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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水稻生育期間遭逢二化螟

要
(Chilo suppressalis) 及 瘤 野 螟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等蛾類害蟲的危害，影響稻株生長及稻穗稔
實，造成嚴重的產量損失。昆蟲性費洛蒙具有專一性、毒性低、使用劑
量小等優點，應用於害蟲的監測與防治深具潛力。農民對於水稻害蟲的
管理，常憑藉多年的田間經驗決定防治時機，或於田間稻叢出現枯心、
白穗或捲葉等危害徵狀之際，才進行必要之管理措施；往往過早或延遲
管理時機，致使未能有效壓制該害蟲的危害。性費洛蒙在水稻栽培期間
的應用，可提供農民掌握蛾類害蟲的發生時期及族群數量，據以作出正
確的管理對策。本場近年來投入水稻蛾類害蟲性費洛蒙管理技術的研
究，進行二化螟及瘤野螟等害蟲性費洛蒙配方的探討，填充載體的試驗
及性費洛蒙誘蟲組於田間的最佳配置條件評估等。已陸續確認台灣的二
化螟及瘤野螟等的性費洛蒙有效誘引配方，並能夠有效監測二化螟及瘤
野螟族群變動情形，已整合作為稻病蟲害發生預測的工具。目前已開始
提供區內稻作栽培農民採行以提升害蟲防治時機的掌控，可有效減少藥
劑施用的頻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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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水稻生育期間遭逢二化螟

言
(Chilo suppressalis) 及 瘤 野 螟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等蛾類害蟲的危害，二化螟幼蟲取食會造成插
秧初期的側黃莖、分蘗期稻株出現枯心或於抽穗後稻株出現白穗(1, 9)；

至於瘤野螟幼蟲將葉片縱捲成苞，藏身其內取食葉片上表皮及葉肉，其
中以分蘗盛期造成白葉及抽穗期後危害提供稻穗主要養分來源的劍
葉，影響稻株生長及稻穗稔實，造成嚴重的產量損失(2, 3, 6)。水稻蛾類害
蟲的防治對策包括藥劑防治、控制氮肥施用量及調整插秧時期等措施以
降低水稻產量損失。此外，昆蟲性費洛蒙具有專一性、毒性低、使用劑
量小等優點，應用於水稻害蟲的管理深具潛力。
昆蟲性費洛蒙是昆蟲為了達到有效交配與生殖以繁衍後代為目的而
分泌的物質，該物質可透過化學分析的技術加以分離、鑑定，並應用化
學合成技術大量生產，所製成的誘餌可應用於蟲害管理。主要的應用層
次包括害蟲發生的監測（Monitoring）
、大量誘殺（Mass trapping）或交
配干擾（Mating disruption）等(11)。農民對於水稻害蟲的管理，常憑藉多
年的田間經驗決定防治時機，或於田間稻叢出現枯心、白穗或捲葉等危
害徵狀之際，才進行必要之管理措施；往往過早或延遲管理時機，致使
未能有效壓制該害蟲的危害。性費洛蒙在水稻栽培期間的應用，可提供
農民掌握蛾類害蟲的發生時期及族群數量，據以作出正確的管理對策。
台灣於 1984 年起開始投入昆蟲性費洛蒙的研究與應用，目前已推廣
的性費洛蒙種類包括斜紋夜蛾、甜菜夜蛾、蕃茄夜蛾、甘藷蟻象、楊桃
花姬捲葉蛾及茶姬捲葉蛾等，主要用於害蟲偵測及大量誘殺。本場近年
來投入水稻蛾類害蟲性費洛蒙管理技術的研究，於轄內進行二化螟及瘤
野螟等害蟲性費洛蒙配方的探討，填充载體的試驗及性費洛蒙誘蟲組於
田間的最佳配置條件評估等。研究成果於 97 年 12 月辦理「水稻蛾類害
蟲性費洛蒙管理技術」之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於彰化縣二林鎮、竹塘
鄉及臺中縣外埔鄉等水稻栽培區域進行大範圍試驗及推廣的工作，有效
監測二化螟、大螟及瘤野螟族群變動情形，已整合作為水稻病蟲害整合
性管理的工具。

