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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窄胸天牛誘引產卵陷阱防治效率之探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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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張淳淳、黃秀雯、林明瑩。2015。柑橘窄胸天牛誘引產卵陷阱防治效率之探討。臺南區

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66：61-67。
柑橘窄胸天牛危害柚樹根系，造成樹勢衰弱，嚴重影響麻豆文旦產業。產卵誘引為近年

來新興之防治方式，成效良好，廣為農民採行。本研究探討產卵誘引法之防治效率，2012
年柑橘窄胸天牛繁殖季節，於麻豆文旦柚園以圈捲皺摺之報紙與重疊木板等二種陷阱，進行

柑橘窄胸天牛誘引產卵試驗。結果顯示雌天牛皆會在兩種陷阱上產卵，而木板處理之文旦樹

較報紙處理能誘使雌天牛產下更多卵。進一步比較兩種陷阱上的產卵差異，木板上誘得之卵

堆數顯著多於報紙，窄胸天牛於一組木板陷阱上最多可產下 8.67 堆卵，報紙平均為 3.53 堆。

比較兩種陷阱的單堆卵粒數，木板陷阱所誘得之每堆卵粒數顯著多於報紙陷阱，木板上之單

堆卵粒平均為 270 粒卵，報紙則為 182 粒卵。總計所有木板上之產卵數為 34,114 粒，為報

紙之總卵數 9,631 粒之 3.5 倍。根據試驗結果，木板陷阱成效最佳，操作上的便利性也優於

報紙陷阱，為最為推荐之誘引產卵方式。

現有技術： 傳統上對於柑橘窄胸天牛之防治，多採燈光誘集、徒手捕捉為主。化學防

治受限於害蟲土棲習性，除了對環境衝擊較大，效果也不顯著。

創新內容： 本研究比較兩種產卵誘引資材，發現利用木板的整體誘集效果較報紙為佳，

使用上不受天候影響，可有效且大量的誘集到雌蟲產卵。

對產業影響： 木板陷阱相較於農藥，效果較佳也符合環境永續需求。藉由阻斷害蟲生

活史，進而降低田間密度，減少對於柚樹的危害，確保品質，提升農民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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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柑橘窄胸天牛 (Philus antennatus)，分布於臺灣，中國及印度等地 (3)。成蟲夜行性，雌蟲

產卵於樹幹、土壤的隙縫或落葉上，幼蟲孵化後鑽入土壤，取食寄主之鬚根、根皮，造成根

部輸導功能受損，養份及水份運輸因而受阻，導致地上部葉片稀疏、黃化，使得樹勢逐漸衰

落，嚴重者導致植物死亡 (2,9,10)。根據臺灣和中國大陸果樹害蟲名錄記載，寄主有柑橘類、桑、

茶、溼地松等 (3)，然而在臺灣文獻中，未曾有過危害芸香科作物的記述。在鄰近的分佈地中

國，柑橘窄胸天牛曾於廣西造成溼地松 (Pinus elliottii) 與火炬松 (Pinus taeda) 的大規模死亡
(1,2)，受害植株歷經多年衰敗過程，而死亡者多為十多年株齡的樹木。由於柑橘窄胸天牛之

