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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萵苣為臺灣第二大外銷蔬菜產業，主要

栽培期為每年9月至翌年4月。為逐步落實害

蟲整合管理及推動友善防治，於雲林縣麥寮

鄉外銷萵苣生產專區自108年8月起設置10個
監測點，截至109年8月止，利用性費洛蒙誘集

進行全年度夜蛾類數量監測，並每週記錄，監

測結果顯示，該區域發生夜蛾類以斜紋夜蛾

及甜菜夜蛾為主，周年監測期間分別於108年
10～11月及109年5～6月出現2次之蟲口數驟
升高峰，進一步分析不同監測點之蟲口數量差

異，顯示隨作物種類及耕作型態差異，不同監

測點之夜蛾類蟲口數量存有落差。因此，藉由

建置區域性夜蛾類監測機制，不僅提供外銷

萵苣生產專區夜蛾類之好發種類、位置與時

間之重要資訊，也可作為萵苣生產之蟲害整

合防治決策應用，例如作為栽培管理措施之

調整依據，以期有效降低受害風險，減少防治

藥劑使用，強化食品安全。

夜蛾類幼蟲於萵苣危害特性

雖然不同種類夜蛾幼蟲危害部位與習性

不盡相同，但危害特性近似，其友善防治管

理策略相近，故於危害程度判斷時應優先留

意下列危害特徵。

一、發生初期-遺留大面積食痕與蟲糞之特殊
危害徵狀

臺灣田間常見的夜蛾類有「斜紋夜

蛾」、「甜菜夜蛾」與「番茄夜蛾」，以及去 
(108) 年新入侵的「草地貪夜蛾」又稱為秋行

軍蟲。然而此類害蟲晝伏夜出，常常只見危

害不見蟲體，惟有植株上留下大面積的蟲孔

與取食後排出的蟲糞，為初步判斷受害之重

要特徵。

文／圖 ■   張為斌1、謝明憲1、江明耀2、郭明池1

1臺南區農業改良場、2農業試驗所

斜紋夜蛾 甜菜夜蛾 番茄夜蛾 秋行軍蟲

1臺灣田間常見的夜蛾類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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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夜蛾類幼蟲具有食性雜及食量大的特點

夜蛾類幼蟲具有食性雜及食量大的特

點，環境適應力強，於田野間普遍存在，不

僅為蔬菜生產之重要害蟲，也危害多種農作

物。在雲林外銷萵苣生產專區全年皆可發

生，且世代重疊，一般於春秋兩季發生最為

顯著，發生時大量啃食植株，直接影響農作

物生產。其成蟲之繁殖力強、產卵數量多，

環境適合時，常於短時間內大發生，造成大

面積危害。

三、經濟危害-啃食幼苗頂芽、蛀食成株葉
球、遺留糞便污染生菜

在萵苣栽植過程中，夜蛾類害蟲若發

生於幼苗時期，可直接啃食幼苗心部導致缺

株；生育中期危害植株葉片則造成葉片破洞

之傷口，不但影響植株生長，更可能增加病

害 (例如葉斑病) 發生風險；生育後期危害則

可能蛀食葉球，遺留糞便污染生菜產品，直

接導致產品喪失商品價值。

萵苣專區之夜蛾類周年好發趨勢

經於雲林縣麥寮果菜生產合作社契作

田區設置10個監測點，其中8個監測點環繞

2夜蛾類啃食萵苣在葉片留下蟲孔

3取食後遺留糞便污染生菜

4監測點分布位置，8個監測點環繞栽培地區四周，2個監測點
設於栽培地區中間位置

5設置不同種性費洛蒙時，保持一定距離，避免互相干擾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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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地區四周，2個監測點設於栽培地區中
間位置，生產專區涵蓋位置 (地段) 包含雲林
縣麥寮鄉山寮段、興寮段及永吉段與崙背鄉

