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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費洛蒙大量誘殺防治田間亞洲玉米螟之效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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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洲玉米螟係亞洲地區常見的玉米重要
害蟲。本研究旨在比較亞洲玉米螟性費洛蒙
誘殺雄蟲與一般慣行化學藥劑兩種處理，對
於田間亞洲玉米螟族群數量及其危害率控制
效果之差異。田間試驗自 2014 年 1 月 31 日
起至 2015 年 3 月 17 日，分別於 0.5 公頃玉米
田設置 22 支性費洛蒙誘蟲器作為大量誘殺處
理區，而以陶斯松噴灑作為化學藥劑防治
區。春作進行了 12 次的亞洲玉米螟族群數量
監測，發現在化學藥劑防治區的族群數量高
於性費洛蒙誘蟲器大量誘殺之處理區，最多
達 41 insects trap-1，而大量誘殺處理區監測
數量則皆低於 10 insects trap-1。性費洛蒙誘
蟲器大量誘殺處理區與化學藥劑防治區的植
株危害率，經過 4 月 18 日、5 月 2 日及 5 月
30 日三次調查，結果分別為 6.7% : 10.5%、
11.4% : 26%及 17.1% : 92.7%。秋作進行了 12
次亞洲玉米螟族群數量監測，在化學藥劑防
治區中族群數量亦較高於性費洛蒙誘蟲器大
量誘殺處理區，12 月中旬數量最高達到 43
insects trap-1，而其中的大量誘殺處理 B 區數
量皆低於 20 insects trap-1、大量誘殺處理 A
區數量則皆低於 15 insects trap-1。性費洛蒙
誘蟲器大量誘殺處理 A 區、B 區及化學藥劑
防治區的植株危害率，於 2014 年 12 月 5 日
分別為 0、5.1 及 38.1%，2014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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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0、12.4 及 39.1%，2015 年 1 月 14 日
分別為 0、16.5 及 37.8%，2015 年 1 月 27 日
分別為 2.2、18.4 及 48.6%。由此霧峰地區一
年春、秋兩期作田間試驗的結果，顯示無論
春作或秋作，兩處理皆可有效降低玉米田間
之亞洲玉米螟族群數量及其玉米植株危害
率，而利用性費洛蒙大量誘殺防治亞洲玉米
螟相較於慣行化學藥劑防治法為佳。因此，
性費洛蒙生物防治法可作為一種安全、友善
環境玉米栽培管理之操作方法。
關鍵詞︰亞洲玉米螟、玉米、性費洛蒙、綜
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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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ian corn borer (ACB), Ostrinia furnacalis, is
an agricultural pest on several crops particularly
corn that widely distributed from China to
Australia in Asia. The objectives of the present
study were to evaluate the fluctuation of ACB
population and the difference of corn damaged
rates by ACB between the treatments of mass
trapping by sex pheromone and 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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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ticide in corn fields during the two cropping
seasons from 31 January 2014 to 17 March 2015. In
the spring season, ACB population in the
chemical pesticide treated field was higher (an
average of 41 insects trap-1) than that of the sex
pheromone treated field (less than 10 insects
trap-1), and the plant damaged rates by ACB in
the field using sex pheromone were 6.7, 11.4 and
17.1% measured on April 18, May 2, and May 30,
respectively, relative to 10.5, 26.0 and 92.7% for
the respective days in the chemical pesticide
treated field. In the fall season, the ACB
population in the chemical pesticide treated field
went up to 43 insects trap-1 in mid December,
higher than both fields treated with sex
pheromone, A field had less than 15 insects trap-1
and B field had less than 20 insects trap-1. The
ACB damaged rates of A field, B field and
pesticide-treated field were measured 0, 5.1 and
38.1% on 5 December 2014, 0, 12.4 and 39.1% on 16
December 2014, 0, 16.5 and 37.8% on 14 January
2015, and 2.2, 18.4 and 48.6% on 27 January 2015,
respectively. As a result, the method using sex
pheromone is a better treatment than pesticide
application in mass trapping ACB in the corn fields
at Wufeng district and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as a safe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method for
controlling ACB locally.
Key words: Ostrinia
furnacalis,
Corn,
Sex
pheromone, Integrated control.

