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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國立台灣大學 中華民國 植物病蟲害學研究所 博士 1993 / 09至1998 / 06 

國立台灣大學 中華民國 植物病蟲害學研究所 碩士 1991 / 09至1993 / 06 

國立台灣大學 中華民國 植物病蟲害學系昆蟲組 學士 1987 / 09至1991 / 06 

林宗岐博士 Dr. Chung-Chi LIN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生物學系 (2005~) 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巴黎第十三大學國家動物行為中心 (2001~2002) 訪問學者

 台灣大學昆蟲學系 (2002~2004) 博士後研究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環境教育中心副主任 (2013~)

 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執行長 (2015~)

 台灣昆蟲學會理事中國生物學會理事



The Global Invasive Species Database is managed by the Invasive Species Specialist Group (ISSG)

of the IUCN 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 It was developed as part of the global initiative on invasive 

species led by the Global Invasive Species Programme (GISP) and is supported through 

partnerships with the National Biolog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全球入侵種資料庫 (Global Invasive Species Database)

http://www.issg.org/
http://www.landcareresearch.co.nz/
http://www.nbii.gov/
http://www.iucn.org/




熱帶火蟻 (Tropical Fire Ant, Solenopsis geminate)

 熱帶火蟻起源自中南美洲，目前已入侵亞洲 (包括台灣)、婆羅洲、澳洲、非洲、歐
洲、大洋洲、夏威夷、英國等，造成入侵地經濟、農業與生態上極大的衝擊。



http://ant.edb.miyakyo-u.ac.jp/P/PCD0313/C/59.jpg


入侵紅火蟻 Red Imported Fire ant (Solenopsis invicta)

 入侵紅火蟻起源自南美洲，已入侵美國(1930)、澳洲(2001)、台灣(2004)及中國

(2004) 造成入侵地區於社會、經濟、農業與生態上極大的衝擊。

 火蟻對於畜產業、酪農業、家禽養殖業、蜂產業等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許多地棲

的脊椎與無脊椎動物的生存則備受威脅。

(綠色為原棲地，紅色與橘色為入侵地)

(AntMap, 2018)



Solenopsis geminata 熱帶火蟻

Solenopsis invicta 入侵紅火蟻

台灣外來入侵種火蟻分布









認識入侵紅火蟻



入侵火蟻入侵美國的歷史 Import History of IFA

兩種入侵火蟻 (IFA; imported fire ant)都源產於南美洲巴拉那河(Parana)流域的螞蟻，

在20世紀初入侵美國南方。1918年入侵黑火蟻 (Black imported fire ant, BIFA;

Solenopsis richteri) 與1930入侵紅火蟻(Red imported fire ant, RIFA; Solenopsis invicta)

相繼自美國阿拉巴馬州(Alabama) 的摩比爾港(Mobile)入侵美國東南部，而造成美國

超過半世紀的嚴重螞蟻危害，入侵的模式應該是藉由帶有泥土貨品經船運入侵。

The Black Imported Fire Ant 入侵黑火蟻 The Red Imported Fire Ant 入侵紅火蟻

http://pick4.pick.uga.edu/mp/20q?act=see_image&img=/nh/tx/Insecta/Hymenoptera/Formicidae/Solenopsis/richteri/images/Solenopsis_richteri,_worker,_side.JP80462_77.640.jpg&name=Solenopsis+richteri&authority=Forel,+1909
http://www.antweb.org/bigPicture.jsp?code=CASENT0005804&name=Solenopsis%20invicta&picture=images/casent0005804/casent0005804_p_1_high.jpg




而在入侵紅火蟻進入美國之後，則持續以每年5英里的速度向外擴散，很快的

在1953年便入侵美國南部10個州，也因高速公路的快速興建，而加速火蟻向外

擴散的速度，甚至因此跳過原本不是其生存的美國中西南部的沙漠地區，而入

侵南加州。目前在美國本土已有12個州超過2億7千萬公頃的土地被入侵火蟻佔

據，就連波多黎各也被入侵火蟻入侵。

 入侵紅火蟻 (RIFA) 對於美國南部受侵害地區，造成經濟上的損失每年估計在

50億美元以上，直接對於農業上的損失約在7億5千萬美元以上 (Taber, 2000)。

http://www.ars.usda.gov/fireant/slide1.htm


2001

1918, 1930
2003 ?

