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環境科

111年各縣市入侵紅火蟻
作業程序說明會

時間： 111年4月14日(一) 14時00分

報告人：教育部外來入侵物種與生態環境管理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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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現況

79,684公頃

紅火蟻普遍發生地區

新北市 三峽區、樹林區、
鶯歌區、林口區

桃園市 全區(除復興區)

新竹縣 新豐鄉、湖口鄉

金門縣 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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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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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現況

縣市 學校學制分級 學校狀態 總計

高中 國中 國小 幼兒園 其他
1

防治中 監測中

臺北市 4 - 6 - - 4 6 10

新北市 6 13 32 3 5 40 19 59

桃園市 19 39 112 22 1 72 121 193

新竹縣 2 15 31 5 2 30 25 55

新竹市 2 5 10 1 - 11 7 18

苗栗縣 - 3 3 - - 5 1 6

總計 33 75 194 31 8 162 179 341

註1、其他：特教學校、美國學校、代管地、體育場館 (表格資料更新時間1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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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作業程序

• 綠色學校夥伴網路
->輔導團專區
->資源下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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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作業程序

• 各級學校入侵紅火蟻
通報暨防治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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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作業程序

• 各級學校入侵紅火蟻
處理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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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作業程序

• 各地方政府入侵紅火蟻疫情分級：

分級 分級說明 縣市

A 級 已有明確疫情之直轄市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B 級 已有明確疫情之非直轄市 新竹縣、新竹市、金門縣

C 級 無疫情及偶發疫情之其他
縣市

苗栗縣、基隆市、臺中市、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
花蓮縣、宜蘭縣、澎湖縣、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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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作業程序

• 各地方政府應辦分工事項：
(一) A 級：地方政府教育主管機關督導所轄學校辦理入侵紅火

蟻防治、解除列管作業。
(二) B 級：本部每年提供 50%防治藥劑及必要諮詢服務，並由

地方政府教育主管機關督導所轄學校辦理入侵紅火
蟻防治、解除列管作業。

(三) C 級：疫情發生時，由本部提供防治藥劑，並協助各地方
政府教育主管機關辦理入侵紅火蟻防治、解除列管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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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防治經費原則(草案)說明

• 補助申請程序:

1. 地方政府教育主管機關向本部提出前1年度所轄紅火蟻危害

學校名單+綠地面積(公頃)

2. 再由本部轉請校園入侵物種與生態環境管理輔導團，協助

覆核後提交本部依行政流程進行補助作業

• 補助期程：配合本部經費編列進行辦理，每年一次為限。
• 本補助原則依紅火蟻危害現況逐年修正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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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防治經費原則(草案)說明

• 評估方式：

1. 每年編列補助餌劑之經費

2. 分級後，依前1年度列管學校數+新發生學校數預估

3. 施灑頻率以2種類型餌劑施用共計4次為原則

4. 選用昆蟲生長調節劑型餌劑+毒殺型餌劑

5. 6年以上尚未完成解除管制者本部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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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應協助轄管之學校完成事項
1. 疑似案件通報與勘查鑑定，教育部校中心網頁辦理登錄作業

2. 調查一至兩年內土方及植栽之移入資訊

3. 標示警戒區

4. 公告與教育宣導作業

5. 定期回報(每月25 日前網站填報)

6. 餌劑提供

7. 監測作業督導

8. 解除列管申請與會勘

各項作業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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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使用說明



1.瀏覽器搜尋”教育部綠色學校夥伴網路”

進入輔導團填報網站有兩種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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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輔導團專區進入

彈跳視窗選擇輔導團專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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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彈跳視窗選擇輔導團專區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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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拉選單選擇
”我要填報”



2.直接以網址連結進入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is/report.aspx2

17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is/report.aspx


學校代碼(6碼)

密碼長度8~20，包含大小寫
英文字母及數字組合

因強化資安及個資法，輔導團只能協助學校更新聯絡
人信箱，密碼需由學校方透過系統更新，新承辦人員
請以信件或來電輔導團告知電子信箱地址再至網站點
選忘記密碼，輸入帳號、電子信箱地址及網站驗證碼，
驗證碼有大小寫之分，請勿複製貼上。完成後系統1

至2分鐘內會寄送一封臨時密碼信件到信箱中，臨
時密碼10分鐘內有效，請於期限內登入並更
新密碼。

登入頁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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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帳號 E-mail

臺北市 000030 edu_phe.25@mail.taipei.gov.tw

新北市 000001 aq9479@ntpc.gov.tw

桃園市 000003 065140@ms.tyc.edu.tw

新竹縣 000004 10014648@hchg.gov.tw

新竹市 000018 05300@ems.hccg.gov.tw

苗栗縣 000005 shyi0315@ems.miaoli.gov.tw

各縣市帳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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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資料更新時間111年3月)



登入後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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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管理

下拉選當選取狀態後可查詢
該狀態列管學校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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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登入密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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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密碼輸入３次錯誤，帳號狀態
將呈現【停用】，可選取下拉選
單改回【啟用】狀態



學校登入密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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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密碼輸入３次錯誤，帳號狀態
將呈現【停用】，可選取下拉選
單改回【啟用】狀態



學校登入密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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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學校啟用帳號後，請學校直接
點選忘記密碼自行更改密碼。如學
校多次變更仍無法完成作業縣市也
可直接協助學校進行密碼變更作業



填報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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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日期區間後點選右側查詢



統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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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日期區間後點選右側查詢

下載歷月填報結果

學校未見活動紅火蟻及蟻丘後，進行誘餌誘集(洋芋片)監測作業，每月
一次，連續完成6次未見紅火蟻之填報，可下載歷月填報結果製成「監
測報告」申請解除列管。

迄期不用選保持開放區間
學校名稱搜尋



110年9月至111年3月
填報率未達50%學校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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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校數 學校名稱 百分比

臺北市 1 市立百齡國小 10.0%

新北市 8 市立清水高中、市立明志國中、市立土城國中、
市立桃子腳國中小、市立新興國小、市立麗園國
小、市立鶯歌幼兒園、裕德藝術幼兒園

13.5%

桃園市 10 市立壽山高中、私立光啟高中、市立大園國中、
市立大成國中、市立海湖國小、市立青埔國小、
興國幼兒園、優德威幼兒園、環愛幼兒園、宏林
幼兒園

5.1%

新竹縣 1 愛林實驗幼兒園 1.8%



敬請提供建議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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