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緣起及目的
此次赴泰國主要執行 2008～2011 年台泰生物防治交流合作計畫，本年度為第三年由
我方派員前往泰國考察生物防治等業務，在泰行程由泰國農業暨合作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s, MOAC )農業推廣處(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DOAE)
負責安排，我方於 99 年 12 月 13～17 日赴泰考察及參訪。主要行程包括位於清邁的泰國
農部有害生物管理中心(Chiangmai Pest Management Center, Chiangmai PMC)、湄州大學
(Maejo University)國家生物防治研究中心(National Biological Control Research Center,
NBCRC)、清邁大學昆蟲系及位於泰北的泰皇基金會所屬安康農場，目的為瞭解泰國害
蟲生物防治試驗研究推廣情形並作交流。泰國生物防治的試驗研究及推廣工作分工明
顯，國家生物防治研究中心及清邁大學昆蟲系主要負責生物防治的試驗研究，有害生物
管理中心負責天敵量產及釋放與示範推廣，安康農場則已將生物防治實際應用在有機農
業上。在有機農業害蟲防治上，主要以天敵為主力，如捕植蟎、草蛉、椿象、寄生蜂及
微生物，另外配合黃色黏板及誘蟲燈，採用綜合有害生物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的方式。目前大量飼養之天敵主要有赤眼卵寄生蜂用於防治甘蔗螟蟲，
姬小蜂防治椰子紅胸葉蟲，草蛉防治葉蟎及蚜蟲，黃斑粗喙椿象防治蔬菜鱗翅目帅蟲，
獵蝽防治果樹鱗翅目帅蟲，豆象防治刺軸含羞草，象鼻蟲防治布袋蓮，蠼螋防治甘蔗害
蟲，帄腹小蜂防治荔枝椿象。其中已應用推廣的有草蛉、黃斑粗喙椿象、長毛捕植蟎、
赤眼卵寄生蜂及姬小蜂。此行在泰方費心安排下，順利達成任務。
二、人員及行程
(一)人員
章加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研究員兼祕書

黃勝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副研究員兼生物防治分場分場長

(二)行程概要
時間：2010 年 12 月 13～17 日
12 月 13 日(星期一)

台北～清邁

12 月 14 日(星期二)
上午

赴湄洲大學拜會國家生物防治中心(NBCRC)，參訪天敵大量飼養與試驗研究

下午

參訪泰國皇后植物園殺蟲植物溫室

12 月 15 日(星期三)
上午

赴安康農場田間參訪有機栽培及生物防治

下午

赴安康農場田間參訪有機栽培及生物防治

12 月 16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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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參訪農部有害生物管理中心(PMC)—參訪天敵大量飼養及田間釋放情形

下午

參訪清邁大學昆蟲系生物防治天敵大量飼養及田間釋放情形

12 月 17 日(星期五)

清邁～台北

三、泰國生物防治概況
泰國生物防治的試驗研究及推廣工作分工明顯，生物防治分由泰國農業暨合作部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s, MOAC )及農業推廣處(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DOAE)主導，農業推廣處在全國設置 9 處有害生物管理中心
(Chiangmai Pest Management Center, Chiangmai PMC)，負責天敵量產及釋放與示範推廣，
國家生物防治研究中心(National Biological Control Research Center, NBCRC)、清邁大學昆
蟲系，主要負責生物防治的資材蒐集及試驗研究，及位於泰北的泰皇基金會所屬安康農
場，則已將生物防治實際應用在有機農業上。
有機農業害蟲防治上，主要以天敵為主力，如捕植蟎、草蛉、椿象、寄生蜂及微生
物，另外配合黃色黏板及誘蟲燈，採用綜合有害生物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
的方式。目前大量飼養之天敵主要有赤眼卵寄生蜂用於防治甘蔗螟蟲，姬小蜂防治椰子
紅胸葉蟲，草蛉防治葉蟎及蚜蟲，黃斑粗喙椿象防治蔬菜鱗翅目帅蟲，獵蝽防治果樹鱗
翅目帅蟲，長毛捕植蟎( Amblyseius longispinosus)防治二點葉蟎(Tetranychus urticae)、豆
象防治刺軸含羞草，象鼻蟲防治布袋蓮，蠼螋防治甘蔗害蟲，帄腹小蜂防治荔枝椿象。
其中已應用推廣的有草蛉、黃斑粗喙椿象、長毛捕植蟎、赤眼卵寄生蜂及姬小蜂。
泰國 1973 年自美國夏威夷引進幼蟲寄生蜂絨繭蜂(Apanteles erionotae)而成功防
治從夏威夷入侵的香蕉挵蝶(Erionota torus)，另外釋放卵寄生蜂跳小蜂(Ooencyrtus

