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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變遷情境之雜草管理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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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雖然有不同的發生境況，雜草乃農業生
態系與農業生物多樣性一項無可迴避的主要
威脅，透過自然或人為耕作傳(散)播各地，或
成為一地的外來植物與入侵雜草。另一方
面，在現行人類活動的模式及化石能源的使
用下，氣候的變遷預料仍將持續的發展，亦
將對社會經濟、生態環境及農業生產帶來複
雜而多層次的影響，包括衍生雜草的管理問
題。氣候快速的變遷引起的不同情境，將更
加深雜草的負向衝擊、影響程度及問題的複
雜度，同時彰顯出雜草管理因應氣候變遷的
動態調整與調適的重要與必要。
關鍵詞︰生態系、調適、緩解、生物多樣性、
入侵雜草、外來植物。

culture becoming exotic plants and/or invasive weeds
of farmland. In the current modes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fossil energy use, trend of climate change is
projected to continue and will bring profound effects
and consequences to socio-economic status, biosystem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cluding
weed
management. New environmental scenarios give rise to
a rapid changes of climate would further deteriorate
and complicat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weeds, while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dynamically adapting and adjusting weed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Key words: Ecosystem, Adaptation, Mitigation,
Biodiversity, Invasive weed, Exotic
plant.

生態系與植物
經過億萬年的漫長演化，地球上充滿了
各式各樣的生物，以不同的群集分散於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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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ystem)。從生存、生活與生產的循環觀
點，因為攝食而達到物質的循環及能量的流
動物)和分解者(概指微生物)三個主要族群關
態系是否穩定，端賴系統中生物間及生物與
環境間的相互依存達到物質與能量的動態平
衡程度。通常生態系中的生物種類愈多，愈
可形成一個穩定不易瓦解的食物網絡，些微
的生物進出變動，生態系可以自動調整以維
持物質與能量平衡，呈現一種生態平衡
(ecological balance)的現象。
當已達穩定平衡的生態系遭受外力入侵
時，必然產生擾動(disturbance)，然後再逐
漸的趨於另一平衡狀態。換言之，從長時間
的觀點，生態系多維持在類似動態平衡
(dynamic balance)之中。然而，當其中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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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生物遭到毀滅或大環境出現劇烈震盪

均衡發展，避免出現具威脅性的特定(殊)雜

時，由於食物鏈被破壞而直接或間接影響其

草，尤其在當前氣候快速變遷的情境下，誠

他生物的生命循環，一如骨牌翻倒的牽連結

屬維護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平衡的重要工

果，嚴重時將造成生態的破壞及不平衡。可

作，也是農業生產上的一項重大挑戰。

以想見在氣候快速變遷衍生的不同情境下，

眾所周知，聯合國的跨政府氣候變遷小

必然影響生態系及其內小生態系的運轉，乃

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至於未來的發展。在地球大生態系統底下，

Change; IPCC)已於 2007 年的第 4 版評估報

有大小範圍不一的諸種生態系分散於不同角

告(4th Assessment Report)中提到百年來的

落 ， 惟 無 論 係 淡 水 (freshwater) 、 海 洋

升溫趨勢及溫暖化的可能衝擊，此氣候快速

(marine)、河口(estuarine)或陸域(terrestrial)

變遷的結果確實在全球各地造成無數災害與

等生態系，植物皆是最重要的構成角色，並

損失，特別是諸如海嘯、颶風、強颱、急降

為推演各生態系發展的動力。

雨、暴風雪及乾旱等極端天氣和異常氣候。

生態系與氣候

如何在經濟發展與因應暖化衝擊之間尋求出

氣 候 (climate) 是 指 某 地 長 期 的 天 氣 型
態，型態的變異乃綜合溫度、濕度、降水、
風、大氣壓力、大氣粒子及其他氣象變數的
混合，氣候一詞則是整體輪廓的趨勢說明。
另一方面，天氣(weather)則是這些氣象變數
的短期變化，常從一日至數日不等。一地生
態系的維持與發展和氣候關係密切，當全球
氣候改變或快速的變遷時，生態系不可避免
的將受到影響，其生物多樣性也可能因此受
到巨大的衝擊。就物種層面而言，生物可能
消失或改變其分布，於是將可能直接或間接
衝擊生物群聚內的物種組成及生物間相互關
係，造成生態系功能與系統的改變。對植物