水稻主要蛾類害蟲及防治依據
水稻生育期間遭逢二化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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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o suppressalis) 及 瘤 野 螟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等蛾類害蟲的危害，其中二化螟於一期稻作，
瘤野螟於二期稻作的危害嚴重影響水稻產量。二化螟雌成蛾產卵於葉片
上，初齡幼蟲移行並鑽入葉鞘取食造成稻株出現側黃莖，2、3 齡幼蟲蛀
入莖幹危害，使得分蘗期稻株出現枯心或於抽穗後稻株出現白穗(1, 9)；
至於瘤野螟幼蟲將葉片縱捲成苞，藏身其內取食葉片上表皮及葉肉組
織，每期稻作有 3 出蛾盛期及幼蟲危害期，其中以分蘗盛期造成白葉及
抽穗期後危害提供稻穗主要養分來源的劍葉，影響稻株生長及稻穗稔
實，造成嚴重的產量損失(2, 3, 6)。
二化螟的經濟危害基準訂為 5%枯心率或 2%白穗率。二化螟蛾發生
盛期後 2 週內，於稻叢側黃莖出現盛期，亦即幼蟲 1 至 2 齡期防治效果
最佳(1, 9)；若考量防治成本與產量損失，一般認為側黃莖率達 12%以上
才有施用藥劑防治之必要。然而，各世代二化螟蛾出現期頗長且有數個
高峰出現，調查側黃莖之高峰期需要專業的經驗及耗費人力，不易由農
民來採行。
瘤野螟的經濟危害基準訂為每叢稻約有 5-6 片葉片被害，或每叢稻
平均有 2 至 3 齡幼蟲 1 隻以上(2,

10)

；最佳的防治時機在成蛾發生盛期後

7 至 10 天，適逢卵孵化期間為之；或在孕穗末期稻田每平方公尺平均有
成蟲 1 隻以上時，應注意防治(3, 6)。目前建議農民於成蛾發生盛期，每
網掃可捕獲 1 隻成蛾後 7 天進行第一次施藥，隔 14 天再施藥一次的處
理方式，可得到極佳的效果(6)。然而，瘤野螟是長距離遷飛性害蟲(14)，
可在區域內發現成蛾數量爆增卻與該地區原有蟲源發生情形不相吻合
的現象，顯示出發生時期的不確定性，使得農民無法掌握成蛾發生或遷
入聚集的時間，而錯失最佳防治時機(7)。

水稻蛾類害蟲性費洛蒙研究進展
二 化 螟 性 費 洛 蒙 由

Z-11-hexadecenal

(Z-11-16Ald)

、

Z-13-octadecenal(Z-13-18Ald) 及 Z-9-hexadecenal(Z-9-16Ald)所組成(17)。
二化螟性費洛蒙及誘蟲燈在田間誘殺二化螟蛾之消長趨勢具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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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且性費洛蒙較誘蟲燈對於族群密度較低之越冬世代及第 1 世代成
蟲，誘捕蟲數高達 6.9 及 2.5 倍

（4, 5）

。二化螟性費洛蒙的誘殺範圍極大，

越冬世代可達 100-400 公尺，第 1 世代 50-100 公尺 15。Kondo and Tanaka
（

）

(1995) 發現性費洛蒙誘集成蟲數與被害株率具密切關係，當越冬世代成
蛾誘集數量達 56 隻，第 1 世代成蛾誘集數量達 144 隻相對應可造成 5%
的水稻產量損失(16)，顯示可應用於判斷是否需要防治的依據。田間懸掛
誘蟲盒大量誘殺，二化螟性費洛蒙處理的田區卵塊數目較未處理區減少
74.39%，第 1 世代雄成蛾數量較未處理區減少 61.64%。相較於未處理
區，二化螟性費洛蒙處理的田區側黃葉、枯心、白穗分別減少 70.9、57.1
及 44.30％

(18)