erionotae)，兩者均能成功防治香蕉挵蝶。台灣也在 1987 年由夏威夷引進該兩種寄生
蜂，成功防治香蕉挵蝶。1965 年自加羅林群島(Caloline islands)引進土蜂科
(Scoliidae)的幼蟲外寄生蜂，防治入侵而危害椰子的害蟲台灣兜蟲(Oryctes

rhinoceros)。1965 年自加拿大引進幼蟲寄生蜂的一種小菜蛾寄生蜂 (Diadegma
insularis)防治小菜蛾，該種寄生蜂於 1992 年也由位於台灣的亞洲蔬菜研究暨發展中
心自尼加拉瓜或牙買加引進台灣防治小菜蛾。此外，1970 年代也從夏威夷引進

Cryptolaemus spp.等數種瓢蟲， 1987 年自塞班島引進 Curinus coerulens 瓢蟲，1989
年引進 Olla abdominalis 瓢蟲防治銀合歡木蝨(Heteropsylla cubana)。至於泰國輸出
的天敵有 1950 年果實蠅類的天敵屬於小繭蜂科的 Biosteres spp.及 Opius spp.等寄生
蜂至夏威夷。姬小蜂科(Eulophidae)的薊馬釉小蜂(Ceranisus menes)防治南黃薊馬
2

(Thrips palmi)也輸出至日本地區。此外，該種薊馬釉小蜂還可防治豆花薊馬
(Megalurothrips usitatus)、菊花薊馬(Microcephalothrips abdominalis)、小黃薊
馬(Scirtothrips dorsalis )及煙草薊馬(Frankliniella fusca)，該種天敵也分布於
台灣。

四、國家生物防治研究中心天敵試驗研究
99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拜會清邁近郊的湄州大學國家生物防治研究中心
(National Biological Control Research Center，NBCRC) NBCRC)，該中心為泰國北
部生物防治的區域性研究暨推廣中心，由湄洲大學(Maejo University) 植物保護系昆
蟲組教授 Doungsa Ard 博士主持，中心人員 10 人，主要任務為針對泰國北部地區重要
作物之害蟲及天敵進行調查研究，國家生物防治研究中心(NBCRC)於 1975 年成立，隸屬
於 1971 年成立的泰國國家研究評議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ailand,NRCT)。國家生物防治研究中心(NBCRC)被認定為全國性、地區性、國際性生
物防治和綜合防治甚具重要性的生物防治研究中心，同時也與全國性機構、東南亞地區
及亞太地區作廣泛交流。該中心在全國六個大學中各設立一個中心，分別為 Maejo、
Khonkaen、Songkla、Kampaengseam、Phitsanulok，總部設在泰國農業大學(Kasetsart
University)。該中心的主要任務為生物防治的基本及應用研究及推廣，包括學術性、
非學術性的訓練、推廣和諮詢服務，還有資訊傳播及其他生物防治和綜合防治有關的活
動。此外，也執行全國性重要害蟲及雜草的生物防治工作，致力於提升生物防治為綜合
防治的主要方法。此外，並提供非農藥防治、害蟲管理、雜草管理及病媒管理的資訊，
給農民作為田間病蟲害管理的依據，希望由此減少環境污染，並藉由天敵和生物多樣性
資源之利用達到農業永續性。
目前在捕食性天敵研究為黃翅綿跗螋及布袋蓮天敵飼養技術的改進及評估田間釋
放技術。為防治布袋蓮而引進布袋蓮象鼻蟲(Neochetina ecihhorniae)及普卲象鼻蟲(N.

