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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of insect sex pheromone 

(性費洛蒙的來源與定義)  

• The term "pheromone" was introduced by 
Peter Karlson and Martin Lüscher in 1959, 
based on the Greek pherein (to transport) and 
hormone (to stimulate).  

• A chemical secreted by an animal, especially an 
insect that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r behavior 
of other members of the same species, 
functioning often as a means of attracting a 
member of the opposite sex.  

  (費洛蒙一詞源自希臘文的pherein及hormon，分別有傳遞及興奮或刺激的意思。其係指一種由生物個體分泌出體
外，可引發或刺激其他同種個體，產生某些行為反應的揮發性化學物質。在蛾類昆蟲，性費洛蒙為雌蟲發情時
所分泌的味道，吸引雄蟲前來交尾以繁衍子代。) 

http://chemical.askdefine.com/
http://animal.askdefine.com/
http://insect.askdefine.com/
http://development.askdefine.com/
http://behavior.askdefine.com/
http://species.askdefine.com/


Techniques of sex pheromone lures 

in pest control(性費洛蒙誘餌在蟲害防治上之技術)  

1.Monitoring / detection  

2.Mass trapping 

3.Mating disruption 

 
每分地甘藷田設置4個性費洛蒙誘蟲器， 
全期執行大量誘殺甘藷蟻象， 
防治效果達55~65% 
減少1-3 次用藥 



花姬捲葉蛾誘蟲器 黑角舞蛾誘蟲器 甘藷蟻象誘蟲器 
鱗翅目昆蟲上衝型誘捕器 



重要害蟲性費洛蒙之相關產品 

Relative products of insect sex pheromones 

Products Item 

Lures  

(20 種害

蟲) 

柑橘粉介殼蟲(Planococcus citri)、番石榴粉介殼蟲(Planococcus minor)、

花姬捲葉蛾(Cydia notanthes)、桃折心蟲 /粗腳姬捲葉蛾(Grapholita 

molesta / Cryptophebia ombrodelta)、黑角舞蛾(Lymantria xylina)、小白紋

毒蛾(Orgyia Postica)、荔枝細蛾(Conopomorpha sinensis)、茶姬捲葉蛾

(Adoxophyes sp.)、亞洲玉米螟(Ostrinia furnacalis)、番茄夜蛾(Helicoverpa 

armigera)、豆莢斑螟(Etiella behrii)、粉斑螟蛾(Ephestia cautella)、甘藷蟻

象(Cylas formicarius)、小菜蛾(Plutella xylostella)、斜紋夜蛾(Spodoptera 

litura)、甜菜夜蛾(Spodoptera exigua)、水稻二化螟(Chilo suppressalis)、

甘蔗條螟(Chilo sacchariphagus)、印度榖蛾(Plodia interpuctella) 

 

Mating 

disruptant 

花姬捲葉蛾(Cydia notanthes) 

桃折心蟲 /粗腳姬捲葉蛾(Grapholita molesta / Cryptophebia ombrodelta) 

 

Traps CFB-trap, SPW-trap, CTM-trap, Lep-Up-trap 

 



我國農藥管理法規在昆蟲費洛蒙之管理  

類別：生物農藥之生化農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年11月8日「農藥理化
性及毒理試驗準則」  

  (1) 第三條 農藥理化性試驗項目修正草案對照表
的 二、(三)項指出生化製劑係指源自天然產物，
具明確化學結構，非以直接毒殺害物為防治機制
之製劑。其理化性試驗項目與有機化學製劑之規
定相同。  

 



   (2)依據其準則第三條 農藥毒理試驗
項目修正草案對照表的二、(三)項 

    
  指出費洛蒙使用時，定置於釋放裝置(affixed 

dispensers)内而未直接接觸作物，預期對人類健
康無風險性及對環境無不良影響者，得免提供毒
理與殘留試驗資料；屬於特性明確且與已登記為
同一化學結構群者(如Straight chain Lepidopteran 
pheromone, SCLPs)，得免提供原體毒理試驗資料，
而年使用量超過375 g/ha時需提供之毒理試驗項目。  



農藥田間試驗準則 

• 關於昆蟲性費洛蒙田間試驗，進行其確效試驗，再輔以相
關佐證資料；由於大部屬未核准登記有效成分，需於國內
辦理三場次田間試驗。  

第五條附件三  農藥田間試驗場次與規模修正規定 

未核准登記有效成分 已核准登記有效成分 

少量使用範圍 主要使用範圍 

新登記使用範圍 已登記使用範圍註 3

 
應於國內辦理或提供

國外至少三場次田間

試驗或其試驗資料，

且其中至少二場次為

完全試驗。註 1

 