幼蟲期長達兩年以上，若寄主死亡後，則會向鄰近根系擴散，持續危害。Svacha et al.(10) 的

研究則指出，較年輕之樹木會受到此蟲之嚴重危害甚至死亡。2002 年 5 ～ 6 月間，臺南麻

豆許多文旦柚園陸續發現大量柑橘窄胸天牛羽化出土，由於先前未曾有過相關報導，農民起

初並不以為意。然而後繼伴隨文旦柚樹葉片黃化、樹勢衰弱、產量降低等情況，最終確認為

柑橘窄胸天牛幼蟲所致 (4,7,8)。除麻豆文旦 (Citrus grandis cv. Matou Wentan) 外，白柚、紅柚

等柚類果樹也是其危害對象。麻豆產區對於柑橘窄胸天牛之管理主要採行綜合防治法，以燈

光誘集、徒手捕捉、清園、化學防治等方式 (4,5)。近年來更發展出產卵誘集法，利用人工方

式製造縫隙，待雌天牛產卵後將之移除，以截斷天牛生活史。由於親眼可見收得的卵粒，直

接掌握田間數量，逐漸成為主流防治方式。本研究比較兩種誘卵陷阱的成效與優缺點，提供

防治採行上的參考。

材料方法

一、試驗地點、時間

2012 年 5 月中至 6 月初，柑橘窄胸天牛羽化時期於臺南市麻豆區安業里文旦柚園

進行試驗。

二、試驗設計

於柑橘窄胸天牛羽化期間進行試驗，選取胸徑株高相似的健康柚樹，分別以兩種方

式進行處理：

1. 報紙誘引產卵，利用摺皺之報紙圈捲於柚樹主幹枝條。

2. 重疊木板誘引產卵，利用兩片長寬厚相同的木板，重疊並且斜倚放置於文旦柚樹幹，

木板一端接觸地面，另一端則接觸樹幹。

於選取之文旦樹分別擺設五組木板或報紙（圖 1），每處理五株柚樹。5/14 開始進

行試驗，裝置擺設後，每隔三或四日調查一次，以確保每次調查期間田間有足夠數量的

天牛羽化、產卵。每次調查分別紀錄木板及報紙誘得之卵堆數目及每堆卵堆之總卵粒

數，期間共進行四次調查。

三、統計分析

試驗所得之資料皆以 JMP 5.1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為比較兩種處理下之整體差異，

每株文旦樹所誘得之總卵堆數及總卵粒數資料，經 轉換後，設定調查日期為

block，進行複因子 ANOVA 分析，再以 Tukey’s test 進行事後比較。此外以所有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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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數據，進一步分析木板及報紙陷阱之誘引差異：1. 兩陷阱所誘得的卵堆數目，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進行分析。2. 卵堆大小（單堆卵粒數目）資料經 轉換後

以 t-tset 分析。統計顯著水準皆設為 5%。

(A) (B)

圖 1. 報紙陷阱 (A)；木板陷阱 (B)
Fig. 1. Newsprint paper trap, NPT (A). Wood board trap, WBT (B).

結　　果

一、2012 年柑橘窄胸天牛羽化狀況

試驗田約於 5 月初就可見柑橘窄胸天牛零星出土，5/14 試驗開始時正逢羽化數量開

始攀升之際。分別於 5/17、5/21、5/24、5/28 進行調查，由於 5/17 ～ 5/21 區間遇連續

降雨（圖 2），此段期間成蟲羽化數少，未收得任何資料。總計收集三次有效數據。

圖 2. 日雨量與兩種陷阱處理之柚樹總產卵量

Fig. 2. Daily precipitation and total no. of eggs collected on 2 traps: wood board trap (WBT) and 
newsprint paper trap (N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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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種處理下之整體比較

文旦樹經不同處理後之誘集差異如表1。木板陷阱處理之文旦樹，每株平均誘得8.67
堆卵，顯著多於擺設報紙之 3.53 堆。在總卵量的比較上，木板處理之文旦樹平均誘得

2274.27 粒卵，相較於報紙處理之 642.07 粒卵，呈顯著差異。不同 block（調查日期）

間數量則無顯著差異。

表 1. 2012 年麻豆試驗田 2 種產卵陷阱誘集結果

Table1. No. of egg masses and eggs collected on individual tree treated with 2 oviosition traps in 
Matou wentan field, 2012.

Mean ± SD
5/15 5/24 5/28 overall

No. egg masses
NPT (n = 5) 0.60 ± 0.89 7.40 ± 5.59 2.60 ± 1.34 3.53a*

WBT (n = 5) 9.20 ± 2.05 9.60 ± 9.34 6.20 ± 4.60 8.67b 
No. eggs
NPT (n = 5) 96.0  ± 173.0 1,491.40 ± 970.24 338.80 ± 171.77 642.07a 
WBT (n = 5) 2,108.80 ± 818.65 3,032.40 ± 4004.84 1,681.60 ± 665.82 2,274.27b 
* Means followed by the different letter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the 5% level according to 

Tukey’s test.