bruchi)，並已建立大量飼養技術，釋放效果也達成功階段。寄生性天敵調查研究計畫，
主要為調查泰國北部寄生蜂的種類、鑑定及分類，並作成標本。已作成的標本為蔬菜害
蟲小繭蜂科，如菜蝶絨繭蜂、小菜蛾寄生蜂等。捕食性天敵瓢蟲種類約 195 種，田間常
見有 Micraspis discolor F.、Coccinella transversalis F.、六條瓢蟲(Cheilomenes

sexmaculata)、Menochilus sexmaculatus F.、墨西哥瓢蟲（Curinus coeruleus Mul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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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大量飼養及釋放田間應用，小紅瓢蟲(Rodolia pumila)可捕食咖啡介殼蟲。其他

Chilocorus nigritus F.、Lemnia biplagiata Swartz、Scymnus sp.、七星瓢蟲(Coccinella
septenpunctata F.)、Chilocorus nigritus F.、Coccinella sp.、Oenopia sauzeti Mulsant、大十三星
瓢蟲(Synonycha grandis)、八條瓢蟲(Harmonia octomaculata)、龜紋瓢蟲(Propylea

japonoca)、蒙氏瓢蟲(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的搜集及標本製作。在室內以鐵絲
網架分層置放南瓜，接種粉介殼蟲任其繁殖，最終南瓜腐爛掉落網架最底部，粉介殼蟲
留置網架上，即可收集飼養 Pseudoscymnus sp.，目前台灣仍以塑膠盆飼養，造成南瓜腐
爛積水影響瓢蟲之生長繁殖，值得我方學習借鏡。此外，也作蘇鐵白輪盾介殼蟲
( Aulacapis yasumatsui)天敵寄生蜂的研究。目前該中心已建立黃翅綿跗螋及布袋蓮
象鼻蟲的大量飼養室，並進行該類天敵量產技術的研究與改良。在瓢蟲方面，台灣臺糖
公司曾經利用本地之大十三星瓢蟲防治甘蔗綿蚜蟲(Ceratovacuna lanigera)，大十三星瓢蟲
之飼養以甘蔗綿蚜蟲、黃蚜蟲(Aphis sacchari)、竹筍蚜(Oregma bambusicola)或竹葉蚜
(Trichoregma bambusifoliae)為食餌，防治蚜蟲。
此外，泰國也大力執行刺軸含羞草的生物防治，刺軸含羞草(Mimosa pigra) 英名
叫 Catclaw 貓爪草，是一種灌木或小樹，大部分枝條都有刺，已入侵東南亞國家及澳洲，
尤其入侵澳洲已有 100 年以上，澳洲政府更投入千萬元以上的研究和防治經費。該種含
羞草原產地為南德州至南美，原先是在 1947 年被當作綠肥和覆蓋作物由泰北煙農自印
尼引進並用於防治受河水侵蝕的河岸。由於刺軸含羞草的高生產力和高適應性，在泰北
已成為河流、水庫及池塘的重要毒草，同時也入侵泰國南部的中央平原，並持續向南延
伸，可說是泰國最嚴重的入侵毒草。該種含羞草在南台灣也有發現，值得有關單位注意。
由於該種含羞草幼苗期短，每平方公尺可產 9,000 顆種子，在河口泥沙淤積地帶更易形
成優勢物種，造成河口生態的破壞。泰國農部草正積極進行其試驗研究，目前該種含羞
草有兩種天敵被引進即含羞草豆象 Acanthoscelides quadridentatus 和 A. puniceus，
並進行大量飼養及田間釋放，試驗證明降低含羞草種子之效果良好。該類豆象的習性為
雌蟲產卵於豆莢表面，卵單產並平貼於豆莢上的毛茸，卵經過 7~12 日後孵化為幼蟲，
即蛀入豆莢內，單一幼蟲在每棵種子內發育，使得種子死亡，幼蟲期 14~18 天，蛹在豆
莢內 5~7 天羽化為成蟲。一般而言，成蟲會在豆莢內待上 5~7 天才飛出豆莢。
該項生物防治計畫自 1980 年起即由泰國國家生物防治研究中心(NBCRC)執行，
1984~1991 年間由該中心由澳洲引進中南美洲的 6 種天敵，即含羞草青步甲蟲(Chlami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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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iosae)、一種胍線蛉(Neurostrota gunniella)、Carmenta mimosa、Coelocephalapion