前言
亞洲玉米螟(Ostrinia furnacalis Guenée)
屬鱗翅目(Lepidoptera)螟蛾科(Pyralidae)，
為玉米栽培過程中需留意防治之害蟲
(Chiang 1978, Chu 1979, Chiu and Chien
1985)。亞洲玉米螟屬於雜食性昆蟲，除了玉
米之外，田間取食對象還包括有高粱、小米、
棉花、向日葵、蘆筍、紅豆、甜椒、菜豆、
大豆等作物，而且其廣泛分佈於中國大陸、
臺灣、日本、朝鮮半島、中南半島、南洋群
島、新加坡、印度、斯里蘭卡、烏克蘭、澳
洲、新幾內亞及密克羅尼西亞等地(Mutuura
and Munroe 1970, Chiu and Chien 1985,
Chang 1990)。利用形態分析方法鑑定臺北、
埔里、嘉義及屏東等地的玉米田所採集之玉

米螟，確認臺灣田間玉米螟屬於亞洲玉米螟
(Asian corn borer; ACB) (Horng et al.
1988)。ACB 初齡幼蟲以囓食葉肉為主，較大
幼蟲在玉米雄花出現前會蛀食葉脈中肋或由
心葉鑽入莖內，雄花抽出時並可移蛀雄花花
莖及取食花粉，當雄穗抽出後取食穗絲，甚
可蛀食果穗部之穗粒及穗軸(Camarao 1976,
Morallo-Rejesus 1985)。被害果穗會出現變形
或局部腐爛等徵狀而影響品質，老熟幼蟲於
危害處結薄繭化蛹。受害植株容易受風吹
折，蛀孔附近堆積大量排泄物，嚴重影響玉
米品質及產量，估計 ACB 每年造成損失達
3560% (Hsu et al. 1988a)，因此為玉米栽培
管理需重點防治之關鍵害蟲。
ACB 每日羽化高峰約在天黑後 12 h，
成蟲以一、二日齡時交尾率較高，交尾時刻
多在天黑後 4 h，交尾持續時間可達 66 min。
大部分玉米螟雌成蟲一生僅交尾一次，交尾
率約在 62100% (Hung and Hwang 1990)。
有關玉米螟性費洛蒙之研究，Ando et al.
(1980)分離鑑定日本 ACB 性費洛蒙的組成分
為反 12-乙酸十四烯酯(E-12-tetradecenyl
acetate，簡稱 E12-14:Ac)、順-12-乙酸十四烯
酯(Z-12-tetradecenyl acetate，簡稱
Z12-14:Ac)等，其比例為 E/Z12-14:Ac =
2/3，但其合成品於田間不具誘蟲活性。Klun
et al. (1980)分離鑑定菲律賓的 ACB 性費洛蒙
組成分為 E/Z12-14:Ac = 1/1，且認為乙酸十
四(烷)酯(tetradecenyl acetate, 14:Ac)為前趨
物。Cheng et al. (1981)分析中國大陸的 ACB
性費洛蒙組成分為 E/Z12-14:Ac = 53/47，且
14:Ac 的含量為 E/Z12-14:Ac 總量的 1.8 倍，
惟加入誘餌中會降低誘蟲數。臺灣的 ACB 性
費洛蒙組成分經分離鑑定為 E/Z12-14:Ac =
1/3，而其合成品於田間具誘蟲活性(Yeh et
al. 1989, Hwang et al. 1990, Yen and Huang
1990)。ACB 性費洛蒙誘蟲配方應用於田間之
研究，在中國大陸以 E/Z12-14:Ac /14:Ac =
39/34/27 配方的性費洛蒙田間誘蟲效果良
好(Jiang and Klun 1981)。南 韓 的 研 究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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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則發現 ACB 成 蟲日齡 會影響 性費 洛蒙
EAG 生 物檢定 及田間 誘蟲 結果。當羽 化後
第 2、3 日時，14:Ac、E12-14:Ac、Z12-14:Ac
此三種性費洛蒙組成分在蟲體內的含量達
最 高峰，至第 4 日下 降。14Ac : E12–14Ac :
Z12–14Ac 的比例於羽 化後第 2、3 日，分 別
為 0.91/1/1.38、0.74/1/1.51。另一玉米 田
間 誘 蟲 試 驗 結 果 ， 發 現 在 12 種 配 方 中 以
E/Z12-14:Ac = 1/2 的誘 引效果 最佳 (Boo
and Park 1998)。 而臺灣的亞洲玉米螟性費
洛蒙配方，則為 E/Z12-14:Ac = 25/75 混合
比，再以 1 mg 裝填於塑膠微管之劑型較其他
劑量及橡皮帽者，兼具高誘引力、經濟及易
配製之特性，其費洛蒙劑型之誘雄活性約為 2
隻處女蛾的五倍以上，且持效性可達 2 個月
之久(Hwang et al. 1990)。
臺灣食用玉米在春作、秋作及冬裡作皆
有種植生產，不同季節之 ACB 族群數量密度
不同，而無論在玉米的營養生長期或是生殖
生長期，ACB 皆是影響玉米果穗品質及產量
之關鍵害蟲。目前農民仍主要以化學農藥噴
灑防治為主，使得收穫玉米果穗存在農藥殘
留之風險。因此，本研究目的為評估 ACB 性
費洛蒙大量誘殺防治法與慣行化學農藥防治
法在不同期作之處理效果，比較兩者對於田
間 ACB 族 群 數 量 影 響 及 玉 米 危 害 率 之 差
異，俾於後續建立生產安全無農藥且友善生
態環境之食用玉米栽培管理模式，以期降低
國人對食用玉米果穗農藥殘留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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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m × 53 m 試驗田區(各約為 0.5 ha)，進行
ACB 數量監測與危害率調查。在性費洛蒙大
量誘殺處理區，設置 22 支 ACB 性費洛蒙誘
蟲器(設置圖如 Fig. 1)，每 2 週記錄誘捕蟲
數，試驗過程完全不施農藥。在化學藥劑防
治區，則噴灑稀釋 1000 倍陶斯松農藥(40.8%
乳劑，興農，臺灣)防治 ACB。試驗期間於
2014 年 4 月 18 日開始調查性費洛蒙大量誘殺
處理區與化學藥劑防治區之 ACB 危害玉米植
株情形，評估性費洛蒙與農藥防治 ACB 之效
果。調查時將田區劃分為 9 小區，每小區調查
35 株玉米植株，檢視亞洲玉米螟危害率。每 2
wk 調查其發生情形一次，調查日期分別為
2014 年 4 月 18 日、5 月 2 日及 5 月 30 日等，
合計 3 次。

