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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花植物增加農業生態系統服務之研究 

林立 1、翁崧夏 3、陳任芳 4、游之穎 2、倪宇亭 5 
1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助理研究員 

2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作物改良課助理研究員 

3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研發替代役 

4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副研究員 

5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約用助理 

摘 要 

生態系統服務 (Ecosystem service) 意指大自然生物體各司其職共同增進人

類生活福祉，為了防止生態服務的流失，人類必須停止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並且

充分善用大自然的力量，在農業生產過程營造生態友善的環境以確保人類食物的

品質和安全。有鑑於此，本場於 98 年開始針對數種可吸引益蟲的綠籬植物進行

調查及篩選，並於轄區內進行多場試驗以營造生物多樣化的方式達到減少害蟲和

增進授粉的功能。結果發現數種開花植物包含馬利筋 (Asclepias curassavica 

Linn.)、扶桑花 (Hibiscus rosa-sinensis L.)、細葉雪茄花 (Cuphea hyssopifolia)、萬

壽菊 (Tagetes erecta) 和孔雀草 (Tagetes patula) 皆對農作物具有良好的生態系

統服務成效，本文針對上述植物於田間應用的效果逐一說明。馬利筋為一種可強

烈吸引瓢蟲的開花性植物，田間試驗證實利用此特性可明顯抑制白蘿蔔偽菜蚜發

生率 50%以上，亦可減少黃秋葵蚜蟲發生 39%。扶桑花種植於甜玉米田區可有

效降低玉米螟發生約三成，增加完整果穗及農民收益。而種植細葉雪茄花於農田

可有效吸引授粉昆蟲如蜜蜂，並提高鄰近的花胡瓜授粉率和產量達 2 倍以上。一

年生的萬壽菊撒播於甘藍菜田中則可明顯增加食蚜蠅數量 2 倍，明顯降低高麗

菜蚜蟲發生，並且增加產量。而在水稻田埂及周邊撒播孔雀草和保留非禾本科野

花亦可明顯增加寄生蜂數量而抑制水稻飛蝨類害蟲。此外，由於上述試驗營造了

花朵豐富的田區景緻，因此同時達到了賞心悅目的心靈層面生態系統服務。本系

列研究除了證明生物多樣性可以幫助農業減少成本投入，同時也達成害蟲永續管

理目的，以生態友善的理念從事有機農業皆可達到生態服務的成效。本場在此方

面研究為全台先趨，未來亦將持續以水稻和果園列為研究重點，並將所有研究成

果推廣於農民應用，使生產、生活與生態之三生一體永續農業持續蔓延。 

 

關鍵詞：生態系統服務、馬利筋、扶桑、細葉雪茄花、菊科植物、天敵、授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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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生物防治法 (biological control method)，一直為有機農法蟲害防治之重要方