aculeatum 和兩種豆象 Acanthoscelides quadridentatus 和 A. puniceus。只有 N.gunniella 未
被釋放，也從印尼引進。此外，也引進一種天牛 Mylothis irrorata，但未被釋放。被釋放
的五種天敵昆蟲，其中豆象 Acanthoscelides quadridentatus 和 A. puniceus 已立足，至目
前評估結果顯示兩種豆象能夠取食 40%的含羞草種子，最高可達 86.9%，因此該兩種豆
象對於含羞草的防治深具潛力。以清邁有害生物管理中心(Chiangmai, PMC)的產能，每
月可生產 40,000 隻豆象，首先釋放於泰北，再釋放於泰國其他嚴重的危害區，大部分均
可立足，但兩種天敵防治含羞草的效果還是不能全面壓制含羞草族群，因此還需配合其
他防治方法，才能達到預期效果。
99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參訪 Queen Sirikit Botanic Garden 該園隸屬於自然資
源暨環境部(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1993 年成立，面積 1,000 公
頃，其主要目的是作為泰國植物及花卉的研究及研習中心，特別在生物多樣性及環境保
育，及提供社會大眾休閒教育的場所。在此有 12 棟玻璃溫室，其中 4 棟展示用，8 棟蒐
集用。值得一提的是食肉植物（Carnivorous plants）
，又名食蟲植物（insectivorous plants）
，
能誘捕昆蟲或其他小動物，分泌消化液將其消化，其典型的代表如豬籠草和捕蠅草等，
甚至有誘捕蛙類及蜥蜴的能力。在該園設有一專用玻璃溫室培養集展示食蟲植物，主要
為毛氈苔 Drosera sp.、豬籠草 Nepenthes sp.、捕蟲堇 Pinguicula sp.、狸藻 Utricularia
sp.，頗值得本場借鏡。

五、安康有機農場
99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參訪安康農場。該農場位於清邁省北方與緬甸接鄰邊境，
離清邁三小時車程，海拔 1200-1800m，經營模式似我國的福壽山農場。土壤含粘土成份
高，pH 值約為 5.2。過去覆蓋丘陵地常綠濶葉樹天然林，因為鴉片種植與輪耕、乾旱、
火災使得草本、禾本及蕨類等先驅植物入侵。泰北山區原住民長久以來即承襲先民傳統
農耕觀念，以濫伐與焚燒方式進行耕作，收穫後另闢新地再濫伐與焚燒。1969 年，泰國
國王 Bhumibol Adulyadej Maharaja 期能增加泰北山民收入，由畢沙迪親王主持計畫，於
Kasetsart 大學建立研管系統，另在安康（Ang Khang）成立個試驗工作站，進行溫帶果樹
與蔬菜試驗，在輔導山民生產高經濟作物後，所生產產品目前已能在市場購得。畢沙迪
親王奉命主持該計畫後，來自中華民國台灣技術人員的長駐技術協助，輔導山民生產高
經濟作物，皇家計畫成功的運作，泰北山區明顯轉變，以往遍植罌粟的山區，現已被高
經濟產值的蔬菜、果樹與咖啡所取代。此次參訪中，雙方交流有機農場採用的非農藥防
治法，包括草蛉、椿象的釋放，費洛蒙的利用，香草植物及忌避植物的栽種與規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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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掌握防治適期與如何整合非農藥防治技術的綜合防治。另外，就安康農場休間利用
上，也規劃將天敵、藥用植物、香草植物、休閒昆蟲整合為觀光休閒教育的資源。
在生物防治方面，利用長毛捕植蟎( Amblyseius longispinosus)及智利捕植蟎
(Phytoseiulus persimilis)防治二點葉蟎和其他害蟎，尤其低密度時，應立即釋放天敵，可
在 2-3 週內達到防治目的。由於捕植蟎在濕度高於 60%乃能存活，特別是卵期，因此釋
放時結合其他捕植蟎共同來防治害蟎。主要用於捕食二點葉蟎 Tetranychus urticae，由於
該蟎為害作物甚廣，特別是番茄、草莓和裝飾植物。此外，加州捕植蟎(Amblyseius

