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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第 8版 

紅火蟻防治標準作業程序 



1. 目的：建立本會所屬單位及其他相關部（會、署）共同防治入侵紅火蟻（以

下簡稱紅火蟻）標準化作業程序，以確保防治效果。 

2. 適用範圍：凡屬紅火蟻發生區均適用之。 

3. 權責單位：各防治權責單位執行。 

4. 依據： 

4.1. 植物防疫檢疫法。 

4.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以下簡稱本會防檢局）許

可或核准之紅火蟻防治用藥規定。 

5. 作業說明： 

5.1. 防治時機：全國地區農民或一般民眾申請診斷，經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

及本會 27 處診斷服務站鑑定為紅火蟻，即進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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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隆）或毒殺型餌劑 (如賜諾殺、因得克、

賽滅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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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階段處理法：針對小面積發生、傳播風險高之危險性獨立蟻丘，

可直接以觸殺型藥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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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搭配施撒餌劑或長效型

粒劑（如 0.0143%芬普尼粒劑），以加強防治效果。 

5.3. 防治藥劑及其施用法： 

5.3.1. 餌劑： 

5.3.1.1. 在地表溫度 21~38℃的季節（春、秋），於紅火蟻活動覓食時段

（可先以微量洋芋片、餌劑測試）撒佈餌劑，撒佈時地面應保

持乾燥狀態。防治面積小時可用手搖式餌劑撒佈器，防治面積

大時則可選用動力餌劑撒佈機撒佈。餌劑應於紅火蟻發生地區

全面施撒，如紅火蟻僅零星發生，亦可將餌劑撒佈於蟻丘周圍

0.3~1 公尺範圍內，直到紅火蟻除滅為止。 

5.3.1.2. 目前農地上核准使用之紅火蟻防治餌劑包括：0.015%賜諾殺餌

劑、0.045%因得克餌劑、0.5%百利普芬餌劑、0.5%美賜平餌劑、 

1％芬諾克餌劑、0.5％二福隆餌劑、0.011％阿巴汀餌劑、0.03

％益達胺餌劑、0.12%賽滅寧餌劑等 9種（如表 3）。其中賜諾



殺、因得克、阿巴汀、益達胺、賽滅寧為毒殺型餌劑，其防治

效果於撒佈後數週顯現，百利普芬、美賜平、芬諾克、二福隆

為昆蟲生長調節劑型餌劑，效果則需 3~6 月後才會顯現。 

5.3.1.3. 餌劑使用時應注意：（1）使用之餌劑宜新鮮；（2）應依正確的

方法與藥量施用；（3）春秋季於早晨或傍晚地表溫度 21~38℃

時（冬季於上午 10 時至下午 3 時）為最佳施用時機；（4）施

用時須地表乾燥，應參考氣象預報選定施藥時間，避開可能於

施用後12小時內有下雨之情況，且施藥後24小時內切勿灌溉；

（5）禁止將餌劑與其他物質（如肥料）混合使用；（6）施用

餌劑後 7 至 10 日內勿再使用其他防治紅火蟻藥劑；（7）餌劑

勿施用於水體或潮濕地面。 

5.3.2. 觸殺型藥劑： 