法。過去，田間生物性害蟲防治包含：利用性費洛蒙誘捕害蟲、週期性釋放田間

害蟲天敵等方式，以降低害蟲族群密度。有機農法除了不使用化學藥劑之外，更

重要的精神在於維持田區生物多樣性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因此，建構生物友善 

(Eco-friendly) 的農田環境，利用豐富的生物相達農田生態系之平衡，是建立在生

態系統服務 (ecosystem service) 的概念上，來進行田間害蟲生物性防治 (Way 

and Heong, 1994；Costanza et al, 1997)。 

農田生態工法 (Ecological engineering)、生物棲所營造 (habitat manipulation)、

農田景觀化 (Farmscaping) 這三種名詞意思相似、皆為增加農田生物多樣性的方

法，藉由增加田區植物種類而提高田區生物多樣性，使農田生態系之食物鏈達平

衡，便能有效控制害蟲族群密度， 終達生物防治之功效 (Ponti et al., 2005；

Simon et al., 2010；Gurr et al., 2011)。棲地操作方法中「農田綠籬」與「田埂植

被」被證實能有效控制農田害蟲密度 (林與楊 2012；Marino and Landis, 1996；

Wratten et al., 2002)，在有機田區應用棲地營造之技術，不僅能降低田間蟲害問

題、減少非農藥資材之消耗，同時增加田區景觀，實有一舉數得之效。綠籬原為

屏障、遮蔭之用，應用於農業除有防風與阻隔外來物外，也提供農田害蟲天敵棲

所，達到生物防治之效，並有觀賞與美化田區等附加價值 (呂等 2002；Ponti et 

al., 2005；楊與林 2008)。花粉或花蜜為害蟲天敵昆蟲生活史某些階段之營養來

源，於田埂種植開花植物同樣能吸引天敵昆蟲駐進，於農田種植吸引益蟲植物 

(Insectary plant) 可增加有益天敵數量，增加生態系統服務功能(Kopta et al., 2012)，

並降低其他外加資材的投入花費和人力，已成為有機農業永續管理害蟲的概念和

方法。 

目前，國內有機農業生物性防治害蟲技術中，僅有少數種類之害蟲天敵有大

量飼養並且商品化的生產技術，突顯棲地操作應用於田間害蟲防治之重要，而國

內探討棲地操作營造與田間害蟲關係之研究卻顯缺乏。東台灣的宜蘭花蓮地區有

機農業驗證面積達全國 1/4，為國內有機生產主要區域，有機栽培與病蟲害防治

方法需同步精進，因此，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於 2009 年起針對棲地操作與害蟲抑

制等研究，於轄區不同地點分別操作物防治相關試驗，包含：馬利筋等多年生植

物作為蔬菜害蟲天敵棲所、菊科植物營造蔬菜田天敵棲所、水稻田埂植被操作等

試驗，本文將簡述各試驗之操作方法及其初步成果，希冀各項試驗結果在未來能

應用於有機農業中，改善有機農耕作環境，降低有機農業經營管理強度與害蟲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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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資材使用，真正落實有機農業「自然」、「永續」之精神。 

材料與方法 
     本場於 99 年開始進行一連串的試驗，許多試驗 終雖然成效不顯著，但

亦激發更多想法和努力的方向。以下茲以數個成效明顯的例子做介紹： 

一、馬利筋於蔬菜田之應用 

    於瑞穗鄉一處田區內劃定 1 區約 0.2 分地的長條形田區，兩旁種植馬利筋

當作圍籬，田區內則種植白蘿蔔，待白蘿蔔生長 1 個月後開始調查葉片上的偽

菜蚜(Turnip aphid)和瓢蟲數量，另外並種植一區白蘿蔔(細葉雪茄花圍籬區)作為

對照組，偽菜蚜危害度調查和計算方法如下:  

0 級: 0 隻 

1 級: 1-50 隻 

2 級: 51-100 隻 

3 級: 101-200 隻 

4 級: 201-300 隻 

5 級: 300 隻以上 

調查後的級數再帶入以下公式：  

 
另外 102 年於花蓮縣壽豐鄉東華有機專區選定約 0.15 公頃的田區進行試驗，

將田等比例分成四區，以白色細紗網區隔 (6x3m)，於作物定植前一個月先將馬

利筋扦插苗沿著綠籬處理組及正對照組的長邊種植，每棵馬利筋間距為 40cm。

種植後的第一期作種植白蘿蔔，並釋放 200 隻黃斑粗喙椿象於田區，之後每隔 2

週釋放一次，連續施放 2 次，六個月後種植黃秋葵觀察蚜蟲及鱗翅目害蟲發生情

形以及田間天敵數量之穩定度。共分成以下四個處理： 

A.有種植馬利筋綠籬的田區並設置黃色黏板 

B.無種植任何綠籬的田區並設置黃色黏板 

C.有種植馬利筋綠籬的田區(正對照組) 

D.無種植任何綠籬的田區(負對照組) 

調查項目包含馬利筋上的瓢蟲與黃斑粗喙椿象密度、黃秋葵上的蚜蟲與鱗翅

目幼蟲密度。所有試驗數據先計算平均值和標準差，再利用 SigmaPlot12.0 進行

Σ(級數* 該級被害株數) 

5* 調查株數 

Χ100% 
危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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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試驗結果以 Two Way ANOVA 和 小顯著差異法(Fisher’s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進行統計分析，檢測各處理間 5%的差異顯著性。 