californicus)能忍受長期飢餓，主要防治對象為二點葉蟎和赤葉蟎。加州捕植蟎較智利捕
植蟎成本高，如果智利捕植蟎使用效果良好，則不需釋放。在較炎熱或較乾燥的地區，
智利捕植蟎對於葉蟎的防治效果不佳，可用加州捕植蟎取代。安康農場也飼養黃斑粗喙
椿象(Eocanthecona furcellata)，黃斑粗喙椿象目前已應用於防治斜紋夜盜、紋白蝶。該種
天敵飼育成本低，目前已開發完善的量產技術。另外，皇家成立有機農場計畫，輔導 130
戶 30 公頃種植有機產品包括茶葉、中草藥及蔬菜，所生產之產品由泰國農部認證，外
銷部份則由 IFOAM 認證，外銷新加坡由新加坡派監查員檢驗。該計畫由 Rattakorn Jarujit
經理負責，該農場帄均坡度 40～50％，採取階梯式開墾，邊緣種植草帶防止泥土流失，
並利用該草覆蓋植物，農場設有育苗溫室及堆肥室，害蟲防治採用安康農場防治方法，
並提供技術與防治資材。

六、清邁有害生物管理中心天敵大量飼養與推廣
泰國農部在全國設置九處有害生物管理中心(Pest Management Center, PMC)，分
別設立於 Chiangmai、Phitsanulok、Khonkaon、Chainat、Nakhon、Suphanburi、Chonburi、
Suratthani、Songkhla，每處有害生物管理中心(PMC)負責 6~10 個省區。99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拜會泰國農部清邁有害生物管理中心(Chiangmai Pest Management
Center, Chiangmai PMC)，該中心距離清邁 15 公里，面積 6 公頃，員工 10 人。由該中
心主任 Thanin Phuntain 先生接待，Pasita kaewlueamsai 研究員帶領參觀相關實驗室
及天敵飼育室。設立白殭菌及木黴菌培育室，並有訓練講習場所，可現場教導農民製作
微生物，白殭菌(Beauveria bassiana)白殭菌以玉米為培養介質，木徽菌(Trichoderma

harzianum)則用稻米為培養介質，會現場也展示白殭菌及木黴菌成品，白殭菌用於防治
褐飛蝨(Nilaparvata lugens)，木黴菌則用於防治稻熱病(Pyricularia oryz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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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邁有害生物管理中心飼養的捕食性天敵有黃斑粗喙椿象(Eocanthecona

furcellata) 、黃翅綿跗螋(Proreus simulans)、犀獵椿(Sycanus collaris)。利用黃
斑粗喙椿象防治蔬菜鱗翅目幼蟲如斜紋夜盜(Spodoptera litura)及紋白蝶(Pieris