 2001年入侵紅火蟻 (RIFA) 成功的跨越太平洋，於紐西蘭與澳洲建立了新的族

群，且已造成部份區域農業與環境上的危害 (Nattrass and Vanderwoude,

2001)，澳洲相關的火蟻防治工作於2001年中便已開始，並成立專責的火蟻防

治中心。

 澳洲政府在2001年開始為期六年的澳洲火蟻滅絕計劃，調查、防治與宣導的

總經費預估要50億萬台幣，並且評估若火蟻未能有效防除，爾後30年將會造

成澳洲超過百億美元的經濟損失。自2008年(防治率98%)、2014年(防治率

99.3%)，澳洲又將此計畫再延續，總經費已超過120億台幣。2017年澳洲通過

新一期十年火蟻防治，防治經費約計共90億台幣。





澳洲火蟻入侵與防治狀況 (2001-2016年)



2003年10月初‧‧‧‧

火蟻在台灣？！





入侵紅火蟻 (Red imported fire ant, RIFA; Solenopsis invicta)







入侵紅火蟻在台灣的分布現況

目前全台以桃園市與新台北最為

嚴重，為普遍發生區；而桃園市

除復興區外，其餘各區均屬普遍

發生地區，新台北嚴重發生區為

林口鄉、鶯歌鎮、樹林市及三峽

鎮，其餘鄉鎮市也陸續出現零星

案例。個案發生縣市：基隆市、

台北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

縣、台中市*、嘉義市、嘉義縣、

台南市* 、宜蘭縣*及金門縣。





嘉義 (2003)

桃園、新北
(2003)

宜蘭
(2006, 2014)

台中 (2011)

金門
(2014)

台北 (2005)

新竹 (2007)

苗栗 (2009)

台南 (2012)

基隆 (2009, 2012)



2007 2009 2011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0,000 hectares 75,000 hectares



殷鑑不遠：金門火蟻發展進程





農委會防檢局與主要地方政府歷年火蟻防治經費概況

 因應中央政府財政緊縮及防治策略調整，經費呈現逐年遞減。 單位：萬元

年度 防檢局(藥劑費用) 桃園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新竹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

93 14,600  (12,000) 未編列 未編列 未編列 未編列

94 13,000  (11,200) 1,700 未編列 未編列 未編列

95 17,900  (14,860) 1,905 未編列 未編列 未編列

96 13,400  (  9,775) 1,763 140 未編列 未編列

97 12,500  (  9,000) 2,500 303 未編列 未編列

98 8,750  (  6,300) 1,815 318 40 未編列

99 4,400  (  2,150) 2,260 273 25 未編列

100 2,480  (  1,435) 2,033 270 75 未編列

101 2,000     ( 200) 2,222 260 71 未編列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650      (132)
1,800      (120)
1,800        (50)
2,300      (200)
1,900
1,200

3,300
4,270
7,900
>5,000
>5,000
>5,000

640
650
706
650(農業局)
650(農業局)
680(農業局)

300
380
380
400
300
300

未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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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入侵紅火蟻入侵的區域



台灣的火蟻來自美國



 2017年6月於日本許多港口(神戶、東京、大阪、名古屋等)發現
入侵紅火蟻； 2017年9月於韓國釜山港發現入侵紅火蟻。



RIFA detected in Kobe, Japan (2017) 

Amagasaki

Osaka



10月12日
京 都

RIFA invasion

Fire Ant Spread--- Multiple invasions in Japan

Amagasaki
Hyogo





 2018年4月於高雄港貨櫃碼頭發現入侵紅火蟻是在高雄地區首次發
現入侵紅火蟻的蹤跡經鑑定與DNA分子鑑定，確定與日本、韓國
貨運碼頭的案例相似是由中國貨櫃汙染所帶入。



入侵紅火蟻的生物學
Biology of Red Imported Fire Ant



 火蟻是地棲型的螞蟻種類，築巢於地下，會以土壤堆出約

10~30公分高直徑約30~50公分的小蟻丘 (Vinson, 1997)。

 新形成蟻巢約在4-9個月才會出現可見的蟻丘，除蟻丘外火

蟻也會以土壤堆出明顯的覓食蟻道 (forage tunnel)，這些蟻

道可以拓展到蟻巢30公尺以外的區域 (Taber, 2000)。



由卵發育至成蟲約需20~45天(小型)、30~60天(中型)、180天 (大型)。

職蟻具兵蟻亞階級，為連續性多態型。

蟻后壽命在6~7年，職蟻(工蟻和兵蟻)壽命在1~6個月。



 每隻蟻后每天平均可以產下1500~5000個卵 (Tachinkel, 1993)

 成熟蟻巢平均每年約可以產生4500隻新的蟻后 (Tschinkel, 1986) 