5.3.2.1. 核准使用之紅火蟻防治觸殺型藥劑為 0.0143%芬普尼粒劑及

2.46%賽洛寧膠囊懸著劑（如表 4）。觸殺型藥劑僅建議用於小

面積發生區、紅火蟻低容忍區或傳播風險高區域之危險性獨立

蟻丘處理。其中，0.0143%芬普尼粒劑屬長效型藥劑，使用時

應於發生區內全面均勻施撒，而後定期均勻灑水，使土壤儘可

能保持濕潤狀態；2.46%賽洛寧膠囊懸著劑使用時應先經適當

稀釋，使藥液容易滲透至土壤中，再由蟻丘頂部往下或自蟻丘

周圍外 30 公分向內緩緩灌入約 5至 10 公升之藥液，灌注時儘

量不要擾動蟻丘。 

5.3.3 物理防治方法： 

 5.3.3.1 高溫熱蒸氣灌注法：針對小面積發生、水源區、有機農田等具

高傳播風險之危險性獨立蟻丘。 

(1)熱蒸氣壓力達7 kg/cm2時開始進行操作，灌注須達深度60公分，但

可視現場蟻丘大小及深度而定。 

(2)灌入後離蟻丘中心灌注點25公分處溫度須達80℃。 

(3)灌注流程： 

( A ) 主要蟻丘處理：灌注蟻丘中心點，將灌注槍插入蟻丘中央灌

注 1槍。處理時間 5 分鐘。 

( B ) 蟻丘外圍蒸氣處理：自蟻丘中心點向外半徑 25公分處，等距

離灌注 8處。8處共處理 5 分鐘。  

( C ) 土層表層蒸氣處理：於蟻丘外圍 20 公分處，等距離灌注 8

處。8 處共處理 5 分鐘。  

( D ) 熱水澆灌處理：將上列處理範圍以 20 公升熱水均勻澆灌。 

5.4. 農牧地紅火蟻防治方法 



5.4.1. 水稻田紅火蟻防治 

5.4.1.1. 水稻栽培田：可比照植物保護手冊水稻二化螟蟲防治方法，於

稻田灌水（1~3 公分）後施用 0.0143%芬普尼粒劑。於水田田

埂及附近防風林出現的蟻丘，則以上述餌劑處理法或二階段處

理法進行防治，每年處理 2至 4次。 

5.4.1.2. 可灌水的休耕水稻田：可選擇翻耕或不翻耕，惟均須於灌水

（1~3 公分）後全面施撒 0.0143%芬普尼粒劑。於休耕田田埂

及附近防風林出現的蟻丘，則以上述餌劑處理法或二階段處理

法進行防治，每年處理 2至 4次。 

5.4.1.3. 無法灌水的休耕水稻田：不要翻耕擾動蟻巢，以免迫使紅火蟻

族群散播。防治紅火蟻時，採用上述餌劑處理法或二階段處理

法進行防治，每年處理 2至 4次。 

5.4.2. 果園紅火蟻防治：紅火蟻會取食成熟裂開的果肉、與果樹上分泌蜜

露的小型害蟲共生，危害灌溉系統並會干擾採收操作。果樹開花期

可比照其他果樹害蟲的防治法，全面防除則採上述餌劑處理法或二

階段處理法，每年處理 2至 4次。 

5.4.3. 蔬菜園紅火蟻防治：比照植物保護手冊切根蟲防治法，分別於種植

前 3天及種植後 3天，在畦上撒佈 0.0143%芬普尼粒劑 1次，每次

施藥後以鐵耙拌土 3~5 公分。全面防除亦可採上述餌劑處理法或二

階段處理法，每年處理 2至 4次，但應遵守各種藥劑的安全採收期

規定。 

5.4.4. 苗圃紅火蟻防治：紅火蟻能藉種苗、植栽等含土壤的植物產品傳播

蔓延。因此發生紅火蟻之苗圃，其產品未經處理及檢查合格不得移

動及販售。 

5.4.4.1. 栽培區處理：可以二階段處理法進行防治，於苗圃植物栽培區

均勻撒佈餌劑，餌劑施用時地面須保持乾燥，施用後停止灑水

至少24小時，處理標的應包括栽培區之土壤表面及覆蓋物等。

7~10 日後再以觸殺型藥劑處理獨立蟻丘，將紅火蟻殘存群落

消滅，並每隔 2個月檢查 1次，若有新出現的蟻丘，立即將其

清除。如不施用餌劑，亦可直接施撒 0.0143%芬普尼粒劑，施

用完後應徹底灑水，再依慣行管理方式定期噴水灌溉，以發揮

其長期藥效。 

5.4.4.2. 盆栽、草皮及挖起之樹木植栽、扦插苗、球莖處理：前述產品

均必須經過2.46%賽洛寧膠囊懸著劑藥劑稀釋液的浸漬或灌注

處理，浸漬或灌注時，務必使其土壤或栽培介質完全濕潤；如

屬盆栽，經確認不會造成植物藥害後，則可均勻混拌 0.0143%

芬普尼粒劑於栽培介質內（藥劑有效成分約佔栽培介質之



0.001~0.0025%），施用完後應徹底灑水，再依慣行管理方式定

期噴水灌溉，以發揮其長期藥效。 