rapae crucivora)。黃斑粗喙椿象也為台灣果蔬作物常見捕食性天敵，因其捕食量甚大，
為頗具利用潛力之生物防治因子，能捕食鱗翅目及多種鞘翅目、半翅目及同翅目幼蟲。
美國曾引進該蟲防治科羅拉多金花蟲(Leptinotarsa decemlineata)，東南亞國家也應
用其防治害蟲。另一種屬於獵椿科(Reduviidae)的一種犀 獵椿(Sycanus collaris)則
用於防治果樹鱗翅目幼蟲。目前黃翅綿跗螋、犀獵椿、黃斑粗喙椿象及寄生蜂在該中心
已建立大量飼養基地，並進行田間釋放防治害蟲。犀獵椿用於防治果樹鱗翅目害蟲，犀
獵椿以麵包蟲(Tenebrio molitar)飼養，麵包蟲是擬步行蟲的幼蟲，英名為 yellow
mealworm beetle。此外，黃翅綿跗螋用於防治甘蔗螟蟲，該種蠼螋分布台灣、中國、
日本、琉球、東南亞，可捕食三化螟、蚜蟲、薊馬、蟎類。中國叫首墊跗蠼，又叫草葉
蠼螋或擬墊跗螋，常發生在甘蔗園，且易於被光線誘引。該種蠼螋也用於防治水稻縱捲
葉蟲(Cnaphalocrosis medinalis)及挵蝶(Parnara guttata)。黃翅綿跗螋(Proreus

simulans)用猫飼料飼養，其卵產於介質下面，也用大豆培養蚜蟲作為食餌，飼育盤內
介質上放大豆葉，用於防治甘蔗螟蟲。
寄生蜂的利用方面則在泰北長期釋放一種屬於旋小蜂科(Eupelmidae)平腹小蜂屬
(Anastatus sp.)的寄生蜂防治荔枝椿象(Tessaratoma papillosa)。為防治甘蔗白螟
(Scirpophaga excerptalis)則利用一種幼蟲寄生蜂 Cotesia flavipes 及一種赤眼卵寄
生蜂 Trichogramma spp.防治該蟲，效果良好。寄生蜂以蓖麻蠶(Philosamia Cynthia

ricini)的卵為寄主，並大量飼育用來防治荔枝椿象。蓖麻蠶屬天蠶蛾科
(Saturniidae)，原產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Assam)，１８世紀開始從印度傳出，台灣、
中國、美國、斯里蘭卡、義大利、菲律賓、埃及、日本先後引進飼養，該種天蠶不具休
眠性，為多化性。泰國由中國引進蓖麻蠶，以蓖麻(Ricinus communis)飼養，飼養方式
類似家蠶，取其卵作為寄生蜂的代用寄主，一卵只能培育一隻寄生蜂。在小菜蛾生物防
治方面，目前已在害生物管理中心(PMC)建立小菜蛾天敵飼養設施。小菜蛾絨繭蜂
(Cotesia plutellae)被大量飼養和釋放，幼蟲寄生蜂 Microplitis plutelle 和其他寄
生蜂也被列為考慮對象。幼蟲寄生蜂彎尾姬蜂(Diadegma semiclausum)也將再被引進作
大量飼養及釋放。由於小菜蛾屬於世界性蔬菜害蟲，不當的使用農藥造成抗藥性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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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因此有必要重新檢視以往的防治方法，所以生物防治的應用將是被考慮的重要
防治方法，因此該國對小菜蛾的生物防治研發與推廣可作為我國防治小菜蛾的參考。
此外，清邁有害生物管理中心也開闢飼養池飼養青蛙，用於防治小型飛蟲，往昔一
談到生物防治用的天敵都偏向於天敵昆蟲的利用，事實上在自然界中很多動物亦扮演非
常重要的捕食者角色，諸如蛙類、鳥類、哺乳類、爬蟲類等等。在自然界中，蛙類主要
食物為昆蟲及蜘蛛等，其帅生期蝌蚪則取食水中腐植質，青蛙類除食物競爭外，更必須
防禦捕食性天敵，在樹上常遇到蛇類攻襲，有時遭到鳥類攻擊。蝌蚪也受到水棲昆蟲及
節肢動物的獵捕，諸如紅娘華及蜻蜓的帅蟲水躉。兩棲類動物以捕食昆蟲和其他無脊椎
動物為主，尤以昆蟲為多，因此藉由其繁殖行為、棲地及常見青蛙種類而知其大概，因
此在利用其作為天敵防治害蟲的觀念前，更應注重其棲息地之多樣性保育，才有助於該
類天敵之永續性利用。

