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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103 年度服務創新精進執行計畫 

專案名稱：安全資材-昆蟲費洛蒙農民應用的 

輔導與推廣 

 
壹、計畫依據 

一、行政院 96 年 7 月 23 日院授研展字第 09600152471 號函頒「政

府服務創新精進方案」。 

二、前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2 年 8 月 15 日會研字第

1022160894 號函修正「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實施計畫」及「政

府服務品質獎評獎作業手冊」。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 年 3 月 5 日農秘字第 1030102311 號函訂

定「第 7 屆(103 年度)農委會服務創新精進實施計畫」。 

 

貳、計畫期程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 

參、計畫源起及目標 

昆蟲與人類息息相關，若把世界上的動物種類畫成一個大餅，昆蟲的

種類佔四分之三強。例如有益的蜜蜂提供蜂蜜供人類食用，有害的蟑螂、

蚊子的危害引起人類生病，還有一些植食性昆蟲，因危害農作物也成為害

蟲。據估計，全世界農作物的生產，每年因有害生物的侵害，造成約 42%

產量損失，僅蟲害一項的產量損失約 16%。一般害蟲防治，使用化學殺蟲

劑，便利、有效又經濟。惟人類長期依賴及不當使用農藥防治害蟲，就會

導致生態失衡，諸如：抗藥性害蟲的增加，傷害非標的的生物及天敵，促

使主要害蟲重覆發生及次要害蟲猖獗；另有些殺蟲劑具長效性及生物蓄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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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有產生環境污染及傷害人體健康等疑慮。因此，如何維護環境安全，

同時永續經營農業，是為現今重要的課題。為使農民能有效防治害蟲，又

生產安全衛生的農產品，此時結合安全合理使用農藥，及其他方法的整合

性防治，也是目前害蟲防治的趨勢。 

    田間害蟲的綜合防治計畫，就如建造一間房屋，以害蟲取樣調查、害

蟲的經濟防治基準及害蟲族群動態為地基。蟲害防治技術就如房屋的樑柱

一樣，其技術有抗蟲品種、耕作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誘引及忌避

劑利用、不孕技術、遺傳操縱、法規防治、殺蟲劑等多種方法，單獨或兩

種以上方法組合使用。其中昆蟲性費洛蒙因具種別專一性，除了可當作害

蟲防治技術，亦可運用為取樣技術，進行經濟危害限界評估，為作為防治

決策基礎的地基。若將昆蟲性費洛蒙防治技術，綜合運用於農作物防治體

系中，應可使化學殺蟲劑合理及減量使用，並維護地球的生態。 

昆蟲費洛蒙是天然的氣味，可因功能的不同分為幾種，例如蛾類交尾

前，先由其雌成蟲分泌「性費洛蒙」，引發雄成蟲前來完成交尾。螞蟻發現

食物後，其腹部末端分泌「軌跡費洛蒙」，其他螞蟻因此可以跟隨而形成蟻

道。蜜蜂因為受到攻擊而分泌「警戒費洛蒙」，驅使其他同伴前來協助。蚜

蟲因為感知寄生蜂欲前來寄生而分泌「警戒費洛蒙」，告知週邊的蚜蟲逃離

等。此些「費洛蒙」具揮發性、均發生於種內，刺激或引發其他同種個體，

產生特定的行為反應。就多種昆蟲費洛蒙的研究與應用，以昆蟲性費洛蒙

最屬成熟，其田間應用技術包括監測/偵測、大量誘殺、交配干擾防治等三

種。 

就多數農民而言，化學殺蟲劑的使用對害蟲防治有效、經濟且便利。

而昆蟲性費洛蒙與殺蟲劑在許多特性上就有所不同，如昆蟲費洛蒙無毒

性、具種別專一性、可大面積不限時間實施、無殘留等問題。因此需加強

教育農民使用，以有效應用昆蟲性費洛蒙，在害蟲整合防治系統中。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費洛蒙實驗室，曾分別與本所農藥化學組、中央

研究院、中興大學化學系、靜宜大學應用化學系、嘉義大學化學系、朝陽

科技大學應用化學系、修平科技大學化工系合作，經多年的研究，已開發

19 種害蟲性費洛蒙誘餌、1 種害蟲性費洛蒙交配干擾劑、4 種型式乾式誘蟲

器等。目前，也針對危害多種果品的薊馬，開發其警戒費洛蒙製劑與應用

方法，期能協助果農解決蟲害問題。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開發的19種害蟲性費洛蒙誘餌，分別可誘引果樹