解決之道，減少或避免相關負面效應帶來的
威脅，或是調適這些不利境遇，將是吾人必
須面對的課題。事實上氣候變遷在臺灣所造
成各層面的影響，已反應於各種產業所投入
因應的成本上，無法豁免於外的農業生產損
失及因應措施即為明顯例子。臺灣先後於
2010 年 6 月 15 日召開『因應氣候變遷農業調
適政策會議』及 2011 年 5 月 10-11 日舉辦『全
國糧食安全會議』
，即在分別針對糧食安全及
農業之資源與生態、產業發展、防災救災、
節能減碳等議題進行跨領域研討，期能未雨
綢繆、適時因應而減少或避免氣候變遷對農
業和糧食供給造成鉅大損失。

而言，植物種類與數量(又稱植物相，Flora)

在研究報告上，例如 Lur et al. (2006)曾

及分佈會因為氣候的變化及變遷而改變，而

指出稻米生產的「安全環境」會因為極端天

且 這 些 改 變 往 往 是 環 環 相 扣 (Barber and

氣而受到嚴重影響，使得產量與品質難以維

Chavez 1983)。當某些特定植物族群過度繁

持穩定。Nee and Hu (1995)發現溫度的升高

衍達到威脅其他植物的生存機會時，無論係

將會延遲滿足果樹生理休眠所需累積低溫到

在地或外來物種(species)，也將可能被視為

達的時間，且不利於開花、受粉與結實，如

生態系潛在的惡意「雜草(weeds)」。這些具

此將導致水果供應的大幅波動。然而，國內

有高度競爭優勢的植物族群，將壓抑或限制

有關氣候變遷對雜草生育與繁衍的研究相對

周遭其他植物的生活甚至造成其被消除，不

甚少，本文期藉以提醒各界對此議題的重

僅降低生物的多樣性，亦破壞平衡的生態

視，不僅在於生態系的完整及生物的多樣

系。因此，如何維持或管理一地植物物種的

性，也當涵蓋農業的永續發展及糧食的安全。

因應氣候變遷雜草管理調適策略

氣候變遷、生態系與植物
氣候的變遷可追溯自地球的誕生開始，
計以千百年或萬年期程，過去發生的多次大
小冰河期可為不同階段的氣候變遷遺留下例
證。然而，自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以來，由
於人類長時期大量使用化石能源(fossil 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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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經濟性栽培的『作物』
，以『野生的植
物』稱呼『雜草』可能更為貼切。任何特定
植物一旦被發現有利用價值而予經濟性計畫
栽培時，就成為作物(crop)。據此論及雜草管
理(weed management)，當定義為控制田區
雜草於可被接受的臨界水準以下採行的管理

及許多的活動(如砍伐與燃燒森林、破壞雨

作為(Zimdahl 1995, Yang 1996)，而非根除

林、土地開發利用、產製化學品等)，造成氣

的滅絕作法。

候的快速變遷結果。尤其在過去三十年間觀

由於雜草與主作物間對自然資源的競

察到的諸多現象可為明證，物理性徵狀如氣

爭、可能成為病蟲源的寄主及相剋毒害的作

溫升高、降雨形態失序、極端天氣事件頻繁

用等原因，致使雜草被認為係干擾作物生產

而增強(如乾旱、熱浪、水患、颱風、冰雪暴)、

力的潛在有害生物，因此雜草管理在作物栽

海平面上升、二氧化碳濃度上升等，生物性

培過程中，無論露地或設施皆是一項重要的

徵狀如病蟲源的發生與消長變化、生物外觀

農耕操作及必要的管理措施(Chiang 1995)。

形態與生育行為差異等均是。這些氣候快速

一般農田雜草發生與土壤中的雜草種子庫

變遷產生的證據，加上人為因應調適

(soil seed bank)有關，也因為各種環境、土

(adaptation)與 緩 解 (mitigation)策 略 所 採 行
的措施，例如引種、育種、栽培管理、土地
利用等，同時引起植物種類、數量與分佈的
變化與變遷。此外，因而所導致外來植物的
加速傳播與流行，或是部分植物物種的異地
遷移，可能形成新的植物分佈且破壞原先的
生態系，產生另一獨特的生態環境。而這樣

壤質地、氣候、耕作方式及除草劑使用等而
產生不同的雜草種類、數量與分佈，又因各
項因子間的交感而產生差異(Dyer 1995, Kuo
2004)。所以，田區雜草相將因這些變因而不
斷地改變(change)與演化(evole)，並與當時
雜草相的關聯及時態上的變化息息相關；反

