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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害的發生歸因於農藥本身性質（包

括主成份和添加劑）及施藥系統（涵蓋噴

藥時的壓力、藥液粒子大小及用水量等）

於田間實際使用時，受到環境因子（溫

度、風向、水質及土質等）的影響，而在

敏感的作物種類、生育期或組織器官上所

造成的生育抑制情形 (1, 3, 4, 7)。成品農藥在登

記上市前，都經過北中南各地區之委託試

驗測試，對推薦作物是相當的安全，可避

免用藥時因為氣候的變化，或操作劑量上

的些微誤差而發生藥害，因此品質合格的

農藥，若配合推薦方法施用是不會引起作

物的藥害。但是有關農藥藥害造成作物受

損的案件卻仍然不斷的發生，究其根本主

要是因為使用者對藥劑與作物間的生物活

性關係，未能完全掌握而任意改變施用方

法所致；例如農民往往因為省工及把握病

蟲害的控制時效，將多種農藥混合施用，

忽略了混合農藥除要顧及藥劑的物化特

性，還要考量到藥劑在植體吸收、轉運及

代謝等生物活性上的改變。其次農民也習

慣使用含有植物生長調節劑，或具有類似

作用成份之「營養劑」，以促進或調節作物

的生育，但在劑量及生育期的誤用或與農

藥的不當混合下，反而造成生育異常等藥

害現象，目前營養劑尚未有正式管理辦

法，農民僅憑經驗即與其他藥劑混合施

用，所造成作物損害的程度也最大，在藥

害案例中之發生比例有逐年增高的趨勢。

藥害
Pesticide injury

圖一：殘留在土壤中之除草劑導致抽穗

異常。（蔣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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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藥種類繁多及農民追求作物品質之前

提下，增加了用藥的複雜性，因此要降低

藥害的發生，提供相關的安全用藥資訊是

十分必要的。

水稻自發芽至成熟所需的時間長短，

會隨品種和種植的環境而異，影響水稻產

量的主要生育期─孕穗期，也是最容易發

生藥害的敏感時期。目前在水稻田發生藥

害之可能途徑，包括：

（一）育苗土的污染或秧田施用營養劑；一

般水稻在機械插秧育苗的過程中，首

先要選擇無污染之適合土壤曬乾粉碎

混合肥料後裝箱，並準備消毒過的稻

種，於苗床土澆水吸濕後播種，再噴

施殺菌劑覆土堆積，待幼苗經過伸

長、綠化及硬化期，本葉數達到

2.5~3.5葉時插秧。育苗土中如果殘留

有生物活性強之除草劑如依滅草等，

在土壤中殘留期長，且低量接觸到植

物根部，即會導致秧苗黃化枯死 (6)

（圖一）。此外農民於育苗過程中為了

促進秧苗健壯，尤其在二期作高溫

下，為防治秧苗過份徒長，常會施用

成份不明的營養劑，造成根生長被嚴

重抑制的藥害結果，亦為秧苗藥害的

主要原因之一 (2, 3)（圖二、三）。

（二）稻株進入幼穗分化之敏感生殖生長

期，若接觸到如鐵鉀砷酸銨或其混合

劑等，也有導致授粉和穀粒充實功能

不完全的可能性；根據植保手冊所登

錄，有關滅紋、殺紋寧及鐵鉀砷酸銨

圖二：秧苗施用營養劑後地上部莖葉 黃

化。（蔣永正）
圖三：秧苗施用營養劑後地下根部生長

受抑制。（蔣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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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稻抽穗前10日使用，易引起稻株

