線蟲之寄

ofresi-

評估拈抗生物在土壤中對植物寄生性線

主植物可能有木本植物（喬木、灌木、蔓藤類

蟲族群密度的影響是生物防治研究工作重要

）及草本權物（直立型、當蔓型）等多種，而其

的一環，相關測試方法甚多，標準各異 4 然

中只有蔓藤類檀物具有每節長棍、生長速度

多數研究的以寄生根部及游移於土壤中之線

快、根系多之特性﹔且草本植物又往往較木

蟲族群數量為判斷依據，各按其寄生方式而

本植物無季節性生長差異，可替全年穩定性

別，如內寄生回著性之根瘤線蟲通常以植物

地培育線蟲 4 因此，吾人之考量焦點可集中

根部上之根瘤指數為主，土壤中二齡蝸蟲數

在全年生曾蔓型草本檀物 4 此類植物有茄科

為輔：包囊線蟲之族群消長則以土壤中包囊

、瓜類、豆科、胡椒科、落萎科及提花科等

、卵及二齡幼蟲數因為準﹔半內寄生性之材

﹔經接種根瘤線蟲結果，僅提花科植物如甘

桔線蟲則以定量之根部上寄生之雌蟲及土壤

普及空心菜之根系上根瘤成單一發展型式，

中二齡幼蟲數計量。內寄生潛移性之根腐線

根瘤不連錯，且卵塊完全包里於根部外膠囊

蟲通常以定量根部內及土壤中之族群來衡量

中，便於取得及計數 4 提花科檀物可以盤繞

﹔而外寄生性之釘線蟲則僅以根圈土壤中之

方式生長於植陣中，每節長根，可永續栽培

蟲口數來評定：也有不論總蟲之寄生方式，

。由於甘菁有形成塊根之特性，不適於盆栽

一概以定量土壤中線蟲數量為評估生物防治

或試管中培養，空心某則無此等顧慮 4 空心

效果之基準 4

菜可生長於土壤中或本生環境，根系多，呈

活動力足以感染植物根部之寄生性線蟲

直線生長，長度可達一公尺以上，有充裕之

’不若土壤微生物可以於培養基平板上形成

根系來揮作為線蟲之棲息草生場所 4 其盆栽

之菌落，計算其個體數 4 但是吾人若能使植

生長除不斷長出新芽外，更可將其莖都如盤

物根系如同培養基平板之於細菌一般，讓線

索方式圈於盆陣中，使其莖飾處長芽生根。

蟲的優染能顯而易見的出現可實辨識的病擻

由於空心菜根部皮層豐厚，有利於根瘤線蟲

，則將有助於研究之進行 4 然其關鍵在於找

寄生﹔更令人滿意的是，其根瘤明顯而不融

出對該線蟲具高感受性且於被感染後一個世

合，每隻線蟲所產卵塊各自分閉，易於辨認

代內根部即有明顯微狀之植物 4 南方根腐線

及計量，且卵塊表露於根部外，以解剖刀可

蟲在廣東檸檬根系上可造成清晰之壞瘟班，

完整取下觀察其產卵次數及數目 4 因此，本

於入侵根部 30 天時，病班的呈單獨未融合狀

研究室乃多以室心菜為吾吾試植物。

，因而可作為判定根 部族群密度之標準 4 就

S. sara.ceticl站 在壤質砂土 、 砂質壤土及

根瘤線蟲而言，除了 上述兩項要件外，植物

紅壤等三種台灣分佈廣泛之農地 土壤中，族

商須具有（ 1 ）根瘤在根 系上粒粒分明地呈現，

群發展有嗜鹼性之趨向 4 且 saraceticus 於接

(2 ）卵塊易整體取得， （ 3 ）寄主植物無主根，營

種 l01cfu/ml 高菌量情形下，可有 效減少南方

養根步，及（4 ）可於原 接種處，永續生長等四項

根瘤線蟲之卵塊形成車，因而可 降低其感染

條件 4 長久以來，根瘤線蟲的相關性 研 究多

車： 土壤 中 二齡幼蟲數也顯著 降 低 4 先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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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 4 其生理特性淵試結果顯~於 36 ℃，酸鹼

