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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已超過 20 年，且各地的農民、農政單
位及農業技術研究機關亦不斷嘗試多種
的禦防措施，但多為治標之法且有效時
間短，故成效十分有限。獼猴危害農作
物已成為全國性的農業問題，亟待尋求
有效對治解決之道。

二、 臺灣獼猴在臺東地區危害果樹概
況與目前防範方法
臺東地區擁有許多良好的自然生態

環境，獼猴族群數量多且密度高，而臺
東又是以農業為主要產業，因此屬於遭
受獼猴嚴重危害的地區之一（圖 2）。
其中果樹是受損最嚴重的農作物，獼猴
危害的方式除了採食果實外，也會造成
果樹的枝葉折斷（圖 3），種類包括柑
桔類、柿子、水梨、甜蜜桃、紅龍果、
木瓜 ... 等等。以受害最嚴重的東河鄉
泰源村為例，該地區的果園幾乎無一倖
免，又以柑桔果園損失最為慘重；受損
程度則視果園所在的位置而定，越鄰近
山林邊的果園，遭受猴害的情況越嚴
重。

在防範猴害方面，目前農民常用的
方法主要有 2 大類：

1. 不需要申請許可的處理方法：(1)阻
隔設施（電網除外），如簡易網室、

一、前言 
臺灣獼猴（以

下簡稱獼猴）為
臺灣特有種之靈
長類動物（圖1），
廣泛分布於臺灣
全島各地，其中
以東、南部較多，
西、北部較少，
低海拔之天然闊葉林區為主要棲地。獼
猴名列保育類第 3 等級野生動物，由於
保育政策與教育宣導有成，已甚少遭獵
殺，故其族群日益繁盛。全臺獼猴數量
究竟有多少？目前並無一個明確數量，
但根據 10年前的學術研究統計推算，可
能已經達 60 萬隻之多。

獼猴的食性，一般以植物為主，取
食部位包括果實、種子、葉、花、芽、
嫩莖、樹皮及根等；另外，昆蟲、甲殼
類及軟體動物亦為其食物來源之一。由
於農作物種類、數量多且營養味美，對
獼猴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一旦有機會接
近就會取食。舉凡果樹、蔬菜、雜糧及
特用作物等均可能遭危害，其中又以果
樹類受害最為嚴重，造成果農相當大的
困擾與損失。臺灣關於獼猴的研究與防

圖 1. 臺灣獼猴

果樹猴害防範新技術
文 /圖 陳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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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階段，成效尚待評估。

三、果樹猴害防範新技術
本場為了有效降低獼猴對果樹的危

害，減輕果農損失，自 102 年起進行猴
害防範之技術開發研究，研製出新式防
猴網罩，效果甚佳，使用方法詳述如下：
（一） 防猴網罩之設計與防護方式

獼猴對於果樹主要的危害是進入
果園採食果實，現行各種阻隔、阻嚇或
驅趕方式，多是成本過高，有效期短或
效果不佳，無法長期有效地阻止獼猴進
入果園。而本場研發之防猴網罩可將果
樹整株保護（包覆）起來，即使獼猴
進入果園也無法危害果實。防猴網罩主
要採用 24 目之白色塑膠紗網（透光率
約 85％）為材料，縫製成長立方體狀之
網罩，其中一個稜邊縫製長 1.8m 拉鍊
作為開口，方便作業，網罩下方四週邊
緣每隔 60cm 開一穿繩孔，並穿以直徑
約 3-5mm 之尼龍繩，以便底部束口與固
定用（圖 4），如以中型植株之臍橙、
茂谷柑及晚崙夏橙等柑桔類果樹（樹冠
大小約長 3.2m× 寬 3.2m× 高 2m）為
保護對象，依市售現有材料規格，最節
省成本之作法，建議訂製規格尺寸為長
3.6m× 寬 3m× 高 3m 之網罩，每件價格
約 1,600 元。
（二）防猴網罩之架設方式（圖 5）

若保護的果樹非大型植株，通常 2
人一組即可操作，架設步驟及方法如下：
步驟 1： 將防猴網罩的拉鍊打開，1人各

執一邊，自果樹樹冠側邊將網
子向上拉套，逐漸包覆植株（若

各式圍籬及圍網等。(2)聲音阻嚇，
如施放鞭炮、瓦斯音爆器及播放收
音機等。(3)視覺阻嚇，如插旗幟、
人形立牌（或稻草人）、強閃光及
反光彩帶等。(4) 驅離，如人力驅
趕及養狗驅趕等。

2. 需要申請許可的處理方法：架設電
網、設置陷阱、獸夾、毒餌及獵捕
等。
防治方法雖然很多，但由於獼猴

生性機靈且學習能力強，各種防治方式
仍無法達到簡單易行、低成本、安全、
效果好，且長期有效之目的。近期農委
會林務局委託學界進行一項獼猴節育計
畫，希望透過吹箭替獼猴施打避孕針
以及結紮兩種方式，有效達到節育的效
果，以控制其族群數量，但此法仍在試