5.4.5. 放牧場紅火蟻防治：採用上述餌劑處理法或二階段處理法進行防治，

每年處理 2至 4次。 

5.4.6. 位處紅火蟻發生區之農牧地，應有適當之防範措施，以維持非疫區

狀態，防範措施包括：（1）阻絕：如水泥牆、阻絕溝等；（2）地被

覆蓋：如不織布、塑膠布、水泥、高台栽植等；（3）環境定期檢查

及適當用藥。 

5.5. 藥劑使用注意事項 

5.5.1. 藥劑使用時，應穿戴防護衣物、雨鞋、帽子、護目鏡、口罩及防護

手套。施藥後應立即以肥皂及水清洗身體接觸部位。 

5.5.2. 施用藥劑時應依照包裝上標示之注意與警告事項辦理。 

5.6. 防治工作之管控 

於施藥防治期間，各防治督導單位，可填寫當日防治情形紀錄表（如

表 5）備查或至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植物疫情管理資訊網」之「紅火蟻專

區」登錄案件防治情形。另使用防治中心繪製之航照工作圖者，亦請於每

階段施藥工作完成後，寄回該工作圖。以利彙整防治情形，評估防治成效，

管控防治進度。 

5.7. 發生或防治現場之告示及警戒 

針對傳播風險高之危險性獨立蟻丘，於現場設立明顯告示及適當之黃

色警戒帶，其告示大小不得小於 A3大小，告示內容應包括，註明抬頭(紅

火蟻防治進行中)、施作日期及時間、施作範圍、施作後應注意事項、聯

絡人員及電話。 

 



表 3 

農地上核准使用之紅火蟻防治餌劑及其施用法 

作用 
機制 

藥劑名稱 每次施用藥量 施藥方法 

昆蟲生
長調節
調節型 

0.5%百利普芬餌劑 

1.6-2.0 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10-20 公克/蟻丘 
（獨立蟻丘處理） 

沿蟻丘周圍1公尺
內均勻撒佈 

0.5%美賜平餌劑 
1.1 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0.5％二福隆餌劑 
2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1％芬諾克餌劑 
1.7 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毒殺型 

0.015%賜諾殺餌劑 

2.8-5.6 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20-30 公克/蟻丘 
（獨立蟻丘處理） 

沿蟻丘周圍1公尺
內均勻撒佈 

0.045%因得克餌劑 
1.7 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0.011％阿巴汀餌劑 
2-4 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0.03％益達胺餌劑 

2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25 公克/平方公尺 
（獨立蟻丘處理） 

沿蟻丘周圍1公尺
內均勻撒佈 

0.12%賽滅寧餌劑 

2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於紅火蟻覓食區
均勻撒佈 

10-20 公克/蟻丘 
（獨立蟻丘處理） 

沿蟻丘周圍1公尺
內均勻撒佈 



表 4 

農地上核准使用之紅火蟻防治觸殺型藥劑及其施用法 

藥劑名稱 含量及劑型 
*施用藥量或 

稀釋倍數 
施藥方法 

芬普尼 0.0143%粒劑 
95-97 公斤/公頃 

(大面積使用) 
A 

賽洛寧 
2.46% 

膠囊懸著劑 

稀釋 800 倍 

（獨立蟻丘使用） 
B 

A：依本標準作業程序，於紅火蟻發生特定地點均勻撒佈後立即灑水，爾後維

持正常噴水灌溉。 

B：經適當稀釋後，由蟻丘頂部或周圍外30公分向內灌注5至 10公升之藥液，

使藥液注滿整個蟻丘，灌注前不要擾動蟻丘。 

 