研究，起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及生理淵定已盡

空心某根系即常超過一公尺：因此，以塑膠

實丘 saraceticus 對線蟲卵殼具有強大破壞力

管的設計作為捌量 S. saraceticus 在土壤中不

，可抑制卵之孵化，從而降低線蟲族群密度

同深度之族群數量即對根瘤線蟲之影響是頗

4 若土壤中添加 0.2% (w/w）蝦蟹殼粉作為營

為合理的＂ Chao 等及 Sivan 等人曾分別以鋁

養搏，除了提昇其菌數外，更可發揮防治南

管及塑膠管測量做生物在很圍之菌數：蔡東

方根瘤線蟲之功能，大幅增加空 J心菜之產量

華等人亦以較大直徑之波浪式塑膠管進行土

。自實驗數據得知， S. saraceticus 在壤質砂

壤爆蒸之實驗。其優點為可準確的採取特定

土及砂質壤土中，對南方根瘤線蟲族群抑制

深度之樣品，也可以開窗戶方式，切取塑膠

與空心菜增產效果軟紅壤中為佳 4 僅添加 0.

管片投做內部觀察，事投將塑膠片投歸回原

2% (w/w）蝦蟹殼粉處理亦表現對 M. incognita

位，並以膠帶貼妥即可，頗具實用性。

族群發展之負面影響＂ Spiegel 等人曾以富含

為了配合農友施肥類型、降低農業實材

幾丁質之蝦蟹殼粉作為土壤添加物，有效地

成本，以本會常見之 14 種農工膺棄物或附產

勒克 Heterodem avenae 及 Tylenchulus semipe-

品作為土壤添加物，篩選其中能增加丘 sar

ne個肘，此等防治效果乃由於土壤中分解幾

aceticus 菌量，並實際能障他檀物病原綠蟲族

丁質之微生物增加之故 eMi仕叫等人以 Pae

群密度者，作為土壤添加物之原料 4 本試驗

cilomyces lilac血us 寄生根瘤線蟲卵塊作為生

發現蝦蟹殼粉、革麻柏、黃豆粉、及糖蜜有

物防治實材之報告中亦指出添加幾丁質可降

助於 S. saraceticus 之增撞，又可降低哄試四

低每公克蕃茄根系之根瘤數 4 前述試驗係以

種線蟲之族群密度 4 但是對南方根腐線蟲蟲

減茵復之土壤為栽培介質，因此幾丁質降低

口數有負面影響的只有海草粉及蝦蟹殼粉的

南方根瘤線蟲感染力之作用也可能表示幾丁

功效較明顯 4

實本身具有抑制線蟲活性之能力 4 這也是美

由 S. saraceticus 及有機添加物處理對

國 Igene 生物科技公司將「chitin-urea」作為

Meloidogyne 血 cognita

植物寄生性線蟲防治劑之原因，但其作用機

netrans 、 Pratylenchus coffc全ae E之 Paratylenchus

制至今奶熬不明 4

叩吋伯的s 的存活影響淵試中，可知接種 S.

... Tylenchulus semipe-

S. saraceticus 在壤質砂土、砂質壤土及

且race白lcus 之處理僅對南方根腐線蟲無防治

紅壤中之分佈，以 5-15 公分深度土層有較高

作用，尚須添加蝦蟹殼粉或海草粉方可岐款

菌量， 15-25 公分深度者次之 4 若添加 0.2%

4 而單獨處理丘 saraceticu s 對內寄生回著性

蝦蟹殼粉於土壤中， 60 天後， S. saraceticl站

、半內寄生及外寄生性之三種供試錄蟲種類

在三種土壤中的手25 公分土層之菌量至少的

族群就可明顯地表現抑制功效 4 因此，未來

可維持在每公克土壤 5.5 xl03cfu 以上 4 洩根

若使用得宜，其適用對象應可包含多種植物

性之蔬菜瓜果及花卉之根群應可涵蓋在保護

病原性線蟲 4

範圍內，較深根性之果樹，如蘋果也有 67.5%

Castillo 以為天然有機質土壤添加物可防

之根系分佈於表土 30 公分以內，遑論批耙、

治植物病原性線蟲及降低線蟲密度之原因有

楊桃、桃、番石榴、相桔、蕭萄及木瓜等根

下列 5 點：（ 1 ）有機質添加物分解役之產物對

系，將有更 高比率在 S. sarac的白s 族群活動

線蟲有直接致毒性 ， （ 2 ）增加天敵數量，（3 ）改

區域中。是 故，本研究室所採用之 S.

