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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假莖象鼻蟲
學名：Odoiporus longicollis  （Olivier）

英名：Banana stem borer weevil 

別名：香蕉莖象鼻蟲

一、前言
本蟲往昔屬於香蕉經濟害蟲，危害後輕

則造成蕉株莖部流膠，重則引發葉片枯萎、

假莖折斷或果軸斷裂而無收成可言。蟲體附

著香蕉上，亦常造成外銷損失。

二、危害狀
成蟲產卵於香蕉假莖組織內，卵孵化

後幼蟲蛀食假莖內，被害假莖汁液外流而枯

折，鑽入果梗或葉片主脈危害，使蕉葉枯黃

或果梗失去支持力而折斷，造成嚴重損失，

被害部份隧道縱橫，水分及養分無法上升，

致無法收穫。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鞘翅目 Coleoptera

象鼻蟲科 Curculionidae

（二）分布

源自東南亞，發生地區包括日本、香

港、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泰

國、越南、緬甸、寮國、印度、尼泊爾、斯

里蘭卡及臺灣等地。

（三）寄主

香蕉、芭蕉、煮食蕉、馬尼拉麻。

（四）形態

成蟲深色或赤褐色，胸背有2條縱走黑

色條紋，老熟成蟲全身轉為黑色，體表點

刻較細，有光澤，雌體長1.5公分、雄1.3公

分。卵為白色，略呈圓筒形。幼蟲頭紅色，

體乳白色，無足，體長為1.45 ~ 1.55公分。

象鼻蟲類
學名：Odoiporus longicollis （Olivier）（香蕉假莖象鼻蟲）

Cosmopolites sordidus  （Germar）（香蕉球莖象鼻蟲）

圖一：造成香蕉假莖流膠、出現蟲孔（圖左）

之香蕉假莖象鼻蟲幼蟲（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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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活史

一年發生4世代以上，以成蟲或幼蟲越

冬。成蟲產卵於香蕉假莖組織內，卵經3 ~ 5

天孵化；幼蟲經25 ~ 27天老熟，在莖內作繭

化蛹，蛹經3 ~ 5天羽化為成蟲，成蟲具良好

飛行能力。

四、發生生態
本蟲於10月至次年春季間，發生密度較

高。除幼蟲鑽入危害外，常見成蟲棲息於枯

葉之枯柄與假莖交接處，偶爾也蛀入組織內

取食。

五、防治方法
（一）經常清園，並割除枯葉、砍碎老株。

（二）成蟲選用推廣藥劑如40 % 三落松乳

劑稀釋1,600倍，施於葉鞘至假莖

部位，每株施用稀釋液300 ~ 500公

撮。

（三）幼蟲可用40.64 % 加保扶水懸劑稀釋

1,000倍液，自假莖流膠部位下方10

公分處，注射150公撮。

（四）參考植保手冊中之聯合防除球莖象鼻

蟲方法。

（五）充分水洗或沖洗清除附著果實之蟲

體。

六、參考文獻
 1. 鄭允、阮忠清。1978。藥劑注射法防治

香蕉假莖象鼻蟲試驗。臺灣香蕉研究所

研究特刊第9號。10頁。

 2. 蔣時賢、黃明道。1988。傑魯得颱風災

後受災蕉園香蕉假莖象鼻蟲族群密度之

調查。果農合作 485:20-21。

 3. 蔡雲鵬。1992。為害香蕉的兩種象鼻

蟲。興農 285:61-65。

 4. 蔡雲鵬。1986。臺灣的香蕉害蟲。果農

合作 462:25-33。

 5. 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灣香蕉研究所印行。95頁。

 6. CAB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Maps of Plant 

Pests. 1990. Map 515.

 7. The banana stem weevil Odoiporus longicollis 

O l iv i e r. 2001. Padmanaban B, and 

Sathiamoorthy. S. Musa Pest Fact Sheet No. 

5. INIBAP, Montpelliar,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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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球莖象鼻蟲
學名：Cosmopolites sordidus  Germar

英名：Banana corm （root）borer weevil

別名：香蕉根象鼻蟲

一、前言
此蟲為全球香蕉產區最重要之經濟害

蟲，大部份藉由種苗長距離遷移擴散。常發

生於老舊蕉區，成蟲易受蕉株、尤其球莖

（塊莖）或吸芽切片組織揮發氣體之吸引而

潛入危害。造成蕉株樹勢減弱，產量降低，

甚至明顯失收。

二、危害狀
幼蟲孵化後，即向塊莖內部蝕食，在塊

莖內形成不規則之隧道，周圍之組織變黑，

中央充塞紅褐色之排泄物，一旦蟲體由孔道

穿透塊莖表皮，土壤中之各種生物，立即沿

此孔道深入塊莖內部吸食，擴大蕉株受害程

度。幼蟲喜食生長點，經常1隻幼蟲即可蝕

死1株新植蕉苗。由於此種習性，少數球莖

象鼻蟲即可在田間造成嚴重之枯心率。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鞘翅目 Coleoptera