非自然的改變，將帶給各地區植物相乃至農

之，也可推知一地環境、耕作乃至於雜草管

業生產區相當大的衝擊，甚至可能引起始料

理措施的差異。

未及的社經問題。再者，生物間與植物間交

以耕作方式而言，水田與旱田雜草之發

感的改變、自然界的干擾，亦對於植物相及

生種類與數量即有明顯不同，臺灣旱田雜草

生態系帶來深遠影響。

因明顯環境差異而曾有多達 400 餘種之紀

雜草與雜草相演變

錄，水田雜草則因經常處於湛水及較為均一
栽 培 環 境 而 僅 有 165 種 (Chiang and Leu

雜草(weeds)，一般被認為係田區主(母)

1982, Chiang et al. 2003)。另外，不同農業生

作物以外的植物，也就是未被期待萌生與生

態系 (agroecosystems)中各有 已經適應的 不

長的非主作物(Zimdahl 1995, Yang 1996)。

同種類雜草，以最適合於特定雜草相型態呈

在未被經濟栽培土地上的野生植物，則無所

現於農地，此亦是構成農業生態系中生物多

謂的雜草，概以生態系的多樣性植(生)物視

樣性的一環(Peters et al. 2014)。在氣候變遷

之。因此，特定植物被歸屬於雜草，乃相對

下，勢必造成雜草相不斷的變化及變遷，值

於該地經濟性栽培的主作物而言，沒有任何

得吾人關注與重視，尤其關乎人們的糧食安

一種植物是天生的或絕對的『雜草』。據此，

全上更應有深謀遠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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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及對雜草的影響
如前述，所謂『雜草』
，並非植物分類上
的物種，而係人為的定義，即當某植物非被
期待或被希望出現於特定地點時，就可以或
可能被視為雜草(Zimdahl 1995)。這些在農
場、田園、草坪、花圃或公園等人們刻意經
營土地上非為主要栽種的植物，皆需要被妥
適管理，以維持主作物的正常生育。所以，
花生田中長出的玉米植株，玫瑰園出現的菊
花，稉稻品種田區冒出的紫色稻，都是必須
被清理的雜草。此外，入侵至非其原生地的
外來植物，亦被當地視為雜草，或如所提及
當特定植物族群過度繁衍至威脅其他植物的
生存時，不管係在地或外來植物將可能在當
下以雜草視之，俾以提供其他植物生存空
間。外來的入侵雜草將與在地植物競爭自然
資源，也將逐漸改變原來的生態系，當然更
可能是當地農業(耕)生產的限制因子之一。
在氣候變遷下這些問題預料將更形嚴
重，由於(1)新出現的雜草種類、(2)雜草相的
改變及(3)雜草族群間的消長，氣候變遷將加
劇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及提高農業上雜草管
理的花費。而且在時下頻繁的國際貿易活
動，更提高了外來雜草入侵的風險，使得雜
草管理愈顯其重要與必要，且需要隨時因應
調整略以降低負向作用。舉例來說，每一種
植物通常有其適合的生長與存活環境，當氣
溫因為溫暖化趨勢而升高時，對於受到低溫
抑制的冷涼地區植物將可擴大其生活範圍，
拓移至更高緯度或更高海拔的區域。如此，
將威脅高緯度或高地的植物族群，入侵其棲
息地，改變其生態系(如從草生覆蓋區轉至灌
木林區)。相對的，生長於溫暖地帶的植物，

為例，其具有 C4 型光合作用機制，能夠充分
吸收光輻射能行光合作用，尤其在溫暖、乾
燥氣候或低二氧化碳濃度下相較於 C3 型植
物更有優勢。當溫度上升至 35°C 時，此一雜
草依然表現旺盛生長(Scott et al. 2014)，顯見
其在氣候變遷的溫暖化趨勢下，更將成為高
競爭力雜草。同一報告根據澳洲的一項調
查，指出雜草的干擾每年可造成多達 30 億美
元的農業損失。當我們注意到了外來植物入
侵的早期徵兆時，應當施予及時因應處理，
避免延誤最佳處理時機而釀成生態浩劫。臺
灣近年常見的外來入侵植物如小花蔓澤蘭
(Mikania micrantha) 、 銀 膠 菊 (Parthenium
hysterophorus L.) 、 日 本 兔 蕬 子 (Cuscuta
japonica Choisy var. japonica)」長梗滿天星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等，皆屬有名的案例，前者更是惡名昭彰的
植物殺手。
又依據中央氣象局歷年統計資料，臺灣
每年平均至少有多達 34 次的颱風侵襲，就
氣象災害而言，則因災害性天氣所造成的直
接財物損失年平均約高達新台幣 150 億元，
間接的損失更難以估計，其中約有 85%與颱
風有關。在氣候變遷趨勢下，颱風頻率與強
度將愈形增強，由於造成的巨大擾動及帶來
在時間與空間上的空窗期，預期也將增加外
來植物的入侵機會，進而改變受災地區植物
的 種 類 與 分 佈 。 另 有 研 究 指 出 (Ziska and
Dukes 2011)，有些雜草對於除草劑在較高二
氧化碳濃度下具有較高的耐受力，而除草劑
在缺水情況有較差的效用，因此發生乾旱時
將減損除草劑的除草效果。