sarac-

變線蟲與寄主之關係， （4 ）產生氧氣，（5 ）產生

eticus 若能 存在於適宜生態環境及養份供給情

熱度 4 本研究 室 所測試 之 14 種俱試有機質材

況下對多數 園藝作物之根部總蟲病害防治，

經發酵 30 天投其過搏 液 ，對 M，血cognii但二

必可大有作 為。

齡幼蟲有致死性的有草 麻柏、雞糞、及蝦蟹

基於蔓 藤類植物普遍有很長的根系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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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粉﹔有暫時麻痺作用 的有婦木屑、粗報及

可配合 S. saraceticus 之應用而可 i& 線蟲生物

程度的僅草麻柏一種 4 此發現與前人之相關

防治之致：符合農友栽培管理習慣又可免施

研究結果吻合，如 Riegel 等人認為難糞之所

用劇毒性殺線蟲劑投顧之處，應能為農民所

以對線蟲有毒殺作用，乃由於氧氣之產生，

接受 4 本研究室篩選出來對防治植物病原綠

與做生物並無明顯關連性 e 1959 年 Le 叮即發

蟲有效之蝦蟹殼粉、草麻柏、黃豆粉、海草

現以草麻柏作為土壤添加物可防治 Melo~品，

粉及糖蜜等，在土壤中的添加量若超過 2%

gyne javani，臼及

Heterodera schach甜，後來

(w/w）可導致根系傷害。調製之混合比制更應

Rich 等人證實其所舍之草麻蛋白（ricin ）對總

注意碳氮比﹔ CJN 低將因接態氣之大量產生

蟲具有劇毒性 4 而蝦蟹殼粉之添加除可促進

，影響微生物之增殖，且身致植物肥悔，太

土壤中幾丁質分解性微生物密度外，同時也

高則防治線蟲功能下降，最好之 CIN 範圍在

產生對線蟲有毒害作用之氧氣 4 由試驗結果

14-20 之間 4 以有機質肥料標準添加量之 0.5

得知海草粉之添加在提高血 saraceticus 菌量

%(w.加）計量，盆栽試驗技致良好之 0.2%

及對線蟲致毒性程度方面皆與多數俱試有機

/w）蝦蟹殼粉及 0.2% (w.加）草麻軸，加上較低

質材相近，而抑制線蟲蟲口密度之功能僅次

量之 0.05%(w/w）海草粉，以 0. 025% (w/w）之

於蝦蟹殼粉﹔本研究謹實其原因之一乃是添

黃豆粉和糖蜜調令 C肘相對量，於是組合成

加海草粉檀後 20 天之宣心菜、相桔及本之幼

以 40%(w/w）蝦蟹殼粉、 40% 草麻柏、 5% 黃

苗根系分別對四種供試錄蟲之誘引率大幅降

豆粉、 10% 海草粉及 5% 糖蜜調和之混合物，

施之故，其他因素則有待進一步接究 4 雖然

以其作為往後相關試驗之測試材料﹔本組合

海草中常被發現有漢酌（bromophenols）、單寧

物經測定其 CIN 為 18.2土0.2 。且 saraceticus 以

(tannins ）、間草三酌（phloroglucinol）及類

(

培養基於訕。c ，一星期投測得平均菌量達

terpenoids ）等物質，最近的研究也指出紅藻（

6. 7 x l01 ，作為有機添加物量產之 S. saracet1’,

Digenea simplex） 內含有細胞致毒劑一紅藻氧

cus 接種擇。

酸（k 也nic 研 id），但其在土壤中對植物寄生性
線蟲之作用，貝lj 尚未明確地暸解 4

(w

本配方之混合物暫稱之為 LT(Lively Ti卜

ler），俾易於記事 4

基於添加有機物可以改良土壤性狀，又

本試驗使用之 LT 有機添加物商己方
Componen阻 of 吐ie

LT organic amendments used in 由is study.