有勸段及永安段。每個監測點設置4種夜蛾
類性費洛蒙誘蟲盒，包括斜紋夜蛾、甜菜夜

蛾、番茄夜蛾及草地貪夜蛾 (秋行軍蟲)，每
週紀錄一次各種誘蟲盒誘集的成蟲數量。監

測期間自民國108年8月至109年8月，經分析

蟲害好發趨勢，歸納其特徵分述如下：

一、好發種類：「斜紋夜蛾」與「甜菜夜蛾」

綜觀整體監測結果，該區域主要夜蛾

類以斜紋夜蛾與甜菜夜蛾為主，調查全期所

有監測點平均週誘捕蟲數，斜紋夜蛾為60.4
隻、甜菜夜蛾為74.1隻；番茄夜蛾及草地

貪夜蛾則各為1.8及2.5隻，後二種夜蛾類害

蟲，誘捕數量相對較少。

二、好發位置：生育後期落花生田及休耕田等

田間蟲害發生風險與周邊作物種類息息

相關，雖然萵苣生產專區係藉整合鄰近區域

契作田區，組成集團生產區塊，但並非大面

積單一作物生產模式，於產季初期難免有其

它尚待收穫作物存在，或於產季後期時，已

有其它新種植作物加入，因此若監測田區附

近有下列作物或耕作模式存在時，均可發現

容易受到夜蛾類害蟲之影響：

1. 落花生：即監測區塊內之落花生作物面積
占比越高，受夜蛾類危害風險越高。主要

因萵苣產季初期，仍屬於二期作，生產田

區鄰近尚存有大面積待收穫落花生作物，

而於產季後期，已進入為一期作，生產專

區內陸續有新植水稻與落花生等作物。每

逢落花生栽培後期及採收期，因防治工作

停止，夜蛾類密度顯著上升，時間點與發

生高峰時間相近。當落花生採收時，田間

作業擾動也容易促使害蟲轉移至鄰近萵苣

田區。

2. 休耕田：即監測區塊越鄰近休耕田、綠肥

田或平地造林區，受夜蛾類危害風險越

高。主要由於前述田區多採粗放管理，無

積極進行蟲害防治，害蟲容易孳生，影響

鄰近萵苣田區。以單一監測點的平均誘捕

蟲數分析，斜紋夜蛾於第1、2、3及5號監
測點平均誘捕蟲數高於整體監測點的平均

數60.4隻；甜菜夜蛾於第1、2、3、5、9及
10號監測點平均捕集
蟲數高於整體監測點

的平均數74.1隻。上述

田區中，以編號1、2、

6 萵苣產區夜蛾類性費洛
蒙誘引成蟲數量變化及
氣象變化，監測期間於
1 0∼ 1 1月與 5∼ 6月有 2
波斜紋夜蛾與甜菜夜蛾
好發高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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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及5號區塊長期緊鄰休耕田、綠肥田或平

地造林區，而9及10號區塊附近則於產季
初期與後期之落花生作物面積占比較高，

因此，前述位置夜蛾族群數量及危害風險

相對較高，本場已建議自109年秋作起需
列入加強防治管理之重點區域，並持續調

查田區周邊作物相消長，以作為避開害蟲

發生高峰期種植或加強防治管理之調整依

據。

三、好發時期：10～11月 (產季初期) 及5～6
月 (產季後期)
周年監測期間「斜紋夜蛾」與「甜菜夜

蛾」之誘捕蟲數於10～11月及5～6月出現兩
波密度高峰，「斜紋夜蛾」誘捕高峰期間為

108年10月9日起至11月27日及109年4月29日
至7月1日 ，其中108年10月30日調查資料達
平均每監測點426.7隻為最高峰，另一高峰

則是109年5月20日326.3隻。「甜菜夜蛾」誘

捕高峰期間為108年10月4日起至11月27日及
109年5月6日起至7月1日，其中108年10月23
日調查資料達平均每監測點523.2隻為最高
峰; 另一高峰於5月19日為236.8隻。由氣象資