一、氣候變遷改變雜草相消長

可能因為氣溫的升高而更加旺盛生長，甚至

氣候變遷對農田雜草相消長的影響，是

入侵至原來更高溫受到限制的地區，與當地

另一值得關切的議題。溫度的升高與降雨頻

植物形成生活與生存的競爭，破壞生態的平

率的改變，有助於某些嗜熱型雜草、較晚萌

衡。以澳洲的 Buffel grass (Cenchrus ciliaris)

芽型雜草及投機型雜草等大量存在於特定的

因應氣候變遷雜草管理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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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系統，改變農田雜草的地景(Peters et al.

式反應，即表現於對氣候改變的耐受性和

2014)。在模擬溫暖化的氣象條件下，臺灣常

逃避性的。此方式會導致該物種超出原有

見 於 二 期 作 發 生 的 尖 瓣 花 (Sphenoclea

的生態適應性能力，使得雜草的適應性與

zeylanica Gaertn) 可 能 會 提 早 到 一 期 作 為

競爭力減弱或擴增，又稱為生存利基/空間

害，其他於二期作分布的雜草也會因為期作

的轉變(niche shifts)，雜草的群落組成會因

間的溫度區段變窄，造成雜草分布的季節性

為適合的生長條件改變形成小尺度的挪

差異縮小，故雜草管理也需要進行相對地調

移。

整(Hsiao et al. 2011)。北美洲南部常見的雜草

 適 應 於 改 變 的 氣 候 條 件 (adaptation to

羅氏草(Rottboellia cochinchinensis)在增溫

changes in climate conditions)：通常與雜

3℃的環境下，會使乾物重及葉面積分別增加

草新特性的演化或優勢個體的最佳化有關，

88 及 68%，以此推測羅氏草可能隨著全球暖

乃這些雜草個體生物適應性天然汰選的結

化趨勢逐漸向北方高緯度地區推移，而造成

果，這樣的性狀轉變(train shifts)會使得雜

另一地方的威脅(Patterson et al. 1999)。除了

草個體間的形態、生理及遺傳上發生變化，

溫度之外，其他氣象因子如光照亦是影響雜

而讓雜草群落組成有明顯的不同。

草萌發與地理分佈的重要因素，中國大陸的
一 種 原 產 中 美 洲 的 菊 科 入 侵 植 物 飛 機 草
(Eupatorium odoratum L.)，就隨著光輻射量
的增強而生質量增加(Zhang et al. 2009)，使
得高光照地區逐漸遭受飛機草入侵危害的風
險，導致當地植物族群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

二、氣候變遷改變雜草分布
整理氣候變遷對雜草的影響，概可分為
三種類型(Peters et al. 2014)，當吾人有此認
識之後，或將有助於雜草管理策略的研擬：
 遷移於有利生長的氣候(migration with a
favorable climate)：由於氣候轉趨於有利，

由此可知，土地利用、農耕操作及非生
物環境(如氣候)加諸於雜草的選拔，將使雜草
物種在生理生態學基礎上的適應性發生變
化，進而影響雜草的擴散與分布。在面對可
能的氣象變遷趨勢下，評估不同雜草生態系
地景的變化，能夠瞭解一地雜草處於氣候變
遷下的適應能力，吾人則可由其適應機制找
尋 出 雜 草 管 理 的 方 式 (Andersson and
Milberg 1998, Peters et al. 2014)。