秋作玉米以性費洛蒙大量誘殺亞洲玉米
螟效果評估
秋作自 2014 年 9 月 18 日起至 2015 年 3
月 17 日，選用農業試驗所 3 塊面積為 95 m ×
53 m (各約為 0.5 ha)試驗田區進行試驗，監
測 ACB 數量並調查其危害率。其中，性費洛
蒙大量誘殺處理 A 區設置 22 支 ACB 性費洛
蒙誘蟲器，每 2 週記錄誘捕蟲數，另在玉米
雄花抽出前 1 wk 及吐絲授粉後 2 wk 噴灑稀
釋倍率 1000 倍之蘇力菌(見達利，臺灣住友
化學)。性費洛蒙大量誘殺處理 B 區，亦設置
22 支 ACB 性費洛蒙誘蟲器，每 2 週記錄誘

材料與方法
亞洲玉米螟性費洛蒙誘蟲器之設置
本試驗大量誘殺之 ACB 性費洛蒙誘餌
係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配製，放置於白色黏板誘蟲盒內，再架設於
玉米田間，每 4 週更換 1 次誘餌與誘蟲盒。

春作玉米以性費洛蒙大量誘殺亞洲玉米
螟效果評估
2014 年 1 月 31 日至 7 月 30 日的春作乃
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2 塊面積為