三、木板及報紙之誘集差異比較

進一步比較兩種陷阱之細部差異，在誘集卵堆數上，每組木板平均誘得 1.73 堆卵，

顯著多於報紙之 0.74 堆（表 2）。試驗期間，單一組木板上最多誘得 12 堆卵，報紙則

以 8 堆為最多。比較兩種陷阱下的卵堆大小，木板及報紙的單堆卵粒數目分布如圖 3，
卵堆大小經統計分析，產於木板上的單堆卵粒數平均為 270.36 粒 / 堆，顯著多於報紙之

152.21 粒 / 堆（表 3）。總計試驗期間，柑橘窄胸天牛於所有木板共產下 130 個卵堆，

較報紙之 53堆為多。所有木板上之產卵數為 34,114粒，為報紙總卵數 9,631粒之 3.5倍。

表 2. 單組木板與報紙陷阱誘集卵堆數比較

Table 2. Comparison of no. of egg masses on 2 oviposition traps

No. piles per trap (Mean) SD p value
NPT (n = 75) 1.73 2.05 < 0.001*

BWT (n = 75) 0.74 1.43
* Significance at 5% level.

表 3. 木板與報紙產卵陷阱之卵堆大小比較

Table 3. Comparison of size of egg masses on 2 oviposition traps

No. piles per trap (Mean) SD p value
NPT (n = 130) 270.36 227.08 0.0167*

BWT (n = 53) 182.21  119.03
* Significance at 5%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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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兩種陷阱誘得之卵堆大小分佈

Fig. 3. The distribution of egg mass size of 2 oviposition traps

討　　論

一、氣象因子與柑橘窄胸天牛羽化

柑橘窄胸天牛羽化季節相當規律，約每年的 5～ 6月間，這段期間與降雨季節重疊，

依溫度與降雨的間歇時間，可見到羽化出土的高峰 (7)。因此大致上可以視氣象狀況，預

測天牛羽化的情形。一般出土的時間，多在日間高溫炎熱過後的夜晚，而在降雨後土壤

水份已排乾的情況下，常可見大量成蟲羽化。本試驗由 5/14 日開始擺設產卵陷阱，此

時夜間已可普遍見到天牛羽化活動。擺設期間共收集四次資料，而 5/16 ～ 5/20 期間連

日下雨，尤其 5/20 之單日雨量更達 210 mm，致使園中土壤持續潮溼。5/21 調查當日雖

無下雨，但部份區塊土壤仍呈現積水現象，影響天牛羽化，故未收得任何資料。

二、木板陷阱與報紙陷阱的誘集效率

以兩種陷阱個別處理單株文旦樹所得數據看來，不論是在產卵堆數，與整體收得的

卵量，木板皆顯著的較報紙為多。在穩定性上，木板在每次調查中都能誘集到相當數量

的卵，而報紙陷阱呈現的變異則相當大。從降雨資料來看（圖 2），可見到在誘集量較

少的 5/17 及 5/28 兩次調查前，都曾遭遇下雨。田間氣候不穩定是報紙誘集最大的問題，

報紙陷阱若遇雨打溼，基本上就失去了誘引效果，必得重新更換。由於柑橘窄胸天牛羽

化季節常遇降雨，因此木板陷阱必然是較為穩定、可靠的誘引方式。

三、兩種陷阱上的卵堆大小

木板除了能誘集到較多的卵堆外，分析兩種陷阱上的單堆卵粒數目，可發現產於

木板上的卵堆顯著的較報紙上者為大。而從數量的分佈來看，約有 36% 的卵堆，其單

堆卵粒數目在 300 粒以上，超過 500 粒者佔 10%。而報紙約有 11% 的卵堆，粒數目在

300 粒以上，超過 500 粒者僅佔 3.7% ( 圖 3)。柑橘窄胸天牛雌蟲腹腔內卵粒約在 400 ～

600 粒左右 (5,7)，若在沒有人為擺設產卵陷阱的情況下，雌天牛會在果園中四處找尋縫

隙產卵，樹皮、土縫、枯枝、樹樁都是可能的產卵處。因此若能使雌天牛穩定且大量的

產卵在人工陷阱上，能夠減少其四處產卵的機會，降低分散危害的風險。木板相較報紙，

能提供雌天牛較好的產卵環境，增加誘集與防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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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種陷阱之優劣分析