三、氣候變遷改變雜草與作物間競爭關係
氣候變遷既然同時影響生態系中的每個
構成因子，必然也改變雜草與作物間的競爭

引領合適於此氣候雜草物種的傳入而改變

關係。以大豆為例，Tungate et al. (2007)模

雜草相，這個過程稱為棲地範圍的轉變

擬全球暖化對作物─雜草間相互作用影響，發

(range shift)。當這樣的遷移條件發生時，

現 決 明 子 (Senna obtusifolia) 及 刺 金 午 時 花

雜草需要具備適當的繁殖擴散機制，以適

(Sida spinosa)兩種雜草達到最大生質量的溫

應於人為製造的農耕生態系統中，此種遷

度較大豆高，甚至在最高溫(42/37℃)處理下

移也是造成農業地景改變的原因之一。

兩種雜草的生質量仍高於大豆，且大豆之根/

 馴 化 於 改 變 的 氣 候 條 件 (acclimation to

莖比(root : shoot ratio)在高溫時明顯低於兩

change in climate conditions)：基本上是

種雜草。由此可見，在高溫下大豆的競爭力

指物種內的外表型可塑性沒有隨著氣候改

低於此兩種雜草，因此可預期雜草對大豆的

變而演化調整，而是耐受或逃避的馴化方

生長與產量的危害相當顯著，當大豆田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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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此兩種雜草時當予適當管理。
二 氧化碳 (CO2)濃 度上 升是 造成氣候暖
化的主因之一，而 CO2 又是植物行光合作用
製造含碳化合物所需的碳源，當各種活動製
造的 CO2 排放造成暖化情境的升高，可能同
時會增進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及生產量
(Erice et al. 2006, Chiang and Chiang
2010)。然而，由於對 CO2 的利用途徑不同，
增加 CO2 濃度對於 C3 與 C4 型植物的光合作
用產生的效益也存有差異，C4 型植物的光合
作用效率隨著 CO2 濃度的上升很快就達到飽
和 ， 而 C3 植 物 則 能 持 續 的 進 行 光 合 作 用
(Ziska 2001)。因此，如果其他條件配合，C3
型雜草在高 CO2 情境將比 C4 型雜草更具競
爭優勢。Kimball (1983)也指出 C3 型植物隨

被接受的臨界值以下。因此，
「雜草管理」的
意義，在於採行合適的方法「管理」雜草，
使得作物產量與品質及雜草族群之間維持一
個可接受的平衡，而非「斬草除根」式的根
除 全 部 的 雜 草 (Zimdahl 1995, Yang 1996,
Yang et al. 2004, Yang 2014)。對於不同的生
態系或農耕制度，有必要建立個別的生態系
模擬系統，以評估雜草族群的發展及危害程
度，乃至於分析氣候變遷影響及衍生因子對
植 物 物 種 的 取 代 (displacement) 、 分 佈
(distribution)與挪移(shift)，俾以採行合適的
雜草管理策略與措施，或是對於氣候變遷的
適當調適。另可以雜草風險分析方法(weed
risk analysis; WRA)評估氣候變遷對生物多
樣性及農業生產的潛在風險，協助確認有效

著 CO2 倍增時可提高生物量達 40%，但 C4

的管理方法與作法。

型植物僅增加 11%。所以，可預期在高 CO2

一、雜草管理的規劃

濃度下將會使多年生 C3 型雜草提高光合作

有關雜草管理的規劃各有不同的作法

用效率，其光合產物充分的轉移至地下莖或

(Yang et al. 2004, Ziska and Dukes 2011, Scott

塊莖等積儲器官而有利於其生長與繁衍

et al. 2014)，一般在進行雜草管理的規劃時，

(Oechel and Strain 1985)。如此田間 C3 與

第 一 個 步 驟 常 為 現 地 的 雜 草 評 估

C4 型雜草之間的競爭與分佈可能會因為氣候

(assessment)，應當包括：

暖化及 CO2 濃度的變化而改變，雜草管理的困
難度亦因而增加(Patterson et al. 1999)。Ziska

• 具威脅性的入侵新雜草；

(2000)曾估算提高 CO2 濃度增加雜草競爭對大

• 更具威脅性的現存雜草；

豆 減 產 造 成 的 衝 擊 ， 發 現 C3 型 雜 草 藜

• 由於土地利用改變造成的威脅性雜草；

(Chenopodium album L.) 將 使 得 大 豆 減 產

• 由於採行人為調適氣候變遷策略產生的

39% ， 但 是 C4 型 雜 草 刺 莧 (Amaranthus
retroflexus L.) 的 減 產 幅 度 反 而 由 45% 降 至
30%。顯見 CO2 濃度的上升將影響 C3、C4 型
雜草與農作物間的競爭關係，未來暖化趨勢下
的 C3 型雜草的危害程度可能高於 C4 型雜草。