Fig. 1. Chart of trap’s sites distributed in corn field
(a total of 22 insect traps) for evaluation of
mass trapping with sex pheromone at
Wufeng District of Taichung C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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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蟲數，但試驗過程無額外其他防治措施。
化學藥劑防治區噴灑稀釋 1000 倍陶斯松農藥
(40.8%乳劑，興農，臺灣)以防治 ACB，調查
時將田區劃分為 9 小區，每小區調查 35 株玉
米植株，檢視 ACB 危害率。調查頻率為每 2
週調查一次，調查日期分別為 2014 年 12 月 5
日、12 月 16 日及 2015 年 1 月 14 日、1 月 27
日等，合計 4 次。

量誘殺處理 A 區、大量誘殺處理 B 區及化藥
劑防治區之 ACB 族群數量相近，但隨後至
2014 年底前化學藥劑防治區之 ACB 族群數
量皆高於大量誘殺處理 A 區、B 兩區，尤其
在 12 月中旬達到最高的 43 insects trap -1
(Fig. 3)。性費洛蒙大量誘殺處理 B 區在 2015

試驗統計分析
試 驗 資 料 分 析 以 R 統 計 軟 體 (version
3.1.2)進行 t-test 平均值顯著性檢定以及變方
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並使
用 最 小 顯 著 性 差 異 測 驗 (least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LSD)判定處理間是否有顯著性差
異。統計繪圖則使用 SPSS 公司之 SigmaPlot
軟體(version 10.0)。

結果
春作玉米田間亞洲玉米螟之監測族群數
量變化
從 2014 年 1 月 31 日至 2014 年 7 月 30
日的春作期間，ACB 群族群數量在田間呈現
上下起伏變化，數量皆在 8 insects trap-1 以
上，最多數量可達 41 insects trap-1，直至 7
月中旬降低於 10 insects trap-1 (Fig. 2)。在性
費洛蒙大量誘殺處理區，4 月份時其 ACB 數
量略多於化學藥劑防治區，惟至 5 月份起
ACB 數量即低於藥劑防治區，直至 7 月中旬
近收穫時才達當季最多的 10 insects trap-1，
隨後又降低。在化學藥劑防治區，2 月份第 1
次監測時 ACB 數量為 31 insects trap-1，高於
大量誘殺處理區的 0 insects trap-1，經以藥劑
田間防治後其 ACB 可降至低於 10 insects
trap-1，然隨後即上升而長期高於性費洛蒙大
量誘殺處理區，直至收穫前。

秋作玉米田間亞洲玉米螟之監測族群數
量變化及誘捕數量
從 2014 年 9 月 18 日至 2015 年 3 月 17
日之秋作期間，10 月 8 日所調查性費洛蒙大

Fig. 2. Changes in the trapped Ostrinia furnacalis
collected in corn fields treated with sex
pheromone (mass trapping) and insecticide
(CK) during the spring cropping season of
2014.

Fig. 3. Changes in the trapped Ostrinia furnacalis
collected in corn fields treated with sex
pheromone and insecticide,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fall cropping season of 2014.
A-field: corn field treated with sex
pheromone only. B-field: corn field treated
with both sex pheromone and insecticide.
CK: corn field treated with insecticid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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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初 ACB 族 群 數 量 上 升 至 超 過 10
insects trap-1，近似於化學藥劑防治區，隨後
兩區之 ACB 數量相近至收穫。而性費洛蒙大
量處理 A 區之 ACB 數量自 2014 年起皆低於
5 insects trap-1，直至 2015 年 2 月中旬後才
上升，然至收穫仍低於 15 insects trap-1。在
接近於收穫前的 2015 年 2 月 25 日調查，性
費洛蒙大量誘殺處理 A 區、B 區及化學藥劑
防治組之 ACB 族群數量分別為 14、35 及 44
insects trap-1 (Fig. 3)。反之，就誘殺數量而
言，性費洛蒙大量誘殺處理 A 區每月誘殺數
量皆有增加之趨勢，至 2015 年 3 月誘殺數量
達到最多的 442 隻；性費洛蒙大量誘殺處理 B

Fig. 4. Total numbers of trapped Ostrinia furnacalis
collected in corn field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sex pheromone methods during the fall
cropping season of 2014. A-field: corn field
treated with sex pheromone only. B-field:
corn field treated with both sex pheromone
and insecticide.

