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7

蚜蟲（aphids）係半翅目（Hemiptera）、

胸喙亞目（Sternorrhyncha）、蚜蟲總科

（Aphidoidea）的刺吸式口器昆蟲。蚜蟲體

小，喜棲息於嫩芽，花苞、葉背、樹及縫隙

等較隱密的部位。蚜蟲的生活史相當複雜，

不僅可行世代交替，亦可行孤雌生殖。由於

臺灣氣候溫暖，使得存在臺灣的蚜蟲種類大

多數只行無性胎生繁殖。在剛被入侵的植體

上，常可見1隻較大的雌性蚜蟲，周圍排列

數隻較小的蚜蟲，這雌性蚜蟲產下的後代全

是雌性蚜蟲，因此農作物在一時疏忽下，短

時間內即可大量發生，結果造成心葉萎縮，

嫩葉縮小畸形，葉片皺縮變黃，花苞花瓣有

點刻狀的褐色斑痕或變色等現象，而其分泌

物粘沾在葉面上，久而久之誘發煤病，不僅

影響光合作用，並阻礙呼吸作用之進行，使

植株衰弱，甚至枯死。除這些直接為害外，

有些蚜蟲會傳播植物病毒，使植物受害更嚴

重。

桃蚜
學名：Myzus persicae (Sulzer)

英名：Green peach aphid, 

peach-potato aphid

俗名：龜神

本蟲常聚集在葉芽、花芽及嫩葉處，以

刺吸式口器吸收植物汁液，乾燥季節易使植

株萎縮、扭曲、花器早凋、花期縮短。本蟲

整年均會發生，在梨山地區梨樹上出現期在

4 ~ 7月間，繁殖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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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蟲類
學名：Myzus persicae (Sulzer)（桃蚜）

Aphis gossypii Glover（棉蚜）
Aphis pomi De Geer（蘋果蚜）
Aphanostigma iaksuiense (Kishida)（梨瘤蚜）

圖一、桃蚜為害葉片情形。（王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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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類地位

半翅目Hemiptera

常蚜科Aphididae

（二）分布

全球分布

（三）寄主

寄主植物相當廣泛，包括十字花科、豆

科、旋花科、石竹科、茄科、菊科、玄參

科、馬鞭草科、芸香科、薔薇科等作物。

（四）形態

胎生成蟲體長2公釐，體色有淡紅、棕

褐、黃褐、淡綠、黃綠等色，會因寄主植物

及季節不同而有所不同，甚至在同一時間、

同一植株上危害的桃蚜，有時也有體色不同

的情形，而在梨山地區梨樹上，所採集到的

至目前為止，大部份以紅棕色為主。其頭部

觸角著生處有顯著的瘤狀突起，中額凹下，

腹管管狀，長過尾片，尾片有毛6根。有翅

胎生成蟲頭、胸部黑褐色，腹背有大方形黑

色斑紋，有性型雌蟲無翅，尾片有毛8 ~ 10

根，雄蟲有翅，腹斑不完整。

桃蚜為雜食性蚜蟲，全球分布，主要以

有翅型成蟲遷飛至新寄主植物上，而且在遷

飛過程中，桃蚜會在葉片上遊走及刺吸等動

作，以便尋找適當寄主與取食的部位，因此

在未定居植物前即已可能傳播植物毒素病。

在遷飛至適當寄主植物後，常以無性繁殖方

式胎生無翅型幼蚜。本蟲常聚集在葉芽、花

芽及嫩葉處，以刺吸式口器吸收植物汁液，

致使植株萎縮、扭曲、花器早凋、花期縮

短。本蟲整年均會發生，在梨山地區梨樹上

出現期在4 ~ 7月間，繁殖迅速。

棉蚜
學名：Aphis gossypii Glover

英名：Cotton aphid

俗名：龜神

（一）分類地位：

半翅目Hemiptera

常蚜科Aphididae

（二）分布

全球分布圖二、桃蚜之有翅成蟲。（王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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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寄主