 單蟻后型 (monogyne) 與多蟻后型 (polygyne)

 成熟的單蟻后蟻巢中約有5 ~ 24萬隻個體，每英畝可以形成80~120個蟻丘。

 成熟的多蟻后蟻巢中約有10 ~ 50萬隻個體，每英畝可形成超過400個蟻丘。

入侵紅火蟻的蟻后



入侵紅火蟻未成熟的蟻巢
(0~3個月)

入侵紅火蟻新成熟的蟻巢
(4~6個月)

入侵紅火蟻成熟的蟻巢
(12個月以上)

入侵紅火蟻老熟成複合狀的
蟻巢 (1年半以上)



入侵紅火蟻 – 適應性的生存者

 火蟻蟻丘幾乎可在任何土質上建築，而火蟻喜歡開放空間，屬於向

陽物種，在充滿陽光的地方如草坪、公園、牧草地及田地等空曠暖

和的地方築巢。

 蟻巢亦可在腐木,殘幹與樹幹周圍,建物內或建物下方形成。

 容易因淹水後形成蟻筏擴散，因此常出現於水道、河邊、灌溉渠道、

池塘、河濱公園等環境中築巢。



圖全球亞熱帶地區粗略劃分(入侵紅火蟻分布)。



淹水與入侵紅火蟻的擴散

大部分的螞蟻無法生活在溼度過高環境，往往也會因洪水而造成族群的死亡。

入侵紅火蟻會以築起高於地面數十公分的蟻丘來減少溼度過高的影響，在遭遇

水淹的情況，會以工蟻集結成漂浮於水面上的蟻球，將蟻后與幼蟲保護其中，

此種狀態可以存活數週。

file:///D:/演講/生態d.mpg




入侵紅火蟻的威脅



Sting Insects 螫人的昆蟲

Biting Insects 咬人或叮人的昆蟲



急性毒 & 過敏休克 蟲傳性疾病 & 過敏丘疹



昆蟲的毒液 (Insect Venoms)

許多社會性膜翅目昆蟲 (胡峰、蜜蜂、螞蟻) 的螫針會在巢穴受到干擾時

使用，毒液經由螫針(特化產卵管)送出。蜜蜂螫針具有倒鉤，所以只能

使用一次，相對的胡蜂與螞蟻的螫針沒有倒鉤而可以重複使用。

http://www.faunistik.net/DETINVERT/HYMENOPTERA/VESPIDAE/vespidae.html


 火蟻 (Fire ant) 的名稱便是在描述被其叮咬後如火灼傷般疼痛感，

其後會出現如灼傷般的水泡。

 入侵紅火蟻蟻巢受到干擾時極具攻擊性，成熟蟻巢的個體數約可達

到20萬至30萬隻個體，因此入侵者往往會遭受大量的火蟻以螫針叮

咬。

 大量酸性毒液的注入，除立即產生破壞性的傷害與劇痛外，毒液中

的毒蛋白往往會造成被攻擊者產生過敏而有休克死亡的危險。







火蟻叮咬的表現
CLINICAL EFFECTS

 局部性的膿疱反應 Nonallergic local reaction

 巨大腫脹反應 Exaggerated  local reactions

 全身性過敏反應 Hypersensitivity 

 毒性反應 Toxic Reaction (rare)



 螫傷後通常很快會有劇烈灼熱感，接著產生紅疹、皮膚搔癢，數小時後

會形成水疱，8~24小時水泡很快轉變成無菌性白色膿疱，膿疱的頂部可

見凹陷及底部紅腫，持續約3-8天消退 (有些人延長至10-14天)，留下痂

皮，少數會生成疤痕。若濃泡破掉，則常常容易引起細菌性的二次感染，

嚴重會造成蜂窩性組織炎 (Dowell et al. 1997)。

30 min 1 hour 1 day 3 days

1 week 1 month

局部性的膿疱反應





快速鑑定入侵紅火蟻方法 (非形態鑑定方法)

叮咬病徵

入侵紅火蟻 熱帶火蟻



 有些病人表現毒素特異性 IgE媒介性膨疹及發紅反應（Wheal and

flare），會在數小時內於局部形成非常癢的紅、腫、硬結的斑塊，持續

可達72小時之久。這類組織病灶類似遲發期肥大細胞依賴性反應，呈現

嗜酸性白血球、中性白血球和纖維沉積。嚴重的水腫甚至會壓迫到局部

的神經及血管。

遲發性的巨大腫脹反應



 對一些體質敏感的人則會因入侵紅火蟻的叮咬，入侵紅火蟻毒液中少量的水

溶性毒蛋白，產生過敏性的休克反應(第一型)，嚴重者甚至會造成死亡。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於1998年所做的調查，當年南卡全州一半的居民曾遭受過