二、扶桑花於蔬菜田之應用 

  本試驗於花蓮縣瑞穗鄉富興社區「LiPaHak 生態農場」，栽植農田綠籬－扶

桑花吸引玉米螟天敵 (圖一)，以評估扶桑是否可作為玉米田之良好天敵棲所。選

定農場內間距 60m 以上，面積皆為 1 分地之田區共三塊。將扶桑花苗種植於每

塊田的其中一邊，株距約 70cm。於 2013 年 12 月開始定植扶桑花，俟綠籬成

長至隔年三月份時，種植第一期作甜玉米，待甜玉米成長一個月後，開始每塊田

區各釋放 15 片赤眼卵寄生蜂蜂片 (購自台糖花蓮糖廠)，連續釋放 4 個禮拜，

至 後採收前調查玉米螟危害情形。調查之取樣點分別為距離扶桑 1、25、50m

處之調查項目。另外，一期作玉米結穗前扶桑花尚未開花，因而沿扶桑綠籬補種

菊科向日葵花 (圖二)。 

三、細葉雪茄花於瓜田之應用 

  102 年於花蓮縣吉安鄉一塊田區其中一長邊種植細葉雪茄花作為綠籬。於田

區內種植花胡瓜，定植一個月後每週調查距離細葉雪茄花 1.5m、4.5m、7.5m 處

作物受粉昆蟲數量以及 終結果率和產量，以評估是否可藉由種植開花特性強之

綠籬，而達到授粉昆蟲增加並間接加強田區作物之生長。上述不同距離的花胡瓜

之間以提早種植玉米的方式作為阻隔屏障。 

 
圖一、本場與農戶合作不僅是試驗亦具有推廣功能 
Fig. 1. The collaboration with famers not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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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富興農場試驗田區景象 
Fig. 2. The landscape of experimental field in Fushin farm. 

三、菊科植物於甘藍田營造天敵棲所試驗 
    本試驗欲探討萬壽菊作為甘藍菜田天敵棲所營造之效果評估。試驗方法為

於寬 20m 之甘藍田區正中央，撒播一畦萬壽菊 (奶油黃品種) 種子，同時將甘

藍定植於田區 (圖三)，並在距離萬壽菊 1m、10m 與 20m 處，調查甘藍植株上

食蚜蠅幼蟲和蛹密度。 
 

 
圖三、有機甘藍田區種植萬壽菊營造天敵棲所 
Fig. 3. The habitat manipulation of natural enemies in organic cabbag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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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花植物於有機水稻田埂植被棲所營造 

本研究分別於花蓮縣豐濱鄉及富里鄉豐南部落之有機水稻田間進行，欲探討

田埂植被對於有機水稻病蟲害防治效果。位於花蓮縣豐濱鄉新社部落的試驗田區，

今年第一期作插秧三周後，保留與種植紫花霍香薊、孔雀草非等禾本科之花草植

物 (圖四)，並於水稻黃熟期時，調查田埂操作之有機水田及部落當地慣行田區蟲

相狀況，期間共進行兩次掃網調查。 

另外，本試驗自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9 月於花蓮縣富里鄉豐南部落，保

留田埂操作田區原生開花植物，並去除禾本科雜草 (圖五)，在水稻不同生育期：

休耕至分孽期、抽穗至成熟期，調查田埂操作田區與對照田區之田梗開花植物相 

(種類數、密度、覆蓋率)，同時以掃網方式調查昆蟲組成。 

 
圖四、田埂植被操作景象。 
Fig. 4. The application of habit manipulation for rice rand. 

 
圖五、豐南部落有機水稻田埂植被植物去蕪存菁後的地景 
Fig. 5. The landscape of rice rand which was got rid of gramineous weed in Fengnan 

t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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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馬利筋於蔬菜田之應用 

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在馬利筋圍繞田區內的白蘿蔔葉片上調查到偽菜蚜的

危害度為 34.2% (表一)，但在細葉雪茄花田區內危害度則高達 91.1%，調查過程

中並發現到瓢蟲數量 14.7 隻 (/15 株)，幾乎每一株羅蔔葉片上至少都有一隻瓢蟲

正在取食蚜蟲，密度相當高，而對照組為 9.7 隻 (/15 株)，雖然也有瓢蟲幫忙取

食但數量不及試驗組的高。本試驗顯示了馬利筋上的瓢蟲成功擴散至田區內捕食

蚜蟲的生物防治功能。 

另外 102 年於花蓮縣壽豐鄉東華有機專區的試驗結果顯示，第二期作種植

黃秋葵，於定植後一個月後綠籬處理組作物上之蚜蟲數量較對照組少了 39%，而

捕食性瓢蟲的數量多了 5 倍 (圖六)。試驗結果證實馬利筋綠籬植物可於作物採

收後提供棲所及食源給有益昆蟲，將天敵保留於田間，於下一期作初期前，提供

有效及時的生物防治。 

表一、馬利筋綠籬區的白蘿蔔蚜蟲危害情形 
Table 1. The extent of injury by aphids in the radish field which was treated with A. 

curassavica.  