害蟲(荔枝細蛾、花姬捲葉蛾、粗腳姬捲葉蛾、桃折心蟲、番石榴粉介殼蟲、

柑橘粉介殼蟲、黑角舞蛾、小白紋毒蛾)，雜糧及特作害蟲(甘藷蟻象、亞

洲玉米螟、甘蔗條螟、茶姬捲葉蛾)，蔬菜及水稻害蟲(甜菜夜蛾、斜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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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番茄夜蛾、小菜蛾、豆莢斑螟、水稻二化螟)，以及穀倉及藥材倉害蟲

(粉斑螟蛾、印度榖蛾)等20種害蟲。 

一般，於田間使用害蟲性費洛蒙誘餌誘殺害蟲時，先將害蟲性費洛蒙

誘餌置於誘蟲器中，再懸掛於田間。被誘的害蟲進入誘蟲器中即出不來，

最後餓死於其中。常使用翼型黏膠式誘蟲器，其配合害蟲性費洛蒙誘餌對

許多蛾類害蟲的誘捕效率佳。惟由於其黏膠面積有限，蟲子黏滿了或風沙

多的地方，需常常更換黏板，導致使用成本偏高且不便利，成為「利用性

費洛蒙大量誘殺防治害蟲」的瓶頸。藥毒所開發了甘藷蟻象誘蟲器、花姬

捲葉蛾誘蟲器、黑角舞蛾誘蟲器、鱗翅目上衝型誘蟲器等4種型式乾式誘蟲

器，使得利用性費洛蒙誘殺害蟲的實施應可更加便利。 

為推廣農民使用昆蟲性費洛蒙綜合防治害蟲，藥毒所從民國 72 年起即

參與農林廳、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之昆蟲性費洛蒙的推廣工作，協助生產及

供應害蟲性費洛蒙誘餌與推廣教育工作等。推廣的害蟲性費洛蒙包括有斜

紋夜蛾、甜菜夜蛾、甘藷蟻象、及楊桃花姬捲葉蛾等。至目前，可供推廣

的害蟲性費洛蒙誘餌達 10 種。從我們多年來推廣的經驗，農民的需求為推

廣成功的重要因子；執行面上生產誘引有效的害蟲性費洛蒙誘餌，以及提

供田間便利應用技術亦為重要的因子。另由於昆蟲性費洛蒙對農民而言為

新的防治害蟲方法，為協助其將「昆蟲性費洛蒙」導入其生產體系中，持

續不停的推廣是必須的。因此，試驗研究研發的害蟲性費洛蒙誘餌需進一

步量產。由此，建立生物與化學研究人員合作，生產品質穩定的昆蟲性費

洛蒙；建立誘引有效的害蟲性費洛蒙誘餌的試量產標準流程；簡化害蟲性

費洛蒙誘餌的供應與推廣，以增加推廣面。當前，食安問題重重，農民對

昆蟲性費洛蒙的需求有增加的趨勢，廠商也有意願技轉。「昆蟲性費洛蒙」

的商品化成為重要課題，結合生物與化學研究人員，製備昆蟲費洛蒙登記

所需資料，使其能順利上市。 

「昆蟲性費洛蒙」為一種蟲，一種味道。因此，只能誘引一種害蟲。

而害蟲之所以成為害蟲，就是它的數量過多。我們可以利用「昆蟲性費洛

蒙」的誘引，來調降其數量，降低其為害。這樣，防治成本也可降低。本

計畫藉由加強昆蟲費洛蒙的開發，增加害蟲費洛蒙的種類。建立昆蟲性費

洛蒙試量產標準流程，生產誘蟲有效的害蟲性費洛蒙。提供費洛蒙相關資

材，推廣農民使用；且進一步開始「昆蟲性費洛蒙」登記資料的收集，期

許因著有更多農民使用「昆蟲性費洛蒙」，生產安全衛生的農產品，並有利

於台灣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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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施對象 

本所生物藥劑組「費洛蒙研究」團隊、農化組、技服組、靜宜大學、

嘉義大學、農民、農會、鄉鎮公所農業單位、產銷合作社、農藥業者。 

伍、計畫實施要項與具體作法 

 