火蟻的攻擊，其中約有33000人因被火蟻叮咬而需要就醫治療，並有15%產生

嚴重的過敏反應，2%會產生有嚴重系統性過敏反應而造成過敏性休克，而當

年便有2件受火蟻直接叮咬而死亡案例。

全身性過敏反應 Hypersensitivity





毒性反應

 毒性反應的症狀包括嘔吐、腹痛、腹瀉、頭痛、頭暈、發熱，

嚴重時會有低血壓、抽搐、意識障礙、肌肉痙縮、溶血、腎

衰竭、擴散性血管內凝血症等。

 一般而言，火蟻螫傷較少造成類似蜂螫的嚴重毒性反應，這

些嚴重毒性反應通常發生於本身身體狀況不佳的病人。



入侵紅火蟻螫傷後治療



步驟1.：先將被叮咬的部分進行冰敷的處理。

步驟2.：使用肥皂與清水清洗。

步驟3.：一般可以使用含類固醇的外敷藥膏或是口服抗組織胺藥劑，

來緩解搔癢與腫脹的症狀，但儘量在醫生診斷指示下使用

上述藥劑。

遭紅火蟻叮咬後的基本處理步驟（冰、沖、敷）

治 療 ─ 局部反應



 儘量避免弄破水疱或膿疱，以免引起傷口的二次細菌感染或癒

合不良而留下明顯的疤痕。

 水疱若破掉，應注意傷口的照護，以及使用抗菌藥膏防治傷口

的感染。

 若有續發性感染，則應使用口服或注射抗生素治療。



治 療 - 過敏反應

治療原則

 維持生命徵象。

 給予腎上腺素 (EPIPEN)、抗組織胺、類固醇藥物等藥物。

 輕至中度過敏反應的治療，可能給予抗組織胺或類固醇藥物，就

可緩解。



治 療 ─ 過敏性休克

 呼吸困難時給予氧氣，必要時給予人工呼吸。

 過敏嚴重或發生休克，應注射腎上腺，保持身體溫暖，立即送醫。

 低血壓時，應同時給予靜脈輸液。

 全身性過敏反應積極給予腎上腺素 1:1000 水溶液 0.01 ml/kg 皮下注射，

每15分鐘可重覆給予。

 嚴重休克者，每隔 3-5 分鐘可給予1:10,000 腎上腺素 1 ml 靜注或經氣管

輸入。

 抗組織胺藥物或類固醇藥物靜脈注射或口服。

免疫治療



農業經濟上的威脅

火蟻對於畜產業、酪農業、家禽養殖業、蜂產業等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在美國每年會有數千隻牛羊因牧場遭火蟻入侵，在誤入火蟻蟻巢而遭受

火蟻攻擊引起併發症而致死的案例。



雜食性的火蟻除對生態環境中土棲的動物造成浩劫般的傷害外，在一些危害嚴

重的地區往往泥土中的蚯蚓都會被捕食殆盡；除攻擊土棲動物破壞土壤微棲地

外，火蟻也會對於農作物造成相當程度的傷害，火蟻取食作物的種子、果實、

幼芽、嫩莖與根系，對於作物的成長與收成造成經濟上極大的損失。

農業經濟上的威脅

file:///D:/火蟻/威脅d.mpg


公共設施上的威脅

火蟻的蟻巢也常常入侵公共設施與居家附近電器相關的設備中，如電表、變

電箱、電話總機箱、交通號誌機箱、電纜線箱、機場跑道燈箱等，造成電線

短路或設施故障 (Vison, 1997)，據統計在美國入侵紅火蟻對於相關電器設施的

危害每年就高達數千萬美元的損失。







RIFA Colony in Songshan Airport (2014),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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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ant

Runway lamp in the Airport



 火蟻是攻擊性強且危險的昆蟲之一，輕微騷動到蟻巢範圍之內，往往會有大量

個體衝出攻擊。

 在火蟻危害區中的農民與除草人員是最常遭受火蟻攻擊的人員，情況嚴重者都

需緊急進入醫院治療。

 但火蟻會影起社會大眾恐慌與危險的反而是當火蟻入侵人口密集的城鄉中，公

園、學校、人行道、綠地往往成為火蟻密集區域，而使人們與火蟻接觸機會增

加，更增加其危險性。

公共衛生安全上的威脅



Sylvilagus floridanus

Odocoileus virginianus

Cnemidophorus sexlineatus

Bufo houstonensis Alligator mississippiensisPseudemys nelsoni

Caretta caretta

Colinus virginianus

Sterna antillarum

Colinus virginianus

(Allen et al., 1995)

