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薊馬體型係小 危害作物種類繁多



影響品質與產量



分泌警戒費洛蒙
警戒費洛蒙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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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蟲源建立

• 台灣花薊馬(Frankliniella intonsa Trybom)

• 小黃薊馬(Scirtothrips dorsalis Hood)

• 南黃薊馬(Thrips palmi Karny)



生物檢定方法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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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力測試裝置：小黃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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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生物檢定器

距離 5 cm

警戒費洛蒙誘餌 花豆子葉(含薊馬成蟲或若蟲)

反應率測試裝置：台灣花薊馬



警戒費洛蒙對薊馬種類無專一性

田間持效6個
月，每 2公尺
懸掛1條

• 花薊馬(Thrips hawaiiensis)
• 台灣花薊馬(Frankliniella intonsa)
• 菊花薊馬(Microcephalothrips abdominalis)
• 管尾薊馬科(Phlaeothripidae)
• 小黃薊馬(Scirtothrips dorsalis)
• 南黃薊馬(Thrips palmi)
• 豆花薊馬(Megalurothrips usitatus)



薊馬在葡萄危害率約達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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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利用薊
馬警戒費洛蒙綜
合防治彰化縣埤
頭鄉長豇豆田薊
馬之效果評估



105年6月14 日至105年 9月6日於埤頭茄子園懸掛薊馬警戒費洛蒙之效果
評估



薊馬在番石榴的危害率高達89.6%

在「番石榴」的防治效果



表、作物經處理警戒費洛蒙，薊馬危害果比率之下降情形 

作物別 
薊馬危害率(%) 受害果實比率之

下降(%) 對照區 處理區 

葡萄 47.2 31.7 15.5 

長豇豆 42.5 30.2 12.3 

茄子 63.4 38.7 24.7 

番石榴第 1 年 92.8 50.0 42.8 

番石榴第 1 年 92.8 69.3 23.5 

番石榴第 2 年 71.0 36.4 34.6 

番石榴第 3 年 46.7 26.9 19.8 

番石榴第 4年 36.8 12.7 24.1 

番石榴第 4年 36.8 8.6 28.2 

    受害果實比率再下降 12.3 - 42.8%，平均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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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害蟲薊馬以警戒
費洛蒙綜合防治效果
評估

經2年試驗顯示可提升一倍的油茶產量



表、2017 年至 2018 年於不同作物推廣利用警戒費洛蒙綜合防治薊馬之效果評估(橡皮帽型薊馬 

    警戒費洛蒙) 

作物別 年度 地區 警戒費洛蒙處理 對照區 比較 

(A-B) 

品質提

升比率

(%) 
採樣數 危害率 A 

(%) 

採樣數 危害率 B 

(%) 

檸檬 2017 屏東縣里港鄉 125 粒 52.0 125 粒 61.3  -9.3 15.2 

檸檬 2018 屏東縣里港鄉 125 粒 48.8 125 粒 76.0 -27.2 35.8 

茂谷柑 2017 台中市東勢區 125 粒 79.2 125 粒 92.0 -12.8 13.9 

文旦 2017 雲林縣斗六市 125 粒 70.4  98 粒 80.6 -10.2 12.7 

草莓 2018 苗栗縣大湖鄉 768 粒  0.1 852 粒  4.0  -3.9 97.5 

蘆筍 2017 台南市佳里區 568 支 43.3 198 支 57.1 -13.8 19.9 

紅豆 2017 屏東縣萬丹鄉 250 棵  49.11) 250 棵 69.4 -20.3 29.3 

紅豆 2018 台中市大里區 250 棵  25.51) 250 棵 33.4  -7.9 23.7 

千代蘭 2017 屏東縣萬丹鄉 130 支 49.2  90 支 75.6 -26.4 34.9 

腎藥蘭 2017 屏東縣萬丹鄉 106 支 12.3 116 支 35.3 -23.0 65.2 

茉莉花 2018 彰化縣花壇鄉 583 朵  15.81) 847 朵 62.2 -46.4 74.6 

茉莉花 2018 彰化縣花壇鄉 294 朵 31.6 847 朵 62.2 -30.6 49.2 

1)使用微管型薊馬警戒費洛蒙。 

2) 品質提升比率(%) = [(對照區危害率(B) -警戒費洛蒙處理危害率(A))/ 對照區危害率(B)] x 

100% 



每2公尺懸掛一個，田間持效6個月



橡皮帽型薊馬警戒費洛蒙使用量

• 薊馬危害多種經濟作物
• 花卉1074公頃(含茉莉花44、洋桔梗91、玫瑰189、蘭花750公頃)

• 蔬菜6688公頃(含蘆筍469、甜椒1298、番茄4415、草莓506公頃)

• 果樹36356公頃(含茂谷柑1771、文旦柚4047、檸檬2655、芒果
15905、番石榴7320、葡萄2785、印度棗1873公頃)

• 雜作6621公頃(紅豆)

• 面積總共約50739公頃，每2 m懸掛一個，
若每分地使用250粒，共需12,684,750粒。
每粒誘餌以20元估算，則年市場規模估計
約新台幣25.4億元。



本案授權內容

(一)授權標的：
1.橡皮帽型薊馬警戒費洛蒙配製技術。
2.橡皮帽型薊馬警戒費洛蒙登記資料(含確效試
驗、佐證資料、理化試驗(含規格檢驗方法))。

(二)交付材料：
1.橡皮帽型薊馬警戒費洛蒙配製技術手冊。
2.橡皮帽型薊馬警戒費洛蒙確效試驗、佐證資
料、理化試驗(含規格檢驗方法)等登記資料。

(三)輔導時數：10小時(48小時為上限)，共計3次
，諮詢服務成本約10,000元。



授權金計價金額

• 本案以非專屬技術移轉(或專利/品種授權)方
式公告徵求業者，授權生產(及製造)地區限
我國管轄區域內，銷售國內及銷售出口地區
不限，授權期限為5年

• 授權金142萬元，衍生利益金銷售總額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