本蟲雜食性，寄主植物很多，除為害玫

瑰、菊花、百合、蘭花等花卉作物，亦為害

豆類、瓜類、果樹等，臺灣有記載之被害寄

主植物，合計有 43 科 132 種以上，分布全

球。

（四）形態

無翅胎生成蟲體長1.5 ~ 1.8公釐，體色

因季節、溫度及寄主而有不同，一般以暗綠

色或綠色較普遍，足之脛節未端及爪呈灰褐

色，眼黑紅色，腹管管狀黑色，較尾片長，

尾片乳頭狀，有翅成蟲翅透明，脈黃褐色，

翅痣灰色或淡褐色，體長1.2 ~ 1.5公釐，翅

展約5.4公釐。有性型雌者無翅，腹管較細

短，尾片亦較退化，雄者有翅。

本蟲終年發生，四季可見，在梨山地區

梨樹上，大部出現在4 ~ 7月，年發生約20

代，行無性孤雌胎生繁殖，常聚集成群為害

嫩芽、幼葉、花芽及花苞上，造成萎縮、扭

曲、變形不能伸展，花瓣留下點狀褐色痕

跡，其排泄物含有蜜露，誘發煤病阻礙光合

作用。本蟲並能傳布非持續性及持續性等40

種以上的植物病毒，使作物受到更大的傷

害。

蘋果蚜
學名：Aphis pomi De Geer

英名：Green apple aphid, 

Green pear aphid

俗名：龜神

（一）分類地位：

半翅目Hemiptera

常蚜科Aphid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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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棉蚜為害葉片情形（王文哲）

圖四、棉蚜為害情形（王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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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布

臺灣、中國、日本、韓國、中亞細亞、

歐洲、美洲。

（三）寄主

貼梗海棠、梨樹、蘋果、臺灣石楠等薔

薇科植物。

（四）形態

無翅胎生成蟲體黃色至黃綠色，觸角6

節，腹管長過觸角Ⅲ、Ⅳ兩節之和，較尾片

長；尾片褐色，尾片下半部有側毛 12 、 13

根。有翅者觸角Ⅲ、Ⅳ有圓形副感覺器7、

8個及1 ~ 3個，排成一列。

主要寄主植物為梨、臺灣石楠、枇杷，

年發生 8 、 9 代，分布於臺灣、中國、日

本、韓國、歐洲、美洲等地。蟲體聚集在新

梢、幼芽及嫩葉吸食汁液為害，受害葉片自

葉緣捲曲，繁殖甚速，其排泄物會誘發煤

病。本種在近三年的採樣中，中低海拔梨樹

常發生而高海拔地區卻非常少見，大多數採

集到的蚜蟲標本均是棉蚜及桃蚜，只有在武

陵農場非果園區內，供作行道材用的梨樹上

採到一次蘋果蚜，其稀少可見一般。

（一）清除附近雜草。

（二）注意保護天敵，如瓢蟲、食蚜虻、寄

生蜂、草蛉等對蚜蟲的族群有相當的

抑制作用。

（三）已通過的防治藥劑包括25 %賽速安水

溶性粒劑7,500倍、20 %亞滅培水溶性

粉劑4,000倍、40 %丁基加保扶可濕性

粉劑 1,200 倍、 2.5 %賽洛寧微乳劑

2,000 倍、 2.46 %賽洛寧膠囊懸著液

2,000倍、2.8 %賽洛寧乳劑2,000倍、

圖五、蘋果蚜為害葉片情形。（王文哲） 圖六、蘋果蚜之為害情形。（王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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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4 %加保扶水懸劑1,200倍、40.8 %

陶斯松乳劑2,000倍、25 %毆殺松乳劑

750倍、30 %裕必松可濕性粉劑1,000

倍、50 %陶滅蝨可濕性粉劑1,000倍以

及9.6 %益達胺溶液3,000倍。

梨瘤蚜
學名：Aphanostigma iaksuiense (Kishida)