。此外，以高劑量二化螟性費洛蒙處理，可降低 77.6%第

1 世代成蛾的交配率，但對於越冬世代則無顯著的效果(19)。
有關瘤野螟性費洛蒙的研究，由於地理上的變異，在亞洲地區就有
三種性費洛蒙組成配方，包括菲律賓配方：(Z)-11-hexadecenyl acetate
(Z11-16:Ac) 、 (Z)-13-octadecenyl acetate (Z13-18:Ac) ； 印 度 配 方 ：
(Z)-11-hexadecenyl acetate (Z11-16:Ac) 、 (Z)-13-octadecenyl acetate
(Z13-18:Ac) ； 及 日 本 配 方 ： (Z)-11-octadecenal (Z11-18:Ald) 、
(Z)-13-octadecenal (Z13-18:Ald) 、 (Z)-11-octadecen-1-ol (Z11-18:OH) 、
(Z)-13-octadecen-1-ol (Z13-18:OH) (12, 13)。日本學者 Kawazu, et al. 於 2000
年鑑定出當地瘤野螟蛾的性費洛蒙組成，並進行瘤野螟遷飛理論驗證及
親緣關係判別，初步證實日本及中國大陸的瘤野螟有相同的親緣關係。
至於瘤野螟是長距離遷飛性水稻害蟲，Kawazu, et al. (2005) 証實中國南
方的南寧、越南的河內及日本的瘤野螟是相同的地理族群，推論瘤野螟
每年 4-5 月藉由西南季風的協助由中國最南方或越南北方 (北緯 22 度的
地區) 往北遷移，6-7 月間藉由低層噴射氣流的協助由中國南方遷往中
國中部、韓國及日本等地(14)。此外，學者普遍認為瘤野螟認為台灣與日
本二期稻作瘤野螟的蟲源來自中國大陸，本場試驗結果推論台灣應在瘤
野螟由中國最南端遷往日本的路徑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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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並比較日本、菲律賓及印度等三種水稻瘤野螟合成性費洛蒙配
方的誘引能力，結果顯示日本配方對台灣的水稻瘤野螟具有誘蟲活性，
菲律賓及印度配方僅捕獲極少量成蛾。載體比較顯示以塑膠微管較橡皮
帽有較佳的誘引效果。性費洛蒙誘餌有效誘引期間可達 1.5 個月以上。
誘蟲盒高度試驗顯示，距離水稻植株上方 0 公尺較 0.2 公尺及 0.4 公尺
誘集到較多的瘤野螟成蛾。此外，誘蟲盒在田間的配置亦會影響到瘤野
螟誘引效果。性費洛蒙誘集蟲數與田間掃網捕獲成蛾數量及誘蟲燈誘集
數量，在瘤野螟族群變化上有相近的趨勢。顯示合成性費洛蒙應可作為
瘤野螟田間族群發生監測之用(7, 8)。

水稻蛾類害蟲性費洛蒙應用
本場自 2008 年起於彰化縣二林鎮、竹塘鄉及臺中縣外埔鄉等水稻栽
培區域進行大範圍試驗及推廣的工作。2008 年於彰化縣二林地區稻米產
銷專業區之主要稻作栽培區域
崁頂、頂庄、西勢、下庄、外竹、
竹圍、廣興巷及溝頭等地區分為
20 個區塊，每個區塊隨機選取
數個監測點，於一期稻作插秧
後，每個監測點分別懸掛二化螟
及瘤野螟性費洛蒙誘蟲組各 1
個，每週調查 1 次誘集成蛾數量
(圖一)。