象鼻蟲科 Curculionidae

（二）分布

源自東南亞，遍及臺灣、亞太、澳洲、

非洲、中南美洲、西印度群島、墨西哥、佛

羅里達、夏威夷等地區。

（三）寄主

主要寄主為香蕉、煮食蕉、馬尼拉麻、

纖維蕉，零星危害甘蔗及水芋。

（四）形態

成蟲，黑色，體表有粗大點刻及黃色細

圖一：香蕉球莖象鼻蟲幼蟲（圖左）及成蟲

（圖右）。

圖二：香蕉球莖象鼻蟲危害之塊莖切面出現不

規則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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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欠光澤，雌蟲體長1.3公分，雄蟲體長

1.1公分。卵橢圓形，白色。幼蟲乳白色至

黃白色，頭赤褐色，體長1.4 ~ 1.5公分。

（五）生活史

卵通常散生於葉鞘間、假莖及塊莖附

近，孵化後成幼蟲穿孔進入塊莖。一世代

需30 ~ 40天，卵期5 ~ 7天、幼蟲期15 ~ 20

天，蛹期6 ~ 8天。成蟲沒有食物的來源，仍

可存活2年，行動隱密，夜間較易發現，具

功能翅，偶而飛行。

四、發生生態
本蟲整年發生，一年4 ~ 5世代，老舊蕉

區種植之蕉苗，在3 ~ 6月間最易受危害。成

蟲棲息於塊莖附近或腐爛殘株內，夜間產卵

於球莖周圍、表皮下或土面上，卵孵化後幼

蟲侵入球莖內部，穿蛀取食破壞，造成老株

萎凋及幼株枯心現象。利用塊莖切塊或縱剖

之假莖組織置放於蕉園地面誘集，可監測該

蟲密度。

五、防治方法：
（一）時常清園，殘株連根挖出砍碎，曬

乾。

（二）選用推廣藥劑，如10 % 托福松粒

劑，按每株施藥量，將藥劑均勻噴施

於莖周圍15公分處之土面及球莖葉

鞘殘株上。

（三）參考植保手冊推廣方法與球莖象鼻蟲

聯合防除方法。

六、參考文獻
 1.鄭允、阮忠清。1978。香蕉新植期球莖

象鼻蟲生態及防治研究。臺灣香蕉研究

所研究特刊第8號。10頁。

 2. 蔡雲鵬。1986。臺灣的香蕉害蟲。果農

合作 462:25-33。

 3. 蔡雲鵬。1992。為害香蕉的兩種象鼻

蟲。興農 285:61-65。

 4.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灣香蕉研究所印行。95頁。

 5.Commonwealth Institute of Entomology. 1968. 

Distribution maps of pests. Series A, Map 

No. 41 （Revised）, Cosmopolites sordidus 

（Germ.）

 6.Mau R. F. L, Kessing J. L. M. 1993 . 

Cosmopolites sordidus（Germar）. Crop 

Knowledge Master. http://www.extento.hawaii.

edu/Kbase/crop /type/cosmopol.htm （19 

September 2006）.

 7.Simmonds N. W. 1966. Bananas. 2nd ed. 

Longman's, Green & Co., London. 512 pp.

 8.Woodruff. R. E., and Fasulo, T. R. 2006. 

Florida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Consumer Services, Division of Plant Industry. 

University of Florida. DPI Entomology Circular 

88.

（作者：趙治平、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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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蚜蟲（蕉蚜）
學名：Pentalonia nigroneruosa   Coquerel  