七、清邁大學昆蟲系天敵大量飼養與推廣
12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參訪清邁大學昆蟲系，由 Sawai Buranapanichpan 系主任
介紹生物防治及昆蟲飼養概況。其中 Yaowaluk Chanbang 博士生物防治研究室，主要以
研究咖啡果小蠹蟲(Hypothenemus hampei, coffee berry borer)，利用該研究室自行開發的
食物誘殺器進行田間監測及室內實驗室測試，目前已達實用階段，泰國咖啡種植面積約
為 1 萬公頃。該種小蠹蟲原產地為非洲，已危害 70 多個國家的咖啡果，主要在南美洲。
該蟲屬於象鼻蟲科(Curculionidae)，帅蟲體白色，頭褐色，體長約 0.7-2.2 ㎜，體寬 0.2-0.6
㎜。帅蟲期 10-26 天，蛹黃色，體長 0.5-1.9 ㎜。成蟲黑色，雌成蟲 1.4-1.8 ㎜，雄成蟲 1.2-1.6
㎜。雌成蟲可短距離飛行，雄成蟲無翅。該蟲有時和 H. obscurus 或 H. seriatus 和蠹蟲
科(Scolytidae)的 Xylosandrus 混淆，但這些害蟲不危害咖啡豆的 endosperm。由卵到成蟲
24-45 天，雌蟲產卵 35-50 粒。雌成蟲壽命 35-190 天，雄成蟲 40 天。雄成蟲終身不離開
果實，新羽化成蟲在種子內交配。在相關植枝內繁殖 3-5 代，甚至在單一果實上也可發
現上百隻蟲。該蟲對乾燥敏感，有時孤雌生殖(Parthenogenesis)的現象，其主要寄主為
coffea arabica 品種，該蟲在 1920 年代在安哥拉(Angola)發現，隨後遍佈非洲，第 1 份
報告是 1925 年美國發表的巴西報告。1970 年代危害瓜地馬拉及墨西哥。1980 年代進入
哥倫比亞，1990 年代進入多明尼加，2007 年 8 月在波多黎各監測到，2010 年 9 月在夏
威夷大島的 kona 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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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咖啡果小蠹蟲影響全球依較咖啡收入之兩千萬家庭的經濟，主要採取的防治方
法是事先監測，避免蔓延，也有種植一些抗蟲品種如 C. kapakata。農藥使用方面只有在
該蟲進入果實前才有效。生物防治也有用原產非洲的寄生蜂，有 Bethylid
parasitoids(Bethylidae) 之 Cephalonomia stephanoderis Betrem 及 Prorops nasuta
Waterston 在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已由非洲引入拉丁美洲，但成功率低。1990 年代原
產北美的 C hyalinipennis 引入墨西哥能捕食該種蠹蟲的卵。另外有屬於 Betylid 屬之有
效寄生的 Sclerodermus cadavericus Benoit ，但是管理困難，也是一種入侵性昆蟲，能引
起嚴重的皮膚病。
Eulophyid parasitoids(Eulophidae)之 phymastichus coffea 在 1987 年在 Togo 發現，寄
生成蟲並在哥倫比亞量產成功。Braconid parasitoids(Braconidae)之 Heterospilus coffeicola
Schmiedeknecht 在烏干達發現，在實驗室繁殖，但尚未成功。
捕食性天敵方面，有蟻類，但哥倫比亞報告其他捕食性天敵有半翅目(Hemiptera)之
Anthocoridae，鞘翅目(Coleoptera)之 Cucujidae。蟻科包括 Solenopsis ，Pheidole，
Wasmania，Paratrechina，Crematogaster，Brachymyrmex 及 Prenolepis。Anthocoridae 包
括 Colliodes 及 Scoloposcelis 。Cucujidae 包括 Cathartus quadricollis 。在微生物方面有
線蟲及真菌。在線蟲方面墨西哥有報告 Metaparasitylenchus hypothenemi 及印度的
Panagrolaimus sp.。真菌方面白殭菌 Beauveria bassiana 對該蟲能引進很高的死亡率，其
他真菌類還有 Hirsutella eleutheratorum Paecilomyces sp.及 Metarhizium anisopliae 。
清邁大學昆蟲系也大量飼養黃斑粗喙椿象(Eocanthecona furcellata (Wolff))主要用
於防治鱗翅目帅蟲，並針對綠殭菌、微生物、性費洛蒙及樹薯重要病蟲害之研究，近來
以生態為主軸發表害蟲與天敵昆蟲之關係。