威脅性雜草。
其次，在氣候變遷情境下，應當要有不同的
策略規劃與優先次序，例如：
• 所增加的潛在雜草問題當針對社會影響
層面大小來排列管理的優先次序；

氣候變遷下的雜草管理
為了避免雜草族群數量干擾母作物或主
要栽種植物的生長，甚或危及收穫物的生
成，就需要給予必要的管理，以控制其於可

• 雜草管理的優先次序仍需視新威脅的高
低隨時調整；
• 增加地方及國家層級策略之間的協調有
助於減少解決地區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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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執行面向上，在氣候變遷下，雜草

的機械與人工割除、生物性的微生物生物防

的管理當視氣候變遷的趨勢調整：

治、耕作管理的耕犁、淹灌與掩埋措施、乃

• 雜草管理的方法因不同雜草種類而異；
• 新出現的雜草種類可能需要新形態的管
理方法；
• 對於極端雜草問題可能需要特定且更有
效的管理方法。

至於雜項的輪作、焚燒等做法，皆可因地置
宜的多項選用。其中，使用化學合成的除草
劑最為便利易行，然而卻將產生一些負面問
題 ， 如 除 草 劑 抗 性 雜 草 (herbicide-resistant
weeds)、土壤污染、水質惡化、對鄰近非標
的植物危害及收穫物殘留毒質等，因此近年

此外，雜草的管理需要搭配追蹤管考，並且

來出現了對應解決的所謂「有機農業雜草管

隨著氣候變遷的情況而有不同的方式:

理

• 從成本考量需要不斷的追蹤是否出現新
的雜草威脅；
• 處理新的雜草威脅優於快速處理新的雜
草種類；
• 對於新的雜草威脅需要頻繁的追蹤、及
時的快速反應；
• 廣泛監控新的雜草威脅可能需要利害關
係者(stakeholders)的共同參與。
其次，人類因應氣候變遷的一些作為，如刻
意 的 調 適 策 略 ， 亦 會 影 響 雜 草 (Ziska and
Dukes 2011, Scott et al. 2014)，例如：
• 耕作方式的改變；
• 因應乾旱氣候農牧業作物之轉換；
• 因應多雨季實施之耕作；
• 因應極端情況變更栽種之耐性作物；

(weed

management

for

organic

farming)」及「生物性農藥(biopesticides)」
(Yang 2014)。受限於不得使用最直接有效的
化學除草劑，有機農業的雜草管理必須善用
物理性、生物性或人為栽培管理的方法進行
雜草管理，因此應當具有預防性及整合性的
策略思維。而以施用除草劑而言，不宜在一
定期間連續的多次噴施同一藥劑，以預防雜
草產生抗性形成所謂的「除草劑抗性雜草」
(Heap 2014, Scott et al. 2014)。

三、一些雜草管理方法的說明
1. 作物栽培及栽植期的調整
關乎於作物栽培生產有關的任何操作受
到氣候變遷而有所調整時，諸如耕犁、施肥
及灌溉等措施，將會影響雜草族群於農田中
的分布。這些調整後的生產操作像是一種「農
耕 經 營 管 理 的 過 濾 程 序 (management-

• 因應水利灌溉變利栽植之新作物；

related filters)」
，在這連續與非連續的操作系

• 引進短期或較快生育速率之外來作物

統下，將會改變雜草群落的分布及影響雜草

(如能源作物、生質量作物、油料作物)。

種類的變化，並決定農田特定組成的雜草群
落 (Mortimer 1990, Sweeney et al. 2008,

二、雜草管理的方法

Ryan et al. 2010)。

有許多文獻資料介紹雜草的管理方法，

栽植期的調整被認為是因應氣候變遷與

如 Yang et al. (2004)及 Yang (2014)曾先後整

全 球 暖 化 的 主 要 調 適 策 略 之 一 (Lur et al.

理一些可用的雜草管理措施及方法提供參

2006, Lee et al. 2009)，然而伴隨著栽植期的

考，讀者可自行覽閱、參考。這些方法分別

調整所發生的田間病、蟲、草害問題，可能

從化學性的除草劑(herbicides)防除、物理性

也 將 出 現 不 同 與 不 等 的 變 化 。 Hsiao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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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以 10 個不同栽植期模擬溫度梯度改變