 Weeks after planting 

 7 8 

 
The extent of 
injury by aphids 
(%) 

The number 
of ladybugs 

The extent of 
injury by aphids 
(%) 

The number 
of ladybugs 

Treated with A. 
curassavica 

34.2* 14.7 28.0 15.3 

Control 91.1 9.7 81.3 8.3 

F 1.42 16.75 1.47 4 

p value < 0.001 0.1497 < 0.001 0.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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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黃秋葵定植一個月後之蟲相數量 (Treatment:田邊種植馬利筋) 
Fig. 6. The number of insects on okra surrounded by milkweed hedgerow.  

二、扶桑花於蔬菜田之應用 

本研究發現，補種植之向日葵除可延續花期不間斷外，其天敵擴散至田間的

效果，也較其他矮小的開花植物更為明顯。本研究調查採收前 20 天玉米螟的危

害率，結果顯示距離扶桑 1m、25m、50m 處，危害率分別為 0、0、6.7% (表二)，

其中離扶桑綠籬 50m 外顯著與 1m、25m 有差異，但整體而言玉米螟發生率皆

偏低，且較農場以往玉米螟發生率降低三成。此外， 後一次釋放寄生蜂片後半

個月，亦在前述三種距離處捕捉到赤眼卵寄生蜂，赤眼卵寄生蜂在缺乏寄主的環

境中，仍能生存在此空間內，推測乃因當地具有該物種可取食之花粉花蜜，或其

他螟蛾類的寄主，以目前結果推斷，赤眼卵寄生蜂可仰賴人為建構的環境留存於

農場中，對田間玉米螟之危害，持續展現其防治效果。 

本試驗執行期間為玉米之一期作，目前仍持續蒐集第二期作試驗資料，將能

更全面評估扶桑花是否可作為赤眼卵寄生蜂的良好棲所。 
  

a

a

b

b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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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距離綠籬不同位置之玉米螟危害率(%) 
Table 2. The injury caused by Asian corn borer in different distance from hedgerow. 

三、細葉雪茄花於瓜田之應用 

本研究結果顯示，種植開花特性強之細葉雪茄花可增加授粉昆蟲及產量，將

作物種植於細葉雪茄花約 1.5m 左右可吸引蜜蜂前來協助授粉。距離綠籬較近的

花胡瓜於定植後三個月，結果率為較高 (表三)。雖然蜜蜂飛行距離很長，但主要

仍於細葉雪茄花上採蜜，因此靠近綠籬植物之作物上的蜜蜂數量較多，此結果與

Morandin and Winston (2005) 相似，而蜜蜂可協助授粉，因此於靠近綠籬之後期

結果率也較高。但由於蜜蜂採密範圍廣大，本結果在短距離即有相差懸殊之情形，

推測為蜜蜂集中在細葉雪茄花綠籬帶採蜜的工蜂數量多，回巢跳搖擺舞指引同伴

採蜜點時大多亦將方向指往細葉雪茄花處，當蜜蜂採蜜時會在毗鄰(1.5m)的花胡

瓜上也大量授粉，但由於有高大玉米屏障且包夾在內的花胡瓜區域窄小，便大幅

減少視覺導向的蜜蜂於 4.5m 和 7.5m 處授粉機會，連帶影響花胡瓜結果數目。

若將玉米屏障因素刪除推測其產量在短距離內並無明顯影響。 

表三、不同處理間之授粉者數量及作物產量 
Table 3. The unit yield of cucumber and the number of pollinator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 

 
  

 
  A month later  Two months later  Three months later 

The distance from 

cucumber to Cuphea 

hyssopifolia 

The  number 

of polinators

The  yield  of 

cucumber 

The  number 

of polinators

The  yield  of 

cucumber 

The  number 

of polinators 

The  yield  of 

cucumber 

Cuphea hyssopifolia 6 0 8 0 46 0 

1.5m 2a 44a 3 a 37a 11b 102a 

4.5m 3a 39a 2 a 47a 3c 48b 

7.5m 3a 42a 0 35a 2c 47b 

 The distance from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1m 25m 50m 

The extent of injury by Asian 
corn borer (%) 0 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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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菊科植物應用於甘藍田營造天敵棲所試驗 

本研究 撒 播萬壽 菊 種子一 個 半月後 開 花，便 觀 察到大 量 細扁食 蚜蠅 

(Episyrphus balteatus) 成蟲飛舞，播種後二個月調查甘藍植株上食蚜蠅密度，發

現三個距離食蚜蠅密度依序為 4.5、3、3 隻/30 株(表四)，而蚜蟲危害率分別為

1.9、6.3、4.4%，顯示萬壽菊能吸引食蚜蠅，間接防治甘藍的蚜蟲危害。 

表四、距萬壽菊不同距離的甘藍上害蟲與天敵的密度和產量 
Table 4. The density and yield of natural enemies was calculated via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Tagetes erecta to cabbage. 