Component

Percentage (w/w)

Shrimp ／叮ab shell powder

蝦蟹殼粉

40

Castor porn ace

1在麻柏

40

Marine algae powder

海草粉

10

Soybean meal

黃豆粉

5

Mol 田 ses

糖蜜

5

LT 有機混合暢在植撈寧主中生親蟲
措害防治 ..t. 之應 用

及田間試驗中，評估其對植物病 原綠蟲生物
防治之效果真對植物生長之影響 4

一連串的試驗之 後，本研究室研發之含

有的 l01cfu 之 Streptomy，何S

合物（LT mi油1間，以下稱 LT-M ） ，將於溫室

saraceticus L T j昆

拖用 LT-M 與教練蟲劑防治金香葡
萄根瘤線蟲病之試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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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糞，可降低卵塊及個別卵粒孵化率達顯著

金香葡萄根瘤繞蟲病之防治，由田間試

才甘桔線蟲之目的 4

驗結果得知， LT-M 之施用量，每公頃為 200

10%芬滅松粒劑在田間防治掛桔園根腐

0 公斤者在夏、冬兩果期之根瘤指數及罹病

線蟲的效果，軟 10%得滅克及 10% 普伏松粒

指數均軟 1000 公斤用量為他 4 與 3% 加保扶

劑為佳 4 處理 LT-M 對降低根腐線蟲二齡幼

粒劑處理相較之下雖稍有差異，但比對照組

蟲的效用，僅稍優於 10%普伏松粒劑。本試

之根瘤指數及罹病指數，在夏、冬二果期分

驗所有處理可將根腐線蟲族群密度抑制至對

別降低 47.5 、 67.8 和 42.8 、 69.5% e

照之 1/3 左右。

施用每公頃 2000 公斤量之 LT-M 處理，
在本試驗中對金香葡萄結果枝長度、果穗重

及甜度上均獲得最佳效果。尤其在冬果期，

果穗重及甜度較施用 3% 加保扶粒劑處理者平
均高出 49 公克及 2.1 度 4 產量方面，每公頃
施用 2000 公斤 LT-M 處理者，在夏、冬兩果

期較對照者之平均果穗重，分別﹔有出 57 及 7
6 公克：品質上，甜度分別高出 3.0 及 5.0 度

施用 LT-M 對非洲菊根瘤線蟲族群
之影響
田間防治非洲菊根瘤線蟲病害之成效以

LT-M 處理者優於 3% 如保扶粒劑，與對照組
相軟，可降低土壤中根瘤線蟲二齡幼蟲數及

根瘤數，分別達 80.4 及 82.5% 。

LT-M 對衛;t;' 根瘤親蟲族群畫畫展之

。

每公頃金香葡萄園分別施用 500 、 1000

影響

、 2000 企斤量之 LT-M 典的公斤 3%加保扶
粒劑，第一年土壤中之根瘤線蟲二齡幼蟲密
度以施用加保扶處理者最低 c 處理 LT-M 每
公頃 2000 公斤及 1000 公斤者，於第二年時