1972-1992 in 15 Texas counties



入侵紅火蟻的防治與監測



入侵紅火蟻緊急防治策略建議
Proposed Emergency Control Program 

of Red Imported Fire Ant



火蟻偵測、鑑定、防治、監測處理流程

通報

鑑定

解除

監測

防治處理

主動偵測

現地會勘或標本寄送

地理資訊系統整合平台

1

2

3

入侵紅火蟻

其他螞蟻

+

-

4

5

依監測數據調
整處理次數

6

無入侵紅火蟻
7

8



 紅入侵火蟻通報

 現地會勘

 標本寄送鑑定

1



 入侵紅火蟻族群密度標準化偵測暨監測方法

 目視蟻丘觀察法 (visual technique)

 掉落陷阱調查法 (pitfall trap technique)

 誘餌誘集法 (bait trap technique)

2 6



目視蟻丘觀察法 (visual technique)



1m

1m

75%酒精 (24 hr)

掉落陷阱調查法 (pitfall trap technique)

 於調查區域中設置數個由4個掉落陷阱所組成的採樣點，每個採樣

點相距10公尺以上。

 陷阱放置24小時後計算種類數量。



掉落陷阱法設置



掉落陷阱法危害評估

 嚴重危害區 (多於200隻)

 中度危害區 (50-200隻)

 輕度危害區 (5-50隻)

 初期危害區 (0-5隻) 

 無侵入地區 (無)

族群密度危害級數



 將人工誘餌 (高油脂食物，如洋芋片) 放置於一個10公分直徑但有
孔洞的塑膠盒中。

 並用標示旗來標定誘餌的位置，平均每公頃放置4~10個偵測點或
每100平方公尺設立1個誘集點，30-40分鐘後取回。

誘餌誘集法 (bait trap technique)



將
離
心
管
套
上
警
示
旗

將
陷
阱
設
置
在
空
曠
土
表
上

確定管口平貼地面
回收並冰凍12小時以上，
再進行鑑識及計數。

將洋芋片放入離心管中



誘餌誘集法危害評估

 4級：嚴重危害區 (多於200隻)

 3級：中度危害區 (50-200隻)

 2級：輕度危害區 (5-50隻)

 1級：初期危害區 (0-5隻) 

 0級：無侵入地區 (無)

族群密度危害級數



防治效果評估

防治率= (1- ) × 100%
防治後陷阱內紅火蟻平均

防治前陷阱內紅火蟻平均

防治前=20隻

防治後=5隻
防治率= (1- ) × 100% = 75%

5
20



 入侵紅火蟻族群低密度偵測方法

 掉落陷阱調查法 (pitfall trap technique)

 誘餌誘集法 (bait trap technique)

 偵測犬偵測法 (dog-assisted search technique)



使用偵測犬偵測入侵紅火蟻 Solenopsis invicta



彰化室外偵測.wmv
戶外訓練.wmv


圖火蟻偵測犬 (fire ant detection dog) 機場設施偵測作業。



2010 年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2010 Taipei International Flora Exposition 

 2010 年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2010/11/06~2011/04/25)

 會場面積達92公頃，共分為四區 (圓山公園21公頃、美術公園8公頃、新生

公園15公頃、大佳河濱公園48公頃)。

 花博期間共使用達3000萬株，1600種類，3300品種花卉。

 以2010/11/03 新生公園怡情園區草地發現入侵紅火蟻。

 火蟻偵測犬(2011/02/27)協助花博進行入侵紅火蟻蟻巢偵測。



 The discovered RIFA nest was labeled with an orange volcano on the map. Flags and 

green line indicates the trail of search.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Taichung World Flora Exposition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2018/11/03~2019/04/24)

 會場面積達60.61公頃，共分為四區 (后里森林園區與后里馬場園區 30.04公頃、外

埔園區14.32公頃、葫蘆墩園區16.25公頃)。

 於2018/11/05 后里森林園區遊客中心草地發現入侵紅火蟻蟻巢。

 火蟻偵測犬(2018/11/09)協助花博進行入侵紅火蟻蟻巢偵測，並於2018/11/15-

16進行全區誘餌誘集偵測調查，於1906個調查點發現有11個調查點偵測到入

侵紅火蟻 (森林園區9、外埔園區2) ，主要是受入侵紅火蟻感染的土方與植栽

移入而造成的，目前持續每月一次全區偵測以確實掌握火蟻疫情。







臺中花博入侵紅火蟻調查
(2018/11~2019/02) 