 

五、菊科植物應用於有機水稻田埂植被棲所營造 

1.新社部落有機水稻田埂植被操作 

水稻田佔台灣農業耕作面積三分之一，且為國人主要糧食作物。調和「生物

多樣性的保存」與「農業生產的增加」是追求永續發展的過程中必須經歷的過程 

(Butler et al., 2007)。初步結果顯示：有機水稻田兩次調查寄生蜂之平均數量為 

13.3 隻，高於慣行田的 10.5 隻，捕食性瓢蟲數量分別為 3.3 隻、1.5 隻 (表五)，

有機田區數量大於慣行田區，害蟲數量則是有機田區少於慣行田區，飛蝨類有機

田區 21.3 隻、慣行田區大於 100 隻，葉蟬類有機田區 2.5 隻、慣行田區 3.5 

隻，害蟲種類以飛蝨類為多如：褐飛蝨與白背飛蝨等。由本實驗得知，於有機田

區田埂種植開花植物提供花粉及花蜜等營養，能吸引寄生性與捕食性昆蟲進駐田

區，或許能制衡稻田瘤螟、二化螟、負泥蟲、飛蝨和葉蟬等害蟲，解決有機水稻

栽培期間易遭遇之病蟲害問題。未來仍需要長期的無脊椎動物相的調查資料，方

能佐證田埂植被操作的影響。本試驗已於試驗結束後舉辦觀摩會，傳遞當地農友

田埂棲所營造相關資訊，與指導生態農業知識，或降低慣行田區農藥使用，期望

當地能建構更友善有機耕種環境。 

 No. of pest (30plant) No. of natural enemies (30plant) 

The yield of 

cabbage 

(kg/10 棵) 

The distance from 

Tagetes erecta to 

cabbage (m) 

No. of 

Pieris 

rapae 

The extent 

of injury 

(%) 

No. of 

hoverflies

No. of 

parasitoid 

wasps 

No. of 

ladybugs 

No. of 

spiders 

1 3.5 1.9 4.5 6.5 0 7 8.4±0.5 

10 3.5 6.3 3 10 0 11.5 7.6±0.1 

20 4 4.4 3 18.5 0.5 10.5 6.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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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不同田區兩次掃網之各類群蟲相數量均值 
Table 5. The average number of insect individuals was calculated.  

  Organic field (number)
Conventional field 

(number) 

Beneficial 
insects 

Parasitoid wasps 13.3 10.5 

Ladybugs 3.3 1.5 

Pest 
Planthoppers 21.3 >100 

Leafhoppers 2.5 3.5 

2.豐南部落水稻田 

本研究試驗結果發現，兩區田埂之開花植物密度及覆蓋度，皆為操作田高於

對照田區，特別在水稻分孽期至抽穗期，以及水稻成熟期至採收期(表六)。至於

水稻不同生育期無脊椎動物相的調查結果顯示，處理田區所採集到的物種數和個

體數皆比對照田區多，生物多樣性分析採常用的 Simpson’s Index of Diversity 並

列比較，結果發現處理田區內，水稻抽穗至稻穗成熟期間所採集到的物種多樣性

高於同一時期的對照田區 (表七)。各階段之昆蟲組成，捕食性或寄生性昆蟲數量

所佔比例，處理田區大於對照田區，其中水稻分孽初期至成熟期，處理田區之天

敵昆蟲比例 19.0%，高於對照田區之 16.5%。本試驗另外比較有機田區與慣行田

區害蟲數量，發現慣行田區的飛蝨類與負泥蟲數量高於有機田區。另外本場於

2013 年 4 月至 6 月初亦有研究發現，慣行田區的天敵與害蟲比例皆顯著較少，

其 中 擬 寄 生 者 為 稻 苞 蟲 羽 角 姬 小 蜂  (Sympiesis parnarae) 、 凹 頭 小 蜂 

(Antrocephalus sp.) 掠 食 者 的 橙 瓢 蟲  (Micraspis discolor) 、 日 本 長 腳 蛛 

(Tetragnatha maxillosa)、螳水蠅 (Ochthera sp.) 5 種天敵物種之豐量在不同農法

間具有顯著差異 (范 等，2013)。雖然棲所營造、天敵昆蟲、田間害蟲間之關聯

性，有待更精細與長期之研究方能釐清，但藉由本試驗初步觀察與本場其他相關

研究，已可證明不同農業操作，對水稻田無脊椎動物多樣性有所影響，日後將加

強捕食性與寄生性天敵種類鑑定，並持續篩選適合天敵藏匿之植被植物，作為未

來農業生物多樣性指標以及環境友善生態農法的推廣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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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水稻不同生育時期之田埂開花植物相 
Table 6. The rand floral with sequential growth stage of paddy rice. 