寡而增加生質量。在氮素含量達 80120 mg

時對雜草相的變化，發現調整栽植期可減少

N kg-1 soil 級距時，生質量開始呈現大幅上

雜草發生的種類，在當地的氣候環境下，一

升，在高量的 240 mg N kg-1 soil 下，不同雜

期稻作時需延後 15 天，二期稻作則提早 15

草間的生質量會出現很大的差異，14 種雜草

天種植。如此，可以減少因為雜草的種類與

的氮肥吸收效率低於小麥，當硝酸銨含量控

數量必須投入較多的管理成本，因而降低對

制於 80120 mg N kg-1 soil 能相對減少雜草

農田生態環境的衝擊。

危害(Blackshaw et al. 2003)。

2. 氮肥施用類型與時期的調整
由於氣候變遷可能提高溫度及雨量，增
加土壤的礦化作用(mineralization)或硝化作
用 (nitrification) 進 行 ， 雖 然 可 增 加 土 壤 養
分，但過於強烈的礦化或硝化作用將造成養
分極易揮失或逸散。為維持作物生產力，施
肥將是必要程序，土壤中含氮量高低及肥料
施用的時機將會機械性地刺激雜草種子的萌
芽，提高雜草對作物之干擾與競爭(Sweeney
et al. 2008, Wortman et al. 2011)。例如於 4
月上旬增施氮肥，會減少玉米田中的睫穗蓼
(Oriental

ladysthumb) 和 藜 (Chenopodium

album)的族群數，但若延後至 5 月下旬增施
氮肥則會增加兩者的萌芽數量。反枝莧
(Amaranthus retroflexus) 和 苘 麻 (Abutilon
theophrasti)在土壤含有 10-100 ppmv 硝酸鹽
會刺激萌芽(Sardi and Beres 1996)，睫穗蓼
和藜在增施 200 kg ha-1 硝酸銨時萌芽率會增
加(Freyman et al. 1989)，所以土壤中的雜草

高競爭力係雜草的主要特徵，雜草多半
能在惡劣的土壤環境中生存，儘管生長早期
存於不利於競爭的條件下，多數雜草物種仍
能和作物繼續抗衡，源於其高比例的生長速
率和養分吸收能力，相對地增加了雜草面對
多變的外部養分供給時之競爭優勢(Harbur
and Owen 2004)。當雜草在面對不同土壤氮
礦化能力時，則會反應出對作物間競爭效應
的差異。苘麻是危害玉米的重要雜草，在低
土壤肥力下，其競爭能力將低於玉米，
Wortman et al. (2011)於是在高礦化潛力土
壤(hight mineralization potential; HMP)與
低 礦 化 潛 力 土 壤 (low mineralization
potential; LMP)類別中，探討不同尿素肥料
用量下對玉米及苘麻間的競爭。在 HMP 中，
發現苘麻受玉米的影響隨尿素比例增加而生
質量下降幅度減少，反而在 LMP 中增加尿素
比例，玉米對苘麻的干擾會增加。換言之，
在 HMP 增施尿素能提高苘麻的生質量與玉

種子受氮素刺激發芽的條件隨氮素型式及濃

米競爭，反而在 LMP 土壤中，玉米對苘麻的

度有所不同。因此當特定雜草出現時，可考

干擾普遍較大(Wortman et al. 2011)。因此若

慮調整氮肥施用的類型，以減少其族群的大

是處於高溫下的高礦化土壤，減施氮肥可降

量發生。

低雜草對玉米的干擾。

在一項比較常見 23 種雜草的硝酸銨吸收

有些萌芽較晚的雜草遇到適當施肥期

效率試驗，以雜草在未施用氮肥時的起始生

時，會促進其生長而干擾旱田作物，例如藜

質量為基準，某氮肥施用時達最大生質量為

(Sweeney et al. 2008)，4 月中旬、4 月下旬及

分子，作為分類方式，將其比值由低至高可

5 月下旬等施肥時期中發現，在沒有施用氮肥

分為 4 種類群(Blackshaw et al. 2003)。大多

時，藜的萌芽率隨時間往後有逐漸增加趨

數的雜草生長反應對硝酸銨的增加為正面效

勢，加上增施氮肥的結果，更是促進其萌芽

應，少數雜草物種則不會因為硝酸銨含量多

率上升。另觀察 3 種施用氮肥時期對藜等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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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生質量的影響，儘管雜草生質量隨著施用

生質量的累積及密度的發展，是經常使用於

量增加而增加，但若越晚施肥對生質量之促

水稻收穫後及旱作作物種植前的耕作處理。

進效果更為顯著(Sweeney et al. 2008)。如玉

但對禾本科的小加拿麗鷸草(Phalaris minor)