實施要項 具體作法 預期目標 

加強昆蟲費

洛蒙產品開

發提供防治

害蟲之安全

資材 

一、 加強生物與化學部門

的合作關係，建立研究

團隊，開發新產品。 

二、 建立昆蟲性費洛蒙試

量產標準流程，生產誘

引有效之性費洛蒙誘

餌，供推廣農民使用。 

三、 收集與製備昆蟲性費

洛蒙登記資料，技轉廠

商以利商品化。  

 

一、外部效益 

(一) 提供農民害蟲性費洛蒙

應用技術與資材，綜合

防治害蟲，降低防治成

本。 

(二)產品技轉廠商商品化。 

二、內部效益 

(一) 增廣所內不同領域同仁

之技術領域，提升工作

能力。 

(二) 跨領域分工合作，提高

研發效率，增加害蟲費

洛蒙資材。 

建立昆蟲性

費洛蒙應用

技術教材及

輔導農民應

用 

一、編印各種重要害蟲「利

用性費洛蒙防治害蟲應

用技術」推廣資料，提供

農民綜合防治害蟲之參

考。 

二、於田間輔導農民應用，

協助建立以費洛蒙管理

害蟲之防治體系。 

三、辦理講習會、座談會、

產品展示會、田間觀摩等

活動，傾聽農民之心聲，

一、外部效益 

(一)增進農民利用費洛蒙管

理害蟲技術，降低生產成

本支出，提高經濟效益。 

(二) 提供教材，簡化及增加

服務對象，提升服務品

質。 

二、內部效益 

(一) 建立作業流程，保證服

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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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項 具體作法 預期目標 

提出改善措施及合宜之

利用性費洛蒙管理害蟲

模式，同時傳遞新知，強

化農民應用昆蟲費洛蒙

管理害蟲技術。 

 

整合流程 一、外部整合 

(一) 提供多樣化、整合性之

昆蟲性費洛蒙應用教材

與試量產產品，供其他

單位參考、應用。 

(二)利用座談會、講習會與業

者、農民進行雙向溝

通，提升農民、業界對

昆蟲性費洛蒙之知能。 

二、內部整合 

(一) 跨組水平式整合推廣講

師團隊：所長指定推廣

講師，由具農民教育訓

練經驗之同仁，協助其

他團隊成員，熟練表達

技巧，強化團隊能量。 

(二) 跨組垂直式整合農民教

育訓練之教材：由所長

指定專人負責教材整

合，包括推廣手冊、簡

報檔、登記藥劑清單及

其他相關資訊等，並定

期討論、更新，適時傳

遞最新資訊。 

一、 外部效益 

(一) 調和農政單位、學校與

學術單位、農民、農會、

農藥商與政府之關係，

以主動聯繫與解決問題

之方式，提升服務品

質。 

二、 內部效益 

建立團隊精神，成就組

織文化，強化所級之服

務能量，提升服務品

質。 

資通訊(ICT)

服務導入 

一、提供電話、民意信箱、

傳真及臨櫃等多種諮詢

一、外部效益 

(一) 利用多元方式提供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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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項 具體作法 預期目標 

 方式。 

二、即時更新農藥資訊系

統、植物保護資訊系統等

網路訊息，其相關資訊如

新農藥使用方法、許可證

資料、農藥標示、農藥登

記狀況、植物保護手冊

等。 

三、昆蟲費洛蒙種類與應用

技術等資訊於所方網站

公開，並不定期更新，提

供及時、正確之資訊。 

 

性費洛蒙與農藥合理使

用之諮詢與服務。 

(二) 網際網路之便捷服務系

統，可提供各類最新資

訊，供業者、農民查詢、

參考。 

(三) 不定期提供更新版本供

下載，優質化服務品

質，亦符合節能減減碳

之環保目標。 

二、內部效益 

(一) 簡化內部操作流程，提

升工作效率，降低能源

耗費。 

(二) 建立無紙化作業系統，

創造節能減碳之服務

系統。 

陸、實施步驟 

本計畫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備案後，由本所相關單位執行。 

柒、管制考核 

一、定期檢討各實施要項之執行成效，並依實際需求，調整作業流程，

擬定改進方案。 

二、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評獎作業，於 104 年 1 月 10 日前提報「政府

服務品質獎參獎申請書」送該委員會審核。 

捌、績效檢討 

定期實施各執行項目之管考，針對未達成預定目標之項目，隨時提出

改進方案，並加以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