區每月誘殺數量亦逐漸增加，惟至 2015 年 1
月的 464 隻高峰後即下降。就 ACB 誘殺數量
總計，性費洛蒙大量誘殺處理 A 區及 B 區分
別為 1052 隻及 1190 隻(Fig. 4)。

不同防治法於春、秋兩期作田間玉米植株
危害情形
2014 年春作性費洛蒙大量誘殺處理區與
化學藥劑防治區在 4 月 18 日之玉米植株平均
危害率無顯著差異，至 5 月 2 日時化學藥劑防
治區平均危害率 26%，顯著高於性費洛蒙大量
誘殺處理區的 11.4%。而至 5 月 30 日時，化
學藥劑防治區平均危害率高達 92.7%，極顯著
高於性費洛蒙大量誘殺處理區的 17.4%(Fig.
5)。比較春作的三次危害率調查，性費洛蒙大
量誘殺處理區之玉米植株平均危害率皆未超
過 20%。跨越 2014 年及 2015 年的秋作，在 4
次田間調查中，性費洛蒙大量誘殺處理 A 區、
B 區及化學藥劑防治區之玉米植株平均危害
率皆呈現顯著差異(Fig. 6)。A 區平均危害率皆
不超過 3%，最高危害率僅 2.2%。B 區平均危
害率較 A 區高，且在生育期間呈現上升趨勢，
但其平均危害率皆不超過 20%，至 2015 年 1
月 27 日時達到 18.4%。化學藥劑防治區之平
均危害率至少皆在 37%以上，最高平均危害率
在 2015 年 1 月 27 日，達到 48.6%。

Fig. 5. The plant infested rates by Asian corn borer,
Ostrinia furnacalis, in corn fields treated
with sex pheromone (mass trapping) and
insecticide (CK), respectively, measured
during the spring cropping season of 2014.

Fig. 6. The plant infested rates by Asian corn borer,
Ostrinia furnacalis, in corn fields treated
with sex pheromone and insecticide,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fall cropping season
of 2014. A-field: corn field treated with sex
pheromone only. B-field: corn field treated
with both sex pheromone and insecticide.
CK: corn field treated with insecticide only.

102

Crop, Environment & Bioinformatics, Vol. 13, June 2016

討論
經過春、秋兩期作的霧峰地區田間試驗
結果，顯示無論春作或秋作，利用性費洛蒙
大量誘殺 ACB 之防治方法皆優於慣行化學
藥劑防治法，可有效降低田間 ACB 的被危害
植株數量，以性費洛蒙大量誘殺處理之田間
植株被危害率皆低於 20%以下。Chen et al.
(2013)的研究報告指出，在每公頃玉米田分別
設置 30 及 40 支性費洛蒙誘蟲器大量誘殺
ACB 時，懸掛 300 條性費洛蒙交配干擾劑，
比 較 使 用 殺 蟲 劑 endosulfan 550g 、
chlorpyrifos 350 g 及 monosultap 550 g 等 3
種 防 治 方 法， 皆 可 達 到約 50%玉 米穗 免 受
ACB 危害的保護效果。然而，比較殺蟲劑、
不施藥、施用性費洛蒙、混施性費洛蒙與殺
蟲劑等 4 種處理，則顯示殺蟲劑與性費洛蒙
交配干擾劑(≧ 200 disp. ha-1)混用及性費洛
蒙大量誘殺(≧ 20 disp. ha-1)之綜合防治，可
提高玉米穗保護效果達到 90%以上，而且施
藥次數可由 3 次減為 1 次。
本試驗在春、秋作兩期作僅以性費洛蒙
大量誘殺 ACB，期間完全不施用任何藥劑防
治，可得到低於化學藥劑對照組的田間危害
率，其春、秋兩期作之 ACB 危害率分別介於
6.717.1%及 5.118.4%之間。若以性費洛蒙
大量誘殺劑搭配蘇力菌進行綜合防治，如秋
作之大量誘殺處理 A 區，其田區玉米危害率
可進一步下降至低於 5%以下，顯示以此生物
綜合防治法可有效控制 ACB 危害。
ACB 在臺灣的族群密度有季節性的消長
現象，每年 3 月下旬開始發生，至 6 月上、
中旬達高峰後又略降低。至 9 月中旬雨季過
後，當田間玉米栽培面積漸增時，ACB 族群
密度又逐漸回升，至 11 月後期族群密度又隨
氣溫下降而減少(Wu 2008)。從本試驗 2014
年春作試驗藥劑對照區之 ACB 田間族群監
測數量，可發現數量多寡的變動呈現鋸齒狀
波動。臺灣的 5 月份開始為高溫多濕氣候，
夏季高溫促使 ACB 生育周期縮短，因此族群