圖一、二林地區水稻蛾類害蟲性費洛蒙監測

於 3 月下旬發現誘集二化螟成蛾數量達到高峰期，平均每個誘蟲盒
累計誘集 46.7 隻二化螟成蛾，其中以溝頭(1)監測點累計誘蟲數量高達
182 隻。依據成蛾高峰期及數量，通知溝頭(1)、溝頭(2)及下庄等 3 個監
測點地區農民於 4 月上旬施藥防治；其他監測點則因誘集成蛾數量偏
低，則建議不需防治。4 月下旬水稻枯心盛期進行調查，整體稻株受害
率(枯心率)低於 0.5%。5 月上旬第一世代成蛾進入羽化高峰，平均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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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蟲盒累計誘集 57.8 隻，其中以溝頭(2)及竹圍(2)監測點累計誘蟲數量
分別為 128 及 149 隻，透過班長轉知該區塊農民進行防治。6 月上旬水
稻白穗盛期進行調查，整體稻株受害率(白穗率)低於 0.2%。至於一期稻
作栽培期間，分別於 5 月下旬及 6 月中旬誘集少量瘤野螟成蛾，田間僅
出現少量捲葉情形，顯示瘤野螟族群偏低，遂建議農民無須針對瘤野螟
進行防治。
一期稻作以昆蟲性費洛蒙誘集二化螟蛾變動情形如圖二。水稻分蘗
盛期，二化螟於 3 月 26 日為出蛾盛期，經田間調查發現，4 月 5 日稻株
葉鞘出現黃化情形，即一般稱為稻叢側黃莖，此時幼蟲正值 1 至 2 齡期，
為最佳的防治適期。4 月 16 日二化螟幼蟲已蛀入稻株莖幹，稻株進入枯
心盛期。顯示二化螟成蛾盛期至稻株枯心盛期，有 3 週的時間差，可以
提供農民充裕的時間來預為防範二化螟的危害。同樣地，5 月 7 日為下
一個世代成蛾盛期，直至 3 週後(5 月 28 日)稻株呈現白穗盛期(圖二)。
因此，二化螟性費洛蒙誘蟲組可有效監測二化螟蛾在田間的變動情形，
並依據成蛾發生盛期來決定防治適期。

圖二、二化螟性費洛蒙監測二化螟蛾的變動情形；●:溝頭、○:竹圍 (2008 年一期稻作)

Fig. 2. Population dynamic of Chilo suppraliss moths captured by sex pheromone, ●:溝
頭、○:竹圍 (first-season croppi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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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栽培農民於害蟲發生重點時期懸掛昆蟲性費洛蒙誘蟲組，可提
升對害蟲防治時機的掌控，每期作減少藥劑施用的次數 1 次以上。性費
洛蒙誘蟲組內含性費洛蒙誘餌及載體，每組成本約 35 元整，每組有效
期間達 2 個月，涵蓋範圍可達 1 公頃以上，每期作懸掛 2 次，每期作成
本約 70 元整。農民懸掛後若能減少 1 次施藥，每公頃即可節省藥劑費
用加上施藥工資達 3,000 元整，相當具有經濟效益。此外，性費洛蒙誘
餌填充於載體置於誘蟲盒內，使用劑量極少，並未直接接觸作物及環
境，無污染農業生態環境之虞，與農民慣行的管理措施不會產生衝突，
值得大量推廣使用。

結

語

農民在水稻生育期間為了將病蟲害對產量的影響降到最低，定期的
檢查是必要的工作。每週定期檢查可協助農民瞭解病蟲害及天敵在田間
的現況，提供農民決定採取何種管理措施的重要依據。農民可直接計算
田間害蟲的數量及病害發生的嚴重程度，使用掃網捕捉移動性高的昆蟲
或使用燈光來誘集趨光性的害蟲，以瞭解害蟲發生的趨勢。然而，要能
熟練運用上述的監測技術均有其瓶頸及不便利性，需要長期經驗的累積
與嚴謹的訓練。這時候，若能有簡便的病蟲害監測技術提供農民應用於
自身栽培的稻田，對於提升農民對病蟲害防治時機的掌握，進而減少防
治藥劑的使用量及使用次數，將有極大的助益。稻田懸掛昆蟲性費洛蒙
誘蟲組可監測二化螟及瘤野螟等的發生趨勢，提供農民瞭解蛾類害蟲的
發生時期及族群數量，據以掌握最佳的防治時機，並依據一定時間內誘
集成蛾數量作為判斷是否需要施藥防治的依據，應可有效節省防治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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