八、心得及建議事項
1.台灣位處亞熱帶，具研究生物防治獨厚條件，而生物防治田間應用是有機農業必然的
趨勢，台泰雙方農業背景相似，藉由雙方生物防治發展經驗，有助於未來生物防治的
發展，今後應擴大雙方生物防治合作的交流，除泰方外，更應建立其他生物防治先進
國家互動模式，強化國際生物防治交流合作。
2.台灣生物防治領域的技術成熟，希望未來與泰國能有更好的生物防治資訊往來，而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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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實質交流與合作也能有更進一步的提升。
3. 台泰雙方均具天敵生物多樣性，因此天敵之利用應以適應本土性為重點。確立一套
適應台灣的天敵繁殖與推廣體系，並訂定長期發展方案。
4. 台泰雙方天敵飼養技術已達到相當水準，但還有進步空間，如量產技術簡化及產品
包裝的開發。
5.泰方在安康農場已建立有機及生物防治的示範農場，台灣也積極在大湖設置小面積的
有機及生物防治的示範農場，建議以當地農作物資材融入生物多樣性的觀點規劃，成
為多元小而美的示範農場外，並作為生態教育的休閒有機農園。
九、結論
有機農業及生物防治是世界潮流，目前世界各國均結合有機農業、生物多樣性、生
態保育、食物安全性、人類與自然和諧等重大議題，積極開展生物防治工作。此次赴泰
國考察，目的為瞭解泰國害蟲生物防治試驗研究推廣情形。泰國生物防治的試驗研究及
推廣工作分工明顯，國家生物防治研究中心及大學主要負責生物防治的試驗研究，有害
生物管理中心負責天敵量產及釋放與示範推廣，農場則將生物防治實際應用在有機農業
上，行政單位、試驗研究推廣緊密結合。在有機農業害蟲防治上，天敵主要以捕植蟎、
草蛉、椿象、螳螂、寄生蜂及微生物為主力，另外配合黃色黏板及誘蟲燈，採用綜合有
害生物管理式。台灣天敵飼養技術已達到相當水準，今後宜朝實用性開發及大面積推廣
應用。此外，應加強天敵保育之研究，提升天敵昆蟲在田間活動空間，建立蜜源植物種
類供天敵立足，豐富生態環境以減少病蟲害之發生。由於台泰雙方農業背景相似，藉由
雙方生物防治之優點，彼此交流與合作，兩蒙其利。台灣近年來由於耕作相改變，一些
新興害蟲的掘起，昆蟲對殺蟲藥劑所產生的抗藥性，在防治工作上變得非常棘手，因此
兩國對該類害蟲的管理，已漸漸溶入生物防治觀念，尤其在歐美對害蟲的生物防治有多
種天敵已商品化。目前台灣在害蟲生物防治已有相當基礎，但在天敵量產後保存、包裝
及商品化方面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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