監測數量最多可達到 44 insects trap-1。陶斯
松化學藥劑的施用，可使得 ACB 族群數量減
少而中斷其持續大量繁殖，於是造成 ACB 族
群數量的上下波動。
ACB 在臺灣北部地區一年可發生 3 至 4
代，南部地區一年約發生 7 至 8 代，一代所
需 期 間 23166 日 不 等 ， 每 雌 產 卵 量 約
300500 粒(Wu 2008)。大量誘殺處理區係利
用性費洛蒙誘餌設置於田間持續誘捕 ACB，
可以隔絕 ACB 於田間交配產卵的機會，誘捕
效果可不受天氣/氣候影響。化學藥劑防治在
春作容易受梅雨季的降雨影響而降低防治效
果，又由於化學藥劑的長期大量使用而造成
ACB 的抗藥性，因此減少或逐漸失去防治功
效。由 20142015 年的春、秋兩期作試驗結
果，明顯呈現以性費洛蒙大量誘殺 ACB 的效
果優於化學藥劑防治方法，對於田間 ACB 族
群數量控制具有較佳結果。
此外，臺灣南部於春作後期及秋作早期
之 ACB 族 群 密 度 最 高 ， 其 危 害 率 可 高 達
7090% (Wu 2010)。而本試驗之春、秋兩期
作化學藥劑防治區，在 2014 年春作 5 月 30
日的調查出現最高達 92.7%的玉米危害率，
在秋作的 2014 年 12 月 16 日所調查的玉米危
害率則為 39.1%，至 2015 年 1 月 27 日最後
一次調查時達到最高的 48.6%危害率。雖然
藥劑防治區施用陶斯松可減少 ACB 族群數
量，在春、秋兩期作皆能控制在 45 insects
trap-1 以下，但仍無法有效降低對玉米的危害
率。在高氣溫的季節，ACB 發生密度亦高，
卵塊逐漸趨向聚集式分布；冬季低溫時則呈
現低密度，卵塊、幼蟲及蛹大多符合逢機分
佈(Hsu et al. 1988b)。由本試驗春、秋兩期作
的 ACB 族群數量監測資料顯示，霧峰地區之
ACB 族群數量在兩期作之間並無明顯差異。
農業試驗所氣象站於 2014 年 10 及 11 月分別
所記錄之月均溫為 25.0、22.7℃，此 2 個月份
大多為秋作玉米雄穗開花、雌穗吐絲階段，
而 ACB 卵塊發生高峰處於葉片輪生末期或
授粉期，幼蟲於甜玉米以孕熟期密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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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硬質玉米則以授粉期密度最高，蛹之高峰
在玉米孕熟期(Hsu et al. 1988c)。因此，由於
2014 年春作 5 月份時玉米已經開花授粉，進
入玉米果穗成熟期，藥劑防治施用需減少，
故導致玉米危害率增加；反之，2014 年秋作
的氣溫升高則亦提高了危害率，使得春、秋
兩期作數量無明顯差異。
綜合本項試驗結果，顯示對於降低 ACB
族群數量與玉米危害率，以性費洛蒙大量誘
殺之生物防治法可以取代一般慣行化學藥劑
防治法。當於田間定點設置性費洛蒙誘殺劑
時，可誘捕田間 ACB 雄蟲而減少其於田間交
配與產卵機會，當再配合玉米關鍵生育時期
噴施蘇力菌時，更可獲得有效降低 ACB 危害
之加成效果。根據本試驗方法與結果，以每
分地設置 4 個 ACB 性費洛蒙誘蟲器，配合觀
察誘蟲器內誘殺 ACB 雄蟲數量後，再適時噴
灑蘇力菌的操作方式，可作為非化學農藥施
用之友善環境玉米栽培生產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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