表 5 

入侵紅火蟻防治情形紀錄表 

 

一、防治單位：＿＿＿＿＿部/會/署/縣（市）政府＿＿＿＿＿局（處） 

＿＿＿＿＿＿＿＿鄉鎮（市）區公所（農會/隊）＿＿＿＿＿（其他） 

二、施藥日期：民國＿＿＿年＿＿＿月＿＿＿日 

1.開始時間：＿＿午＿＿＿時  2.結束時間：＿＿午＿＿＿時 

三、防治方法 

1.□餌劑防治 2.□接觸型藥劑防治 3.□物理防治(熱蒸氣) 

四、藥劑種類（在□打ˇ）： 

1.□芬普尼  2.□百利普芬 3.□賜諾殺 4.□美賜平 5.□因得克  

6.□芬諾克 7.□二福隆   8.□阿巴汀 9.□益達胺 10.□賽滅寧 

10.□其他  

五、施藥重量：＿＿＿＿＿公斤 六、施藥面積：＿＿＿＿＿公頃 

七、施藥圖號（在＿＿＿＿填上數字）： 

＿＿＿＿＿＿＿＿＿＿＿＿＿＿＿＿＿＿＿＿＿＿＿＿＿＿＿＿＿＿＿＿＿＿

＿＿＿＿＿＿＿＿＿＿＿＿＿＿＿＿＿＿＿＿＿＿＿＿＿＿＿＿＿＿ 

例如：新北市八里區第 2～10 號圖號；即為：249-013-002~249-013-010 

八、施藥人員姓名：＿＿＿＿＿＿＿＿＿＿＿＿＿＿＿＿＿＿＿＿＿＿＿＿＿

＿＿＿＿＿＿＿＿＿＿＿＿＿＿＿＿＿＿＿＿＿＿＿＿＿＿＿＿＿＿＿＿＿＿

＿＿＿＿＿＿＿＿＿＿＿＿＿＿＿＿＿＿＿＿＿＿＿＿＿＿＿＿＿ 

九、監督員姓名：＿＿＿＿＿＿＿＿＿＿＿＿＿＿＿＿＿＿＿＿＿＿＿＿＿＿

＿＿＿＿＿＿＿＿＿＿＿＿＿＿＿＿＿＿＿＿＿＿＿＿＿＿＿＿＿＿＿＿＿＿

＿＿＿＿＿＿＿＿＿＿＿＿＿＿＿＿＿＿＿＿＿＿＿＿＿＿＿＿＿ 

十、填表人資料：（單位）＿＿＿＿＿＿＿＿＿＿＿＿＿＿＿＿＿＿＿＿＿ 

（姓名）＿＿＿＿＿＿＿＿（職稱）＿＿＿＿＿＿＿＿＿ 

1.聯絡電話：＿＿＿＿＿＿＿＿2.辦公室電話：＿＿＿＿＿＿＿＿＿＿ 

3.傳真：＿＿＿＿＿＿＿＿＿＿4.E-mail：＿＿＿＿＿＿＿＿＿＿＿＿ 

十一、其他：＿＿＿＿＿＿＿＿＿＿＿＿＿＿＿＿＿＿＿＿＿＿＿＿＿＿＿ 

 

聯絡電話：0800-095-590；傳真：02-3366-3358 

聯絡信箱：nrifacc@ntu.edu.tw 

聯絡地址：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段 113 巷 27 號 

※備註：表格內容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加欄位及紙本張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