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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8

香蕉粉介殼蟲
學名：Dysmicoccus  brevipes （Cockerell）

英名：Banana mealybug 

一、前言
普遍發生但未直接危害蕉株。為香蕉條

紋病之媒介昆蟲，對國際香蕉種原交流引發

極大衝擊。

二、危害狀
附著於蕉果果軸或果梗處，引發檢疫退

運問題。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半翅目 Hemiptera

粉介殼蟲科 Pseudoscoccidae

（二）分布

泛熱帶地區、少數非洲、夏威夷、亞

太、澳洲、中南美洲、歐洲、印度、中國大

陸及臺灣。

（三）寄主

鳳梨、香蕉、柑橘、桑椹、棉花、

大理花、美人蕉、木槿、番荔枝、芭蕉及

bormeliad等。

（四）形態

雌蟲蟲體卵圓形，體長2 ~ 3公厘，蟲體

紫色，外被白色蠟粉及蠟絲。觸角7或8節，

具足。腹裂1個，位於第4和第5腹板褶之

間，肛環位於體背部末端，具成列肛環孔和

6根肛環刺。

（五）生活史

行孤雌生殖，雌蟲體內孵化若蟲，體

扁，具長毛利風吹散，未出蠟前留在雌蟲體

內，化蛹3次後變為成蟲。1齡、2齡及3齡蛹

期各為10 ~ 26天、6 ~ 22天及7 ~ 22天。蛹

期全程26 ~ 55天，平均34天。1齡及2齡前

介殼蟲類
學名：Dysmicoccus brevipes  （Cockerell）（香蕉粉介殼蟲）

Aspidiotus destructor  （Signoret）（淡圓介殼蟲）

圖一：常附著於香蕉果把基部或果指上之粉介

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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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可啃食。

四、發生生態
每年發生7 ~ 8代，以春秋兩季乾旱期密

度最高。若蟲由母體下爬出後，寄生於假莖

葉鞘內側，葉背主脈兩側、果指尖端、果梗

及果蒂間等處刺吸取食，分泌蜜露引起煤煙

病，並與螞蟻行共棲生活，降低香蕉品質，

影響外銷。鄰近行道樹或與檳榔、椰子等間

作之蕉園較易發生。

五、防治方法
（一）清除附近雜草，降低蚜蟲在中間寄主

上棲息、繁殖。

（二）充分水洗或沖洗清除附著果實之蟲

體。

（三）注意保護天敵，如瓢蟲、食蚜虻、寄

生蜂、草蛉等對介殼蟲的族群有相當

的抑制作用。

（四）噴藥防治

 1. 施藥之前，須徹底清理蕉園，清園後隨

即施藥防除粉介殼蟲。

 2. 每株施藥量：約稀釋液之350至400公

撮。

 3. 以人力噴霧器，將藥噴射於假莖及4至5

分熟之果實上。對於1至3分熟之果實，

不得施藥，以免引起藥害；6分熟以上之

果實，亦不得施藥，以免殘留農藥。

 4. 已通過的防治藥劑包括56% 大利松水基

乳劑1,200倍、50 % 撲滅松乳劑1,000

倍、20 % 撲滅松乳劑400倍、50 % 芬殺

松乳劑1,000倍、85 % 加保利可濕性粉

劑850倍、47.8 % 撲馬松乳劑1,000倍、

25 % 必克蝨乳劑500倍、60 % 大利松乳

劑1,200倍、81.4 % 撲馬松乳劑1,600倍

（清園後隨即施藥）。

六、參考文獻
 1. 王子清。中國動物志昆蟲綱第22卷同翅

目蚧總科。科學出版社。611頁。

 2. 陶家駒。1999。中國介殼蟲總科（同翅

目）名錄。農業試驗所特刊第78號。176

頁。

 3. 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灣香蕉研究所印行。95頁。

 4. Ito, K. 1938. Studies on the life history of the 

pineapple mealybug, Dysmicoccus brevipes. J. 

Econ. Ent 31（2）:291-298.

 5. Lockhart, B. E. 1995. Banana Streak 

Badnavirus Infection in Musa:Epidemiology, 

Diagnosis and Control. FFTC extension 

bulletin.

 6. Mau. R. F. and Martin J. L. 2007. Crop 

Knowledge Mas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7. Pinese, B. and Piper, R. 2001. Import risk 

analysis （IRA）on fresh banana fruit from 

the Philippines.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restry-Australia.



��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8

淡圓介殼蟲
學名：Aspidiotus destructor  Signoret

英名：Coconut scale 

一、前言
1986年左右，因在高屏地區可可椰子上

大量發生，致使鄰近蕉園遭受波及。附著蕉

果時，常造成檢疫問題。

二、危害狀
蟲體在葉背棲息，許多初齡若蟲在葉上

分布棲息時猶如小白點，嚴重時密佈全葉。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半翅目 Hemiptera 

盾介殼蟲科 Diaspididae 

（二）分布

大多數熱帶地區、密克羅西尼亞、美屬

薩摩亞、馬紹爾群島、夏威夷、菲律賓、中

國大陸及臺灣。

（三）寄主

椰子、棕櫚樹、香蕉、木瓜、番石榴、

酪梨、可可、樹薯、茶樹、麵包果、甘蔗、

棉花、橡膠、芒果等。

（四）形態

蟲體扁小、白色且半透明。雌蟲圓形，

中央微微凸起；若蟲蛻皮黃白色，半透明，

從介殼可以透視裡面的蟲體；雄蟲橢圓形，

雄成蟲紅色，觸角10節，觸角間有2對短

毛。

（五）生活史

卵經8天孵化成幼蟲，移行植物上或藉

風、衣物、鳥腳、飛行動物傳播。傳播至寄

主12小時後，用口器刺吸葉片，形成臘質蓋

住蟲體。蛹體無色、無腳固定植體一部位。

雌成蟲退化無足、雄蟲有翅、腳、觸角但無

口器。雌蟲9天可產卵90粒。一世代約32 ~ 

35天。

四、發生生態
終年發生，常在香蕉葉面棲息，並以口

器刺吸造成葉面組織變色轉黃。亦可在葉背

及果實上寄生。風大時，利於其散播。

五、防治方法
目前無推薦藥劑，可參考香蕉粉介殼蟲

防治方法。不可噴及果房，以免發生藥害。

圖一：附著於香蕉葉面上之淡圓介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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