 

應於國內辦理或提

供國外至少一場次

之完全試驗、驗證

試驗或其試驗、科

學佐證資料。 

應於國內辦理或提

供國外至少三場次

田間試驗或其試驗

資料，除殘留量試驗

外，其中至少二場次

為完全試驗。註 2

 

應於國內辦理或提

供國外至少一場次

之完全試驗、驗證試

驗或其試驗資料。 

註 1：殘留量試驗應於國內辦理至少一場次之完全試驗。 

註 2：每日可攝食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簡稱 ADI)低於 0.002 mg/kg-bw/day 或未

曾登記使用於食用作物而新申請登記使用於食用作物者，其殘留量試驗應於國內辦

理至少一場次之完全試驗。 

註 3：倘申請登記混合劑農藥者，需個別單劑均已登記於相同使用範圍者始等同「已登記

使用範圍」而適用本規定。 



昆蟲費洛蒙登記資料製備 

計畫一：天然植物保護資材商品化研發及有
效應用  

計畫二：植物保護微生物製劑暨性費洛蒙資
材之開發及其商品化  

害蟲性費洛蒙誘餌： 

   小菜蛾、花姬捲葉蛾、荔枝細蛾、番石榴
粉介殼蟲、柑橘粉介殼蟲、甘藷蟻象、斜
紋夜蛾、甜菜夜蛾  



昆蟲性費洛蒙 
田間監測/偵測、大量誘殺用量低 

每公頃每年大量誘殺使用量： 

 

甘藷蟻象：約240 - 480 mg (40 trap/ha，甘藷全期約6個月，每月加新誘餌) 

 

斜紋夜蛾：約60 - 600 mg (5 - 10 trap/ha，誘餌每月加置1條) 

 

小菜蛾：約144 - 400 mg (120 - 200 trap/ha，誘餌每3個月用1個。) 

 

茶姬捲葉蛾：約40~320 mg (10 trap/ha，每3個月加置一個誘餌。) 

 

不會超過375 g/ha/year的用量，且害蟲性費洛蒙誘餌
使用時均置於誘蟲器內使用，因此，免毒理資料。  

Ps: 1 g = 1000 mg 



「產品化害蟲性費洛蒙誘餌」 

商品化工作流程 

田間試驗設計書 費洛蒙原料 

農藥田間藥效試驗 
送檢本所農化組 

進行農藥理化性試驗 

(約 60 – 100公克) 

書寫計畫書 

計畫書審查 

檢送防檢局 

取得EUP 

本所應用組協助審視 

行文廠商委託進口 

廠商上網申請 

防檢局審核通過 

購置費洛蒙原料 

配製害蟲性費洛蒙 

經檢定有效後 

配製性費洛蒙誘餌 









圖一、花姬捲葉蛾性費洛蒙象皮帽誘餌確效試驗之田間設計圖(阿拉伯數字代表

處理別，A、B、C、D、E為區集/重複，詳見 4. 田區規劃) 

 

第一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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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菜蛾：土庫、竹塘、信義 



花姬捲葉蛾： 

員林、楠西、卓蘭 



目前進度 

• 完成田間確效試驗：小菜蛾、花姬捲葉蛾、
荔枝細蛾、番石榴粉介殼蟲、柑橘粉介殼
蟲 。 

• 取得EUP：甘藷蟻象、斜紋夜蛾、甜菜夜
蛾。 

• 小菜蛾性費洛蒙登記資料技轉中。  



昆蟲性費洛蒙誘餌商品化的思量 

• 使用於監測、大量誘殺，用量少。 

• 置於誘蟲盒中，沒有接觸作物，不會有殘留量的問題。 

• 昆蟲性費洛蒙大部為特殊化合物，仰賴化學合成，理化試
驗成本高。 

• 田間進行確效試驗，證實誘餌的有效性為可行的。 

• 大量誘殺的效果評估不似藥劑試驗，須經長期、大面積進
行試驗。 

• 因害蟲屬性：關鍵害物(如小菜蛾、甘藷蟻象)、非關鍵害
物(如小白紋毒蛾、粗腳姬捲葉蛾)的商品化。 

• 害蟲寄主：很多害蟲為雜食性害蟲。 



期  望 
•害蟲費洛蒙的商品化為一新的目標之一。 

•我相信未來在農藥管理相關單位的努力，藉由平
台計畫，害蟲費洛蒙的商品化過程將更趨於合理
化、便利化，轉動各領域產業的齒輪，使得使用
者在取得昆蟲費洛蒙的產品資材上更加便利。 

 

 

         敬 請 指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