，根瘤線蟲之二齡幼蟲數目即低於施用如保

將 LT-M 及 3%加保扶粒劑以土壤混拌方
式施用，於盆軍車中 LT-M 可降低土壤中南方

根瘤線蟲之二齡幼蟲數及根系上之根瘤數，
故序分別達 65.7 及 79.9吭，使於處理 3% 如

保扶粒劑的 58.5 及 78.0% e 兩處理對苦瓜苗

扶粒劑者，且軟第一年施用之效果理想 4

株之生長皆有顯著地（P=0.05 ）促進作用 4

LT-M 對特棺親蟲、由 ;t;' 根庸線蟲

於植前將每公頃 2000 公斤施用量之 LT

M 及 60 公斤之 3% 加保扶粒劑混拌入田土，

族群畫畫展之影響

其防治苦瓜根瘤線蟲病之效果，顯示 LT-M
對村桔線蟲及南方根腐線蟲之防治，於

盒硨試驗中以 10% 芬滅松粒劑效果顯著地（P
=0.05 ）最好 4 施用 LT-M 亦可分別降他材桔苗

根系上之樹桔線蟲及土壤中之二齡幼蟲數分
別達 93.8 及 94.1% ，同時亦促進苗株生長達

58.3% e 處理 LT-M 對南方根腐線蟲之防治效
果軟村桔線蟲差，依序分別只減低感染車及
土壤中線蟲數 50.0 及 63.3% ，與增產 25.3%

處理者雖與處理如保扶者無顯著地（P=0.05 ）差
異，但的略優於處理 3% 加保扶粒劑者 4

結論
植物病原綠蟲生物防治發展造斗，多著
跟於欖生物對線蟲體、卵之寄生或捕捉性真

茵之措抗作用：繼之，由於線蟲絕對寄生菌

Pasteuria pen trans 對線蟲 高度感染力被發現後

e

自全年 材桔圍根圈土壤調查結果得知，

施用 LT-M 與 10%得滅克、 10%普伏松及 10
%芬滅松粒 劑對相桔線蟲族群之影響頗為相
近 4 與對照 組相軟，其主要作用係將村桔線

蟲抑制在全年之最低密度狀態，而達到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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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興起一股研究熱潮 ，然其寄主專一性及
培養不易兩大難題，仍 是實用主尚待克服之

障礙 4 而性事生存於根 圈，且曾被債測到有
些種類可分泌高於化學 殺線蟲劑 10 至 30 倍

毒性物質 － avennectins 之 S的ptomyces spp. 則

於近十年內始被注意 e 1984 年筆者自村桔圍

總矗皆有毒殺作用 4 如苦棟種于中之 limon-

植

根園、根捕、根粉介殼蟲及蟬蛻 J: 分離到不

。i血，已知為殺蟲劑血 adir缸htin 之主成份，

物

少對幾丁質有強力分解能力之 S加ptomyces

可降低南方根瘤線蟲卵孵化率及毒殺二齡幼

spp. ，並於 1992 年經台大吳文希教授引介與

蟲 4 草麻子成份中之 ric血也是高毒性蛋白質

美國麻州大學 Bert M. Zuckerman 教授充分交

，對南方根瘤線蟲有致毒性。此外動物糞便

挨研究心得後，益覺得 Sfr，中＇fomy，臼s spp. 在線

、蝦蟹殼粉、柏類及錯木屑等皆可於發酵過

蟲生物防治上潛力雄厚 4 之後， Zuckerman

程中產生氣及亞硝酸鹽顯物質，對植物病原

氏並與 Dick low 等人發現所分離之 Streptom-

總蟲亦有殺悔力 4 本研究將可分泌 chitinase

yces 甲p. 可分泌某些抗線蟲，分子量高達 60

之幾丁質分解性放射線菌（S. saraceticus ）配合

00 之蛋白質，可有致抑制 Meloi<1'明耐血C唔，

具有毒殺線蟲、降低根部對線蟲誘引車之草

ni旭、 RotyJ，由 chus ren品'1111JS 在蕃茄及甜椒上

麻軸、海草粉，加上促進 S saraceticus 增殖

之族群發展，且可障他 Pratylenchus penetrans

之蝦蟹殼粉，以黃豆粉與糖蜜調整其碳氮比

對草莓之危害。而 Caenorhabditis d唔ans 之

至 18 ，以發揮防治線蟲之功能。此外，黃豆

產卵數也因其寄生而降至 55% e 組測定本研

粉及糖蜜之類的碳素揮能有效防止由於氧氣

究之 S缸中＇fomy，臼＇S sara.ceticus 在液體培養第三

造成檀物根系之毒害，且對植物生長有所助

天時，產生 endochitinase ＇而且 endochitinase

益。研究線蟲生物防治學者，往往大自信於

之產生量可達最高，分子量則商品 34564 （未

天敵生物之能力，或以較昂貴之氧、碳章揖

發表） e 因此，在接種丘 saraceticus 四天時即

成品為液體培養基，而忽略了在實用上農業

可發現線蟲卵遭受破壞之情形

實材的配合需適合農友施肥習性及常用肥料

通常綠蟲生物防治之天敵來暉，多依靠

誘釣平板法（Drechsler's

soil sprinkle technique

）、拍門氏漏斗法（Baermann

funnel technique)