圖 3. 獼猴除了危害果實外亦會將枝葉折斷（左
為臍橙，右為茂谷柑）

圖 2. 臺東縣自然環境良好是猴害之重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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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獼猴破壞的跡象；但其他植株（對照
組），猴害情況相當嚴重（圖 6）。以
茂谷柑為例，處理組單株產量 150-200
台斤，對照組則僅餘 30 台斤左右，而臍

植株過於高大不易拉套時，可
增加 1 人，使用竹竿協助將網
子撐高，以便作業）。

步驟 2： 當防猴網罩完全包覆植株後，
環繞植株檢視，將包覆面不平
整處由上而下拉動整理，使網
罩四週平順且自然垂於地面。

步驟 3： 取尼龍繩，沿著網罩下方四週
順序穿入繩孔後，拉動繩子將
網罩下方開口緊束於樹幹（尼
龍繩最好不要在網罩包覆植株
前事先穿好，否則在操作過程
中容易勾到枝條，影響作業）。

步驟 4： 收束網罩下方開口於樹幹後，
再用尼龍繩纏繞樹幹數圈確保
無漏洞，將多餘的繩子綑綁於
樹幹，即完成作業。

（三）防猴網罩之使用時機

通常果實接近成熟採收期時，才較
容易遭受獼猴危害，受害高峰期大約自
果實採收前 2 個月左右開始；但若獼猴
棲地環境中食物不足（季節性、族群過
大或個體競爭等因素），亦可能提早危
害。因此，防猴網罩使用時機端視獼猴
危害狀況與程度而定，若零星危害或損
害程度不大時，可不需進行防範，連續
發生猴害時即應進行架網防護作業。
（四） 防猴網罩對猴害的防範效果與對

果樹之影響

本場於 102 年使用防猴網罩進行
臍橙、茂谷柑及晚崙夏橙之猴害防範試
驗中發現，包覆有防猴網罩的植株（處
理組），果實完全未遭猴害，網罩也無

圖 4. 本場研製之防猴網罩（左為長立方體狀，
一稜邊以拉鍊作為開口；右為束口用設計）

圖 5.防猴網罩架設方式－以晚崙夏橙為例。（左
上：自果樹側邊將網罩逐漸套上。右上：2-3 人
合作將網罩拉套包覆整棵植株。左下：最後將
網罩下方的尼龍繩束緊並固定於樹幹上。右下：
完成防猴網罩包覆果樹作業。）

圖 6.本場賓朗果園茂谷柑猴害防範試驗區。（圖
上方靠近原始林帶之茂谷柑已全數遭猴害，圖中
段之茂谷柑正遭猴害，至採收時僅剩下防猴網處
理者未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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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要將果園內每株果樹均使用防猴
網罩，建議最好留一些給獼猴採
食，以免獼猴可能會作出一些不可
預期的行為，而影響防猴網罩的效
果。

4. 使用防猴網罩前，最好先進行病蟲
害防治作業（如此可至採收前不需
再噴藥）。

四、結語
本場研發之果樹猴害防範新技術，

操作簡便、成本低、安全無害且防治效
果良好，研製之防猴網罩不但輕便耐
用，亦具有防範果實蠅、鳥類及鼠類等
野生動物危害之功用，具有極高的效
益。但由於臺灣獼猴相當機靈且善於觀
察與學習，本技術是否能長年有效尚待
評估，不過，與現行常用的方法比較，
仍不失為一相當優良可行的技術，因此
提供予果農參考使用，期能降低損失。

橙及晚崙夏橙也有類似的結果。
防猴網罩處理對於果樹樹冠內微氣

象、病蟲害及果實品質之影響，以臍橙
為例（處理期間約為 3 個月），處理組
植株樹冠內的平均溫度及相對濕度與對
照組並無顯著差異（表 1），病蟲害亦
無明顯增加，且植株生長發育狀況均屬
正常；另外，在果實品質的比較上，處
理組的糖度高於對照組，酸度則略低（表
2）。試驗結果顯示，罩網處理期間，臍
橙無論在植株生長發育、病蟲害或果實
品質上，均無負面影響。
（五）使用防猴網罩之注意事項

1. 防猴網罩下方開口務必緊束於樹幹
上，否則獼猴仍有入侵的機會。

2. 不宜長期將防猴網罩包覆於植株
上，以免產生負面影響（需要時再
使用即可）。

表 1. 防猴網罩處理對臍橙樹冠內平均溫濕度之影響

調查位置 平均氣溫（℃） 平均相對濕（％） 
防猴網罩處理 22.6 87.3
無防猴網罩處理 22.3 88.5
果園露天處 22.4 85.5

註：處理期間為 102 年 9 月 7 日至 12 月 1 日。

表 2 . 不同保護方式處理對臍橙果實品質之影響

調查項目
果重
（g）

糖度
（OBrix）

酸度
（％）

果皮厚
（mm）

果皮重
（g）

果汁率
（％）

果肉率
（％）

果形指數
( 果高 / 果寬 )

植株包覆
防猴網罩

（果實不套袋） 
381.4 11.6 0.68 4.4 141.4 52.8 63.0 1.02

果實套用
白色紙袋

（對照處理） 
355.4 10.5 0.73 4.1 130.9 52.4 63.0 1.0

註：處理期間為 102 年 9 月 7 日至 12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