木板除了有良好的穩定性及誘集效率外，操作上也相當便利，一般操作上只要在柑

橘窄胸天牛羽化前開始擺設，其後每週巡視、移除卵粒，持續至羽化期結束。木板也可

以重複使用，減低購置成本。此外，產於木板上的卵粒相當容易觀察，可以準確掌握數

量，推估田間密度與羽化情形。而報紙是成本較低的方式，但如遭遇下雨影響天牛產卵

意願，則需持續更換，觀察上也較不易。

結　　語

柑橘窄胸天牛是相當特殊的害蟲，至今仍不清楚其何以能於麻豆地區立足，並對柚樹造

成如此嚴重的危害。從歷年羽化的數量上看來，推測其在疫情爆發之前，族群必然已歷經了

數代的累積，因此也增添了防治上的困難。柑橘窄胸天牛獨特的生物習性，無法以一般防治

觀點視之。幼蟲長期土棲危害，使化學防治遭受許多限制，也讓非農藥防治方法有了發展空

間。而從現今偏重化學防治的農業環境來看，發展非農藥防治法，除了可降低用藥所產生的

抗藥性、農藥殘留等風險外，同時也符合環境永續的需求與願景。相關技術的發展，不論在

產業面及社會層面上都有其重要性。非農藥防治方法是否可行，著重於操作便利性與防治成

效等兩個層面，是否能順利推廣的關鍵往往在於農民的接受意願。誘引產卵處理是極有效率

的管理措施，應用害蟲行為阻斷其生活史，避免族群延續危害。利用木板誘引產卵防治柑桔

窄胸天牛，自 2012 年起開始推廣，至今已廣為麻豆產區農民使用，期望透過持續施行，逐

年降低田間密度，才能由根本解決蟲害問題，以維護作物健康，提升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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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trol Efficiency of Oviposition 

Trap to Long-horn Beetle Philus Antennatus1

Chang, C. C., H. W. Huang2 and M. Y. Lin3

Abstract
Long-horned beetles (Philus antennatus) damage the root system and weaken the pomelo 

tree, make an enormous influence to the Madou wentan. The oviposition trap to Philus antennatus 
was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It works well and is accepted by the growers. The control efficiency 
of two oviposition traps to longhorn beetle was examined in a Madou wentan orchard during the 
reproduction season of Philus antennatus, 2012. The trees were treated with the wood board trap 
(WBT) and the newsprint paper trap (NPT) respectively. WBT is using two overlapping wood 
boards lying against the tree trunk and NPT is circling tree branch with crumpled newsprint paper. 
Result shows female beetles laid eggs in the artificial crack of both traps and more eggs were laid in 
the WBT than the NPT. Further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 of oviposition of 2 traps reveals that 
the number of egg masses laid on WBT wa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e NPT. Average of 8.67 egg 
masses per tree treated with WBT and 3.53 egg masses per tree with NPT were collected. The size 
of each egg mass of 2 traps was analyzed. Average 270 eggs per mass of WBT wa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e 182 eggs per mass of NPT. Total 34,114 eggs on WBT were collected during the 
experiment, which is 3.5 times than the 9,631 eggs on NPT. The efficiency of WBT is better. It is 
also more convenient in operation than the NPT and is recommended to take as the oviposition trap 
in control of Philus antennatus.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The conventional methods for controlling of Philus antennatus is light trap and hand catching. 
Chemical control is restricted and ineffective because of the soil-habitated behavior of larvae. 
It also causes huge impact to environment.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The study compares 2 oviposition traps. The efficiency of wood board trap is better than 
newsprint paper trap. It works well and makes female beetles lay large numbers of eggs on it 
no matter the weather condition.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Compared with pesticide, wood board trap is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to the environment. 
It minimizes the population of Philus antennatus by blocking the life cycle, also reduces the 
damage of larvae to wentan tree,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fruits and increases farmer's pro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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