、區分式離心法（Di:fferenti叫 cen甘正ugation

種類 4 本研究為了降低農友成本，更希望有
肥料及生物防治兩種功能兼顧的情況下，方

自本省最易取得的農工廢棄物及附產品中去

篩選，其來有自 4
LT-M 對植物根郵寄生性線蟲之防治，很

technique ）及直接分離自線蟲體等分離方式 4
上述方法以分離捕捉或寄生總蟲卵、蟲體之

顯然的，其效果以外寄生性者（如釘線蟲）最

其菌與細菌為主要目的 4 本研究所研苦苦之誘

佳，依序為半內寄生（如相桔線蟲）、內寄生

對包可將蒐集之天敵生物範圍伸展至昆蟲及

回著性（根瘖線蟲）及內寄生潛移性者（如根腐

1鼠脅性線蟲，而塑膠帶誘對法可快速、有鼓

總蟲）。究其原因，可能在與 LT-M 作用之機

地分離出具競爭能力之拈抗做生物，在生物

車，如釘線蟲產卵於根系外，易為 LT圖M 中

防治工作上可縮誠不少人力及時間，更可直

之 S. saraceticus 分泌的幾丁酵章作用，而根

接利用此法債測其作用情況。

腐線蟲之卵多存在於根部內，因而不易被破

利用天敵視生物作為總蟲生物防治因于

壤之故 4 於村桔寄生性線蟲防治試驗中，也

之應用，主要關鍵在於如何在根圈土壤中使

不難發覺 LT-M 對抑制村桔線蟲之效果使於

該夫敵做生物大量增撞。因而添加有機物質

防治根腐線蟲之敷果 4

直接或間接提昇線蟲 生物防治效果 ，也 是研

以土壤混拌法施用 LT-M 對 根瘤線蟲之

究之焦點。農工廢棄 物及附產品中，大抵分

防治，在非洲菊及苦瓜試驗中， 清楚可如軟

為動物顯：骨粉、血 粉、蝦蟹殼等﹔及植物

3%加保扶粒劑為佳，其原因主要 是 LT-M 在

類：柏類、豆粉、海 草粉、褲、種殼、木屑

i昆拌土壤之 7 天中，已可使 S. s araceticus 大

、聲糞、糖蜜等。一 般而言，如含有酌化物

量增殖，其累積之幾丁酵素也足 可破壞土壤

(phenols）及單寧（tanin s）成份之植物質材 ， 對

中 之線蟲卵粒 4 此外 ， LT-M 中 對 線蟲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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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成份亦能逐漸釋出，而進行其抑制線蟲

漸漸使之 J技復健康﹔但施用 LT-M 於掛桔慢

功能。

性衰弱病株後四個月內，即可看到樹勢明顯

自連續兩年於葡萄園中施用 LT-M 之根

旺盛情形 4 此乃因為 LT-M 之效用一則可降

瘤線蟲族群消長看來，其對降低根瘤線蟲族

低燒蟲之危害，二則可提供給根系克格養分

群密度效果有累積漸進之作用。第二年施用

以促進生長，植株於獲得養分補給後，旋即

LT-M 有助於使前一年土壤中 S. saraceticus 獲

快復生機 4 此即中國傳統之「療補」道理 4

得再度增殖的機會，達到防治根瘤線蟲之效

是故 LT-M 施用於葡萄、非 m1 菊及苦瓜栽植

果 4

上，均具促進植株生育功妓，並可提高葡萄
村桔植株罹患線蟲病害而導致衰弱，施

用殺線蟲劑後，往往須 2 至 3 年的時間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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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度，此等作用結果和對照組相較均頗為明
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