料顯示，好發高峰發生前皆屬於雨量偏低且

氣溫高於20℃的季節交替期間，且分別適逢

萵苣產季初期及產季後期。基於夜蛾類於氣

溫低於15℃及連續降雨多日的條件下，成蟲

及幼蟲活動力會下降，並形成不利生存的逆

境，進而減少田間蟲口數。但監測期間僅有1
週之週平均氣溫低於15℃以下，且終年有寄

主作物存在，顯示當地氣候環境頗適合夜蛾

類生存，其中又以乾燥溫暖時期務必留意夜

蛾類防治管理。

整合性友善防治策略規劃之推薦

一、因應好發田區及好發種類之調整規劃

在萵苣生產專區藉由設置10個夜蛾類害
蟲監測點，確認不同區塊夜蛾密度存有差異，

即不同的栽培區域之夜蛾類危害風險不同。因

此持續於生產專區應用性費洛蒙監測害蟲密

度，係有助於即時瞭解田間夜蛾類發生趨勢。

傳統害蟲管理模式，多直接採行藥劑防治，但

為落實友善防治管理，建議優先導入下列措

施以有效減少田間害蟲危害風險：

1. 產季初期審慎選擇種植田區：建議萵苣栽
培區避免緊鄰休耕田、綠肥田或平地造林

區，因前述區域多採粗放管理，常容易引

發夜蛾類害蟲孳生。若選址時無法避開該

等區域，建議栽植前於該等區域內增加性

費洛蒙誘殺點，以大量誘捕夜蛾成蟲，降

低危害風險。

2. 落實清園作業：產季初期，務必於前期作

物收穫後，及時清除田間雜草、殘株與落

葉，並建議實施深耕作業，以破壞害蟲繁

殖場所並消滅部分殘存蟲蛹，減少害蟲孳

生源。

3. 注意鄰田作物害蟲遷移危害：注意鄰田
作物種類及採收時期，尤其是落花生等作

物，因其屬於夜蛾類害蟲重要寄主，適逢

鄰田作物採收時期，需加強防治，防止害

蟲遷移危害。

4. 減少田間初期蟲源：建議選擇前期作種植
水稻田區栽種萵苣，若前期作非水田，則

建議於種植前全園淹水至少三天，以除滅

田間土棲蟲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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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應好發熱點需增設性費洛蒙誘殺佈建
以強化區域聯防效益：夜蛾類大量發生區

域，除利用性費洛蒙誘蟲盒進行監測外，

亦可增加性費洛蒙誘蟲盒懸掛密度，以達

到大量誘殺防治目的。增設數量之建議，

斜紋夜蛾每公頃5～10個、甜菜夜蛾每公

頃20～30個及番茄夜蛾每公頃5～10個。

二、因應好發時期之預防措施推薦

乾燥溫暖的氣候環境適合夜蛾類生存，

可透過觀察性費洛蒙誘蟲盒誘捕蟲數變化，

掌握害蟲發生時機，依據本研究之蟲口數變

動資訊推估，若單週誘集蟲數高於平時蟲數

的6倍以上，或連續二周之誘集害蟲量呈倍

數成長，通常為大發生之前兆，推薦優先防

治措施計有：

1.預先加強懸掛性費洛蒙誘殺器進行共同防
治，降低區域內雄蟲數量，減少雌蛾交配

機會，可減低整體害蟲數量，減少農作物

損失。

2.建議加強用藥防治，間隔5～7天需再防治
一次，並持續密切追蹤應用性費洛蒙誘捕

蟲數變化與田間幼蟲發生情形，以利即時

推估卵孵化高峰至1～2齡幼蟲盛期之防治
適期，並作為投入防治措施後之成效評估

依據。

三、因應夜蛾類於誘捕蟲口數驟升高峰期之

防治規劃

1.加強低齡幼蟲高峰期防治：「斜紋夜蛾」與

「甜菜夜蛾」之卵期約1週，故於誘捕蟲數

驟升高峰期後1～2週，為低齡幼蟲高峰期，

正是防治的最佳時期，錯過防治適期後大

齡幼蟲對藥劑耐受力較高，防治難度大。

2. 於生育後期或已近採收期作物，建議採
用低毒防治資材：於作物生育後期或已近

採收期，建議優先選用微生物源或者植物

源殺蟲劑，例如，蘇力菌，並提升防治頻

度，以降低害蟲孳生並兼顧食品安全。

3.強化田間巡察以利加強防治，減緩蟲害擴
散：誘捕蟲口數驟升高峰期，務必儘速巡

察田間作物並定位嚴重受危害區域，立即

加強藥劑防治，若行有餘力，建議摘除卵

塊、移除幼蟲及清除受嚴重危害的植株或

葉片，帶出田區外銷毀。

結語

藉由夜蛾類害蟲周年監測分析，已初步

釐清雲林麥寮萵苣生產專區夜蛾類危害種

類、發生位置及好發時期間的差異。但建議

生產團體仍需於萵苣生產專區持續應用性費

洛蒙進行害蟲誘捕監測，首要為可確認危害

作物之夜蛾類害蟲種類，以利於推動區域內

共同誘殺防治措施。其次為釐清不同集團產

區之長期監測蟲數差異，以有效評估不同區

域間蟲害風險，提供選址及防治管理調整依

據。最後為釐清好發時期，以利掌握最適防

治時機，適時投入最佳防治資材進行應用。

期望藉由本文所提供整合性友善防治策略規

劃推薦，有助於外銷萵苣生產專區夜蛾害蟲

之綜合防治管理效果，以期有效降低外銷萵

苣產季初期與後期受夜蛾類害蟲危害風險，

並大幅提升產業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