英名：Pear phylloxera

俗名：米糠苔

梨瘤蚜蟲體型甚小，色黃，果農俗稱之

為「米糠苔」。梨瘤蚜曾於1912年在日本大

發生，一般在乾旱年份危害嚴重。1976年臺

灣首次在東勢地區被發現，至1978年廣泛發

生於中部橫山梨園。1990年臺灣中部地區高

海拔梨區之被害率平均為5.3 %，而1991年

遽增至41.2%；但中低海拔高接梨，1990年

被害率為32%。在日本此蚜卵生，大卵孵化

為雌性蚜，小卵孵化為雄蚜，雌雄比約為

2.2：1，但在臺灣尚未發現此現象，所孵化

者均屬為雌性，行孤雌生殖。本蟲怕陽光，

卵被陽光曬4小時後會死亡，爬行是梨瘤蚜

在樹上轉移擴散的主要方式。成蟲及若蟲均

喜蔭怕光，故樹勢茂密處受害率較稀疏處高

65 ~ 80%，其危害嚴重性老株比幼株嚴重，

品種間差異大。梨瘤蚜對溫度亦頗為敏感，

在溫度高於35℃以上，蟲體全部死亡。

主要危害套袋之梨果，果實被害後果皮

變粗糙、褐斑，甚者腐爛。果實採收後該蟲

多數隱藏於樹皮下、接穗膠布內，支柱之綁

帶內側空間，或新梢芽腋凹陷處；在樹幹上

之分布以幼枝居多，次為枝幹，主幹上則少

有發現。翌春溫度回升後若蟲及成蟲即遷移

至新梢或果實上繁殖危害，其移行方向則以

向上遷移者居多數。

（一）分類地位

半翅目Hemiptera

根瘤蚜科Phylloxeridae

（二）分布

臺灣、中國、日本、韓國

（三）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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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梨瘤蚜之為害情形。（王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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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白杏花

（四）形態

無翅卵生成蟲表皮平滑；吻長達後足基

節間。有翅觸角III、IV、V有大圓形副感覺

器，排成一列，分布全節；吻長達中、後兩

足基節間，前翅中脈1次分枝為2枝，足毛

密長。

（五）生活史

在16 ~ 28℃下若蟲期平均8.1 ~ 14.6天，

若蟲脫皮2次共三齡，第一齡期需4.7 ~ 7.5

天，第二、第三齡期較短僅需1.6 ~ 3.8天。

成蟲壽命約9.3 ~ 26.8天，每隻雌蟲產卵數為

46.5 ~ 78.5粒，以20 ~ 28℃之產卵量較高。

（一）越冬期剪除接穗膠帶、清理綁帶等措

施以減少蟲源。

（二）嫁接前一週使用80 %硫磺水分散性粒

劑稀釋400倍，全面防治梨樹一次。

（三）接穗用80 %硫磺水分散性粒劑稀釋400

倍浸漬 1 ~ 2 分鐘，以消滅蟲體及卵

塊。

（四）套袋前將紙袋套口約3公分寬度用52 %

硫磺水懸劑稀釋100倍浸漬半小時。

（五）嫁接癒合後在果穗基部用凡士林環狀

塗抹，以阻止梨瘤蚜往上遷移，減少

果實被害。

（六）以45℃定溫溫水將含有蟲體之接穗浸

漬30分鐘，可完全殺死在接穗上該蟲

的成若蟲和卵。

（七）開花後至套袋前選用施用藥劑防治：

1. 48.34 %丁基加保扶乳劑1200倍，採收前

15天停止施用。

2. 50%加護滅必蝨可濕性粉劑1000倍，每公

頃每次施用1.2 ~ 2.0公斤，採收前9天停

止施用。

（作者：王文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