米等旱田作物的施肥管理策略中，若能提早

則不然，整地處理反而增加其危害的強度，

施用氮肥除了可促進作物生長外，更能降低

因此視雜草種類選擇適當耕作方式能適度減

因 雜 草 所 帶 來 的 競 爭 (Harbur and Owen

少特定草種的干擾。

2004b, Johnson et al. 2007, Sweeney et al.
2008)。
3. 耕作方式的調整

四、氣候變遷下雜草管理的調整與調適
整體來說，人類因應氣候變遷的一些作
為，如刻意採行的調適與緩解策略，將會影

慣行整地(conventional tillage)、低整地

響 雜 草 的 發 生 (occurrence) 、 消 長

(reduced tillage)及不整地(no/zero tillage)

(fluctuation) 、 流 行 (prevalence) 與 擴 散

皆是常用的耕作方式，除了不整地外，慣行

(dispersal)。例如，由於土地利用、運輸、貿

的整地及低整地採用的耕犁農機隨著地區發

易、園藝、農藝等行為，皆可直接影響雜草

展而略有差異。巴基斯坦在稻麥輪作系統的

以種子、扦插條、塊根、走莖等樣態近距離

整地耕犁慣用圓盤犁(disk plough)及旋轉犁

或長程的擴散。這些人為的各種作為，可能

(rototiller)，印度則常採用耙犁(harrow)及板

改變在地植物與外來植物合適生長的環境，

犁(planking)等(Sharma et al. 2004, Chhokar

使得植物間的廣適性而擴大、縮小或遷移，

et al. 2007, Usman et al. 2012)。但無論使用的

改變其分佈並影響雜草的競爭能力，導致主

耕犁機具為何，都能與土壤間產生摩擦，並

客異位或物種間的消長。舉例來說，由於以

能夠劃破雜草種子的種皮，刺激種子發芽。

下的這些因應氣候變遷的措施，可能導致意

而操作不同的耕犁器具，也會影響雜草種子

料之外的雜草問題：

在土壤剖面的分布，例如旋轉犁僅能將土壤
切碎，使雜草種子集中於土壤表層，促進早

• 耕作方式的改變；

熟禾密度明顯增加，而採用板犁耕耘則使雜

• 因應乾旱氣候農牧業作物之轉換；

草種子被埋入土壤深層不易發芽，能降低族

• 因應多雨季實施之耕作；

群數目。不同耕犁機具與耕犁次數的多寡，

• 因應極端情況變更栽種之耐性作物；

會牽動土壤雜草種子庫的組成(Dyer 1995)，
因此配合當地環境選用合適的耕作方式作為
雜草管理，可以達到減少化學除草劑施用，
農田永續經營的目標(Calado et al. 2010)。

• 因應水利灌溉便利栽植之新作物；
• 引進短期或較快生育速率之外來作物
(如能源作物、生質量作物、油料作物)。

農地生物與環境組成農耕生態系

吾人可發展與利用雜草分佈模式(weed

(agroecosystem)，植物及屬於植物的雜草乃

distribution model)於雜草管理，如針對入侵

其組成分。雜草的組成與分布受到不同耕作

植物(invasive plant species)，分析氣候變遷

方式的影響甚廣，以雜草作物的生態角度來

造成的環境因子改變帶來的雜草生物性影響

看，耕作處理改變雜草在農田中的生長環

(族群建立、持續)。例如，在澳洲 Murray

境，影響其萌芽、分布及族群變動。對闊葉

Darling Basin 地區經過土地利用、淹水及未

類雜草來說，慣行整地的效應能相對降低其

來氣候變化的綜合性評估與分析後，預測將

92

Crop, Environment & Bioinformatics, Vol. 12, June 2015

對於外來入侵植物 lippia (Phyla canescens)的

以達成策略所採行的詳細步驟為行動方案

分佈帶來潛在衝擊(Scott et al. 2014)，因而採

(Scott et al. 2014)。如此，從農場、自然保留

行 必 要 的 生 物 安 全 措 施 (biosecurity

地至地方政府再至國家主管機關，制定符合

measures)以維持生物多樣性，並維護生態系

國家法規之國家級及地方級的規定與策略，

的 潔 淨 水 源 (clean water) 、 土 壤 穩 定 (soil

有效管理現地雜草、嚴格管制入侵的雜草、

stabilization) 及 美 學 價 值 (aesthetic values)

禁止栽植未經國家核可的外來植物，才能使

等多元功能。

得願景與策略得以降低因為時間及資源浪費

結語

造成無效措施的風險，並減少行動方案的執
行成本及提高執行的效率與成效。

雜草就如一般所見的植物，僅在於未有
規模的經濟性利用。雖然有不同的發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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