2018/11 2018/12 2019/01 2019/02

樣區 調查點 火蟻
火蟻
比例

調查點 火蟻
火蟻
比例

調查點 火蟻
火蟻
比例

調查點 火蟻
火蟻
比例

森林園區 552 9 1.6% 417 0 0.0% 447 0 0.0% 397 0 0.0%

馬場園區 361 0 0.0% 380 1 0.3% 357 3 0.8% 369 4 1.1%

外埔園區 614 2 0.3% 500 1 0.2% 505 1 0.3% 400 0 0.0%

葫蘆墩園區 379 0 0.0% 364 2 0.5% 342 2 0.4% 377 6 1.6%

總計 1906 11 0.6% 1661 4 0.2% 1651 6 0.4% 1543 10 0.6%



  
 

后里馬場園區 (2018/12)

  
 

 外埔園區 (2018/12)

  
 

 葫蘆墩園區 (2018/12)

  
 

 
外埔園區 (2019/01)

  
 

 葫蘆墩園區 (2019/01)

  
 

 后里馬場園區(2019/02)



入侵紅火蟻偵測App系統

 開發入侵紅火蟻偵測App系統，藉由資通訊科技的導入設計對於入侵紅火蟻的偵測工

作，可提升第一線調查人員、義工、農民及民眾對於有害螞蟻 偵測效率與正確性，

尤其在有害螞蟻高風險入侵環境 (機場、港口、貨櫃區、花卉博覽會等) 得以即早發

現有害螞蟻感染源，而提早有效的進行防治作業。

 入侵紅火蟻偵測App系統已經開發 iOS 與Android 兩種手機作業系統版本，並上架

於下載平台方便使用者免費下載使用。入侵紅火蟻偵測App系統將在使用者登錄後將

可直接以手機拍攝所發現或調查有害螞蟻照片，便可即時使用此App系統上傳，上

傳照片將會一併上傳使用者 ID、拍攝照片的日期和時間、拍攝照片的GPS資料；而

系統後端將會鑑定上傳照片的螞蟻種類並回覆使用者，若是入侵紅火蟻則通報所屬

單位進行防治作業；所有資料均進入資料庫儲存。



 手機畫面  帳號登入
 申請帳號

 申請群組
 申請會員資料

 群組登錄

 登入成功
 系統畫面  拍照  上傳系統



http://qa-rifa.2018thfcs.com/file

入侵紅火蟻偵測App系統後台



歐尼大頭家蟻 Pheidole ernsti 入侵紅火蟻 Solenopsis invicta



入侵紅火蟻偵測App系統後續發展
AI影像自動辨識



入侵火蟻於台灣擴散途徑

主動擴散 (自然)

自然遷飛、洪水擴散

被動擴散 (人為)

園藝植栽污染、草皮污染、土壤廢土移動、堆肥、園藝農

耕機具設備、空貨櫃污染、車輛污染



 疫區設立與污染源移動管制計劃

疫區與緩衝區之認定與設置

疫區內污染傳播源之根除 (園藝場、種苗場、堆肥場等)

園藝植栽、草皮等輸出檢查

疫區內土壤(包括廢土)之移出檢查

疫區、緩衝區及高污染區火蟻族群密度之監測



人為擴散

園藝植栽污染

草皮污染

土壤廢土移動

園藝農耕機具設備

貨櫃污染

車輛污染

廢土移動

植栽 苗圃

草皮污染

植栽

圖片來源：

農耕機具





 入侵紅火蟻防治方法5

 二階段火蟻藥劑防治步驟

 非藥劑防治 (物理性防治)

 疫區設立與污染源移動管制計劃



 在火蟻危害70年的美國，市面上有超過150種藥劑產品標示可以

防治火蟻，而大部分產品若正確使用是有效的，要除掉一個單獨

的蟻巢是非常容易的，但要將一個地區的火蟻完全有效的根除卻

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許使用最毒的殺蟲劑對抗入侵紅火蟻是有效的，但也對於環境

卻會造成傷害，若使用不確實也造成火蟻再次捲土而來與產生抗

藥性的可能性。如果防治措施無法100%將火蟻滅絕，部分蟻巢

將會移到鄰近的地區，而使疫情蔓延。



入侵紅火蟻防治工作的盲點

藥噴一噴就死光了?