 Species 
The density of plant 

(stem number/ unit area)
Cover rate (%) 

Month Treatment Control Treatment Control Treatment Control 

1 5 6 26 33 67 65 

2 9 7 35 17 63 46 

3 6 6 37 54 68 55 

4 9 8 50 24 57 56 

5 6 5 93 43 40 25 

6 8 5 99 74 80 68 

7 8 4 80 48 89 68 

8 10 9 84 82 72 53 

9 9 7 47 40 50 37 

Note：The period of time during April to May is rice tillering to booting；

The period of time during June to August is mature grain to harvest. 

表七、水稻不同生育時期之無脊椎動物物種多樣性 
Table 7. Biodiversity indicator results of sequential growth stage of paddy rice. 

 Fallow stage to tillering Booting stage to mature grain 

 Treatment Control Treatment Control 

Species 19 13 31 18 

Individual 264 253 333 161 

Simpson’s 
Diversity Index 

0.91 0.89 0.83 0.78 

檢討與未來展望 
本場於 2009 年開始至今，陸續與花蓮地區有機農民合作，於田間進行棲地

操作相關試驗，並將成果陸續推廣於農民使用，截至今年於宜蘭花蓮地區共推廣 

3500m (圖一)。本場藉由不斷嘗試的田間試驗以及與農戶的合作試驗為基礎，若

試驗成功則於現地進行觀摩會且該農場便順勢成為推廣於農民 有說服力之平

台。有機農業之目的在與自然永續共存，創造健全多樣化之生態系。利用人為力

量加速多樣化棲所至農田生態系，不僅豐富田間生物相，也減少有機農田病蟲害

管理成本，實現有機農業利用自然平衡，達到低投入生產之理想。本場經歷多年

相關試驗及示範應用，已可針對不同作物農田，提供農田綠籬與棲所操作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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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且有機農法對農田生物相之影響，有了初步的理解，未來將再擴及水稻田

埂及有機果園天敵棲所營造試驗與操作進行研究，並加強生物統計和分析能力，

以更精準的證據說服大眾生態於農田的重要性，在本場強調農業生態的努力之下，

為農民貢獻一套永續管理的操作原則，並與國際相關研究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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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kind benefits were got from ‘Ecosystem service’ which emphasize 

the important of biodiversity. To avoid losing ecosystem service, we should stop 
destroying eco-environment. Supporting an eco-friendly environment by 
increased and kept natural flowering plant could be a practice for producing safe 
crop. Some hedgerow plants were selected for beneficial habitat manipulation 
since 2009.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sclepias curassavica, Hibiscus rosa-
sinensis, Cuphea hyssopifolia, Tagetes erecta, and Tagetes patula could be 
candidates for enhancing agri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 A. curassavica 
attracted abounding of ladybugs to control 50% aphid-damage on radish in the 
field. It could inhibit aphis of okra by 39% as well. Planting Hibiscus rosa-
sinensis surround sweet corn field could decrease corn borer by 30% than before. 
Moreover, Cuphea hyssopifolia has a special character which attracted large 
number of pollinators that increased twice as much production of crop nearby. 
On the other hand, annual herb had the same function. Sowing Tagetes erecta 
seeds in the cabbage farm, the flowers  attract many hoverflies come close and 
inhibit aphids obviously. It also increased production. In addi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habitat manipulation in rice ridge by Tagetes patula shows that different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ffect the invertebrate diversity of rice fields. It is 
important that improv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predator and parasitoid species 
and the screening of vegetation plant which can be shelters for indicator 
predators and parasitoids. This study proved that biodiversity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al system not only help farmer save the cost of pest management, but 
also control pest sustainability. The study will be focus on paddy field and 
orchard in the future to help farmer manage pest by enhancing habitat 
manipulation. 
 
Keywords: ecosystem service, Asclepias curassavica, Hibiscus rosa-sinensis, 

Cuphea hyssopifolia, compositae, natural enemies, pollina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