不孕；克枯爛混合鐵鉀砷酸銨、賓克

隆、三賽唑或陶斯松任一種農藥，或

同時混合賓克隆及歐殺松兩種農藥，

均有可能發生藥害 (3, 4)（圖四、五）。

（三）目前的農藥委託試驗設計，並未針對

非目標作物藥害的測試，在臺灣地區

作物相複雜及小面積集約管理的特色

下，除草劑經由土壤殘留、污染灌溉

水，或噴施時飄散（drifting）等途

徑，對非目標之敏感作物造成影響，

亦成為臺灣農藥藥害發生的普遍現象
(2, 4, 5)。噴施農藥時小粒子藥滴（約

100µ）往往會受風速與風向的影響，

隨氣流飛越到非目標作物區內，造成

飄散的藥害案例，如蔗田噴施2,4-D

引起鄰近水稻、西瓜及葡萄等作物的

畸形發育；旱田整地前使用動力噴霧

器大面積的噴施巴拉刈，在強風高濕

的環境下，藥滴可飛越兩公尺高的堤

岸，造成對岸4 、5 百公尺遠之秧苗

死亡 (4, 8)（圖六）。

水稻田使用之除草劑也會影響鄰近其

他作物的正常生育；臺灣目前水稻田多使

用硫醯尿素類除草劑，如免速隆、百速隆

及依速隆等防治田間雜草，因為這類藥劑

對人畜毒性低，施藥適期長，省工且效果

好，頗為農民接受使用，但在施藥後10天

內若使用其田水灌溉蔬菜、花卉等敏感作

物容易引起新葉黃化皺縮等藥害現象的發

生；北部地區鄰近水田之設施蔬菜及南部

地區的芋頭都曾有過類似的案件傳出 (5, 10)。

圖四：噴施高倍量之殺菌劑枯克爛引 起

葉緣黃化及黑穗。（蔣永正）
圖五：孕穗期施用殺菌劑鐵鉀砷酸銨造

成穗梗無法正常抽出。（蔣永正）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8

392

藥害的診斷頗為複雜，尤其是單一農

藥藥害的正確判斷更是不易。正確的藥害

診斷是逐步排除不可能的原因，並提出直

接的證據，但是受限於背景資料的不足及

時間的倉促，並非所有案例都能完全達到

理想的解決結果。目前以現場勘察、徵狀

記錄及土壤或植體分析為藥害診斷的主要

步驟 (4, 9)。一般而言受害徵狀仍為最直接且

快速的診斷基礎。但同類藥劑、作用機制

相似的不同種類農藥、或非農藥因子也會

引起類似徵狀。許多病徵會與藥害徵狀相

似，但病原菌大部份有專一寄主，或可以

在受害組織分離到病原微生物加以辨識；

如土壤病害出現莖基軟腐的病徵類似萌前

除草劑，毒素病引起葉變形皺縮則類似生

長調節劑，或葉脈黃化類似光合作用抑制

劑，寄生性線蟲會抑制根生長，幼苗嚴重

矮化則類似二硝基苯胺系藥劑之藥害，但

後者不會引起葉褐化的現象。蟲害如稻細

會引起稻頸彎曲，莖稈乾枯斷裂，與除

草劑伏寄普的徵狀（圖七、八）類似，但

前者稻稈剝開後，莖節處會發現蟲體或蛻

皮等證物。土壤或植體內營養成份不均衡

會影響植物正常生育，缺錳會造成脈間黃

化類似三氮苯系除草劑（圖九），但營養元

素缺乏或過多可以土壤或植體檢測來確

定。種植後施用肥料不當所引起之葉片灼

傷及褐化，則類似葉面接觸型藥劑。其他

如空氣污染也會引起脈間黃化、葉緣黃褐

圖六：除草劑巴拉刈飄散引起之秧苗 藥

害。（蔣永正）

圖七：稻株接觸高量之除草劑伏寄普引

起心葉及部分展開葉乾枯捲曲。

（蔣永正）



圖八：稻株接觸低量之除草劑伏寄普導

致幼嫩葉鞘捲縮無法正常抽出。

（蔣永正）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8

393

化、及葉形扭曲等受害徵狀；低溫則會造

成葉片黃化萎凋等現象。以徵狀研判藥害

最為困難之處，在於徵狀會隨時日而消

失，或進展至更嚴重的褐化死亡，甚至因

為藥害組織發生微生物的二次感染而顯示

綜合的病徵，及徵狀與劑量間的關係均會

干擾診斷的正確性。徵狀的確認可輔助藥

害的正確診斷，只是在不可預知的狀況

下，常常無法做適時的觀察，而喪失掉洞

悉真相的先機。

單純的藥害案例可以田間現場勘察，

及典型受害徵狀的比對，即可歸納出可靠

的原因，但複雜而混亂的分佈與徵狀，則

需藉助植體殘留之農藥測定，甚至組織切

片等微細構造的觀察。但不論是否能得到

周全的診斷結果，作物傷害確已造成，終

究不會回復到完滿的境地，因此正確而精

確的使用農藥，才能確保作物的安全。

農藥在現代作物栽培管理上是控制病

原菌、害蟲和雜草等農業害物最經濟有效

的方法，但是往往因為施用時未掌握住適

當時期和藥量的原則，既不能達到預期的

防治效果，還可能引起作物發生藥害；農

藥在植物體內的作用程度，會因為品種的

差異而不同；植物在不同生育期對藥劑的

反應亦有差別。水稻全生育期中對藥劑最

為敏感，以幼苗期和進入生殖生長初期

（如幼穗分化期）。組織和器官上的敏感程度

圖九：高倍量之殺菌劑三泰芬引起稻

株矮化及葉片黃化(最右盆)。

（蔣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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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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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後者較易恢復正常生育，但受害葉

片的光合作用效率降低，影響植株的生育

狀況。實際上大部分藥害的發生多屬人為

的疏失，噴藥時若能考慮環境因子，並遵

循推薦的使用方法，即可達到最佳藥效及

避免藥害發生的使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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