越噴危害面積越大





施藥

數週後

防治重點在蟻后
0800095590



二階段處理方法是將餌劑(baits)與獨立蟻丘處理(Individual Mound 

Treatments)兩個方法共同配合使用，是目前與美國、澳洲和紐西蘭

的研究人員與防治人員所推薦使用的方法。

 二階段火蟻藥劑防治步驟



二階段火蟻藥劑防治計劃

餌劑 (Baits)

芬普尼 (fipronil) ─ Chipoc® FireStarTM

賜諾殺 (spinosyns) ─ Justice ®

愛美松 (hydramethylnon) ─Amdro ®

百利普芬 (pyriproxyfen) ─ Distance ®

因得克(indoxacarb) ─ AvauntTM

獨立蟻巢處理 (Individual Mound Treatments)

百滅寧 (permethrin) ─ Prmex®

第滅寧 (deltameyhrin) ─  Granules ®

芬化利 (fenvalerate) ─ Pyrid®

賽滅寧(cypermethrin) ─ Demon®

加保利 (acrbaryl) ─ Sevin®

安丹 (propoxur) ─ Baygon 70%

file:///D:/bean/film/mainspre.rm
file:///D:/bean/film/granule2.rm





在火蟻覓食期散佈餌劑，而約在7~14天後再使用獨立蟻丘處理方

法，並持續處理直到問題受到解決。

7~14 Days



餌劑 (Baits)

 火蟻餌劑所使用的藥劑大約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為毒劑，第二類

為昆蟲生長調節劑 (Insect Growth Regulators (IGR))。

 大部分火蟻餌劑多使用磨碎的除去油脂的玉米顆粒為餌劑的基質，

再將含有藥劑的大豆油與玉米顆粒混合，而大豆油將是餌劑吸引螞

蟻來取食的重要成分。但大豆油常會因為過期而開始腐敗，而影響

對螞蟻的誘引力，所以需要在餌劑新鮮的時候儘快使用。



賜諾殺：造成肌肉痙攣，麻痺虛脫而死，效果1-5週顯
現。

芬普尼：經由接觸或取食，干擾神經系統，效果2-6週
顯現。

愛美松：慢性胃毒劑，效果3-5週顯現。
因得克：胃毒以及觸殺毒性，神經阻斷，效果1-3週顯

現。

餌劑—毒劑

百利普芬、美賜平：抑制幼蟲脫皮、蟲卵孵化，效果1至4

個月顯現。

餌劑—生長調節劑



 使用新鮮的餌劑

 地表溫度21-38 ℃為最佳施藥溫度

 於乾燥的地表狀態施用餌劑，餌劑施放前後12小時無下雨的狀況

 使用在火蟻積極覓食的地點

 使用正確的口徑與藥量，每公頃施放約2~10公斤，每年約施用2~ 4次

餌劑使用注意事項



 一般研究調查顯示不管使用那一種餌劑類型，均僅能防除處理區域

中約95%的火蟻族群(包括成熟與未成熟蟻巢)。

 餌劑在防治火蟻的作用與防除時間較接觸性藥劑緩慢，而且不同餌

劑在螞蟻族群數量減少開始時間與速度上有所差異，一般而言，生

長調節劑的成效要比較延後，但其卻較有利於去控制火蟻族群的拓

展階段。

 需大規模面積施放餌劑才能獲得較好的防治成效。

使用餌劑所遇見的問題



餌劑防治作業設備

背負式撒佈機

人力手搖式

耕耘機

曳引機

農用搬運車
ATV ATV

無人空載機 (UAV)輕航機

沙灘車(ATV)



1

2

2

防治作業藥劑灑佈沙灘車。



不同餌劑防治施藥機具之撒佈餌劑涵蓋範圍

背負式動力灑佈機：

涵蓋步行左右5公尺，每秒一步 (0.5m/sec)

灑佈機沙灘車：

涵蓋車行左右7.5公尺，時速5km/hr (1.4m/sec)



火蟻防治餌劑施藥涵蓋工作圖





獨立蟻丘處理方法多是以施除藥劑直接處理可見的蟻丘，詳細藥劑使用

方法則需依據標示說明使用。此種防治方法可以有效的的防除98%以上

的可見蟻丘。但其明顯的缺點是在僅能防治可見的蟻丘，但許多新建立

的蟻巢是不會產生明顯蟻丘，在一些防治管理措施較為密集的地點也較

不易看見蟻丘，而往往會造成處理上的疏漏。

獨立蟻丘處理(Individual Mound Treatments)



接觸性化學藥劑灌注法

a. 接觸性化學藥劑灌注設備。

b. 使用藥劑：賽洛寧膠囊懸著劑 (2.46%) 。

c. 處理直徑 20 公分蟻丘，每蟻丘灌注10~15公升藥劑。

d. 操作人於需經環境衛生防治人員受訓合格 (PCO) 。



優點

 高比例的蟻丘可以被消滅

 在幾個小時內便可以快速的消滅蟻丘

 費用便宜

 非常有效

 可以殺死蟻后及休息於蟻丘中的個體

 使用上比較機動

缺點

 累積毒性與抗藥性的風險較高

 並不建議使用在環境敏感區域如池塘、學校操場、水源區等

 容易忽略一些看不見的蟻巢

 一些產品需要再混合或溶於水中，使用較不方便

獨立蟻丘處理(Individual Mound Treatments)



長效型接觸性粒劑

 0.0143%芬普尼粒劑

優點
時效長，12-18月內消滅近100%。任何時節均能施用。效果穩
定。

缺點

售價相當昂貴 (每公頃2~3萬元)。邊緣與介面地帶不易處理。須加
水活化。







紅 火 蟻 防 治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5.2. 一般防治原則：

5.2.1. 於發生區域均勻撒佈餌劑，可連續施用昆蟲生長調節劑型餌劑
（如百利普芬、美賜平）或毒殺型餌劑 (如芬普尼、賜諾殺、
因得克），也可以交互施用二種類型餌劑。餌劑處理法建議於
春、秋季各施作1~2次，每次間隔1~2月，每年共處理3~4次。
發生嚴重區域，可先均勻撒佈昆蟲生長調節劑型餌劑，經2至4

週後即進行毒殺型餌劑施撒。

5.2.2. 針對傳播風險高之危險性獨立蟻丘直接以觸殺型藥劑（如
2.46%賽洛寧膠囊懸著劑）或以物理防治方法 (如高溫熱蒸氣灌
注法) 進行處理，再全面施撒餌劑或長效型粒劑 (如0.0143%芬
普尼粒劑) ，以加強防治效果。



133

火蟻防治法整體性成本比較

表 餌劑、長效型粒劑、觸殺型藥劑灌注蟻丘、熱蒸氣灌注蟻丘防治成效與
成本分析 (防治成本與限制)

餌劑防治 長效芬普尼粒劑 觸殺型藥劑 熱蒸氣灌注法

防治處理標的
區域防治
或獨立蟻丘

區域防治
或獨立蟻丘

獨立蟻丘 獨立蟻丘

防治費用
(藥劑)

6240 元
(每公頃/年)

27900元
(每公頃/年)

500 元
(10蟻巢/天)

50 元
(10蟻巢/天)

防治費用
(人員)

6400 元
(每公頃/每年)

1600 元
(每公頃/每年)

2000 元
(10蟻巢/天)

2000元
(10蟻巢/天)

人力時間需求
10~15 公頃

(天/人)

10 公頃
(天/人)

10 ~ 15蟻巢
(天/人)

10 蟻巢
(天/人)

施作設備
設備成本中等
(動力灑佈器)

(沙灘車)

設備成本中等
(動力灑佈器)

(沙灘車)

成本低
(藥劑灌注器)

成本高
(蒸氣灌注車)

特殊需求
每年需灑藥

3~4次
每年灑藥1次

防治人員藥劑處
理規範 (PCO)

每個蟻巢需30 L 

熱水處理

防治條件限制
(天候條件)

限制大 限制小 限制小 限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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餌劑防治 長效芬普尼粒劑 觸殺型藥劑 熱蒸氣灌注法

環境衝擊

(作用對象)

中
(螞蟻)

中
(土棲節肢動物)

高
(所有昆蟲)

中
(所有生物)

環境衝擊(藥害) 低 中 高 無

抗藥性 低 中 高 無

防治環境限制* 限制 限制 高限制 無

有效防治時程 1 ~ 3 月 1 ~ 1.5 月 1~5 天 1 ~5 天

單一蟻巢防治率
(45天) 

80 ~ 90% 85 ~ 95% 75~90% 80 ~95 %

區域範圍防治率
(6個月)

高
(85 ~ 95%)

高
(90 ~ 95%)

低
( < 25%)

低
(< 25%)

小範圍復發率
(< 0.5 公頃/ 1年)

20 % < 10% > 90 % > 90%

大範圍復發率
(> 1公頃/ 1年)

30 % < 15% > 95 % > 95 %

表 餌劑、長效型粒劑、觸殺型藥劑灌注蟻丘、熱蒸氣灌注蟻丘防治成效與
成本分析 (環境衝擊與防治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