英名：Banana aphid 

一、前言
為香蕉萎縮病毒（Banana bunch top virus, 

BBTV）媒介昆蟲。20世紀初蔓延成災，曾

造成台蕉中部產區幾乎滅絕。

二、危害狀
以口器刺吸蕉株組織韌皮部，造成植株

發育受阻或呈畸型；被害部份多數呈黑色或

紅棕色痕跡，有時分泌蜜露誘發煤病。主要

危害在於可傳播香蕉萎縮病（參考香蕉萎縮

病）。有翅及無翅型蕉蚜均可藉非持續性傳

播方式（non-persistent transmission）快速傳

播香蕉萎縮病毒，但帶毒能力亦隨時間而減

弱，除非繼續在病株上吸食。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半翅目 Hemiptera

常蚜科 Aphididae

（二）分布

源自香蕉發源地之東南亞。目前普遍存

在全球香蕉產區。

（三）寄主

香蕉為主要寄主，另外包括荳蔻類、月

桃、番茄、芋頭、薑科、赫蕉、薑花、美人

蕉、牛筋草、馬齒莧等。

（四）形態

成蟲體小、約0.1 ~ 0.2公厘，具光澤，

紅至黑褐色或全黑。觸角具6節、與體長相

蚜蟲類
學名：Pentalonia nigroneruosa （Coquerel）（蕉蚜）

Aphis gossypii  （Glover）（棉蚜）

Myzus persicae （Sulzer） （桃蚜）

A. maidis; Rhopalosiphum prunifoliae; R. nymphae（黍蚜）

圖一：無翅型蕉蚜常群聚於香蕉葉鞘或葉柄基

部。



1�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8

同，分有翅及無翅2型。有翅型具明顯、黑

色或褐色之翅脈。腹管管狀，略腫脹；尾片

圓錐形，近基部細縊，細縊之下有側毛4、5

根。腹節管後骨片及尾前節有微刺列。

（五）生活史

行孤雌生殖。生活史由若蟲至成蟲需9 ~ 

16天。成蟲壽命約8 ~ 26天，一年可產生30

個世代以上。

四、發生生態
香蕉蚜蟲很少遷移，喜歡成群聚集，數

代雜居一處。繁殖力強，發育期短，一年約

20代以上。其發生次數與氣候、蕉園管理、

天敵等均有密切關係，其中以溫度影響最為

明顯。當溫度過高或過低時，有翅型胎生蚜

蟲較多，無翅蚜蟲較少，皆可爬行。有翅蚜

蟲體小翅弱，無法飛遠，但可藉徐風或氣流

散播至遠處。上午9 ~ 11點以及下午5點至傍

晚期間為其飛行高峰。

五、防治方法
選用37 % 繁米松溶液1,500倍，或35 % 

裕必松乳劑1,000倍，或40.64 % 加保扶水懸

劑800倍施用。

六、參考文獻
 1. 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灣香蕉研究所印行。95頁。

 2. Hill, D. S. 1983. Pentalonia nigronervosa 

Coq. p.203. In Agricultural Insect Pests of the 

Tropics and Their Control,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46 pp.

 3. Kolkaila, A. M. & A. A. Soliman. 1954. 

A Study of the Banana Aphid, Pentalonia 

nigronervosa Coq. （Hemiptera: Aphididae）. 

Bull. Soc. Fouad. Ier Entomol. 38: 231-250.

 4. Waterhouse, D. F. 1987. Chapter 6. 

Pentalonia nigronervosa Coquerel. pp. 42-49 

In Biological Control: Pacific Prospects. D. F. 

Waterhouse & K. R. Norris, Ed. InkataPress: 

Melbourne. 454 pp.

 5. Zimmerman, E. C. 1948. Insects of Hawaii, 

vol 5.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464 pp. 

圖二：可飛行之有翅型蕉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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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嵌紋病之媒介蚜蟲

（棉蚜、桃蚜、黍蚜）

棉蚜
學名：Aphis gossypii  Glover 

英名：Cotton aphid 

桃蚜
學名：Myzus persicae  Sulzer

英名：Green peach aphid

黍蚜
學名：A. maidis; Rhopalosiphum 

prunifoliae; R. nymphae

英名：Cotton leaf aphid；Apple grain aphid

一、前言
為傳播香蕉嵌紋病病毒Cucumber mosaic 

virus （CMV）之媒介昆蟲。目前為影響國內

香蕉組織培養苗定植初期成活率偏低之主要

因素，嚴重發生時，可造成定植僅2 ~ 3個月

之組培蕉苗園整區受到感染。

二、危害狀
以口器刺吸蕉株組織韌皮部，造成植株

發育受阻或呈畸型；主要危害在於可傳播香

蕉嵌紋病。有翅及無翅型蚜蟲均藉非持續性

傳播方式快速傳播香蕉嵌紋病。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半翅目 Hemiptera

常蚜科 Aphididae

（二）分布

目前普遍存在全球香蕉產區。

（三）寄主

棉蚜—臺灣有記載之被害寄主植物，合

計有43科132種以上。豆科、茄科、瓜科、

木瓜、香蕉、棉花、龍葵、牛筋草諸多雜草

等寄主。黍蚜—玉米、香蕉、雜草等。桃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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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蚜—無翅胎生成蟲體長1.5 ~ 1.8公

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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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毛數介於4 ~ 6根之

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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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厘，翅展約5.4公

厘。有性型雌者無翅，腹管特別細小，尾片

亦較退化，雄者有翅。

桃蚜—無翅胎生成蟲體長約2公厘，體

色有淡紅、棕褐、黃褐、淡綠、黃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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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頭部觸角著生處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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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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生活史

棉蚜—隨溫度及寄主植物不同而有差

異，若蚜之平均發育時間為4.6 ~ 23.8天，成

蚜之平均壽命9.4 ~ 26.8天。桃蚜—隨溫度及

寄主植物不同而有差異，若蚜之平均發育時

間為5.4 ~ 50.3天，成蚜之平均壽命5 ~ 59.5

天。

四、發生生態
清晨及黃昏涼爽時分，有翅型蚜蟲較易

發現於田間組培苗蕉株上方未展開之心葉內

或展開新葉之葉面，多零星出現。秋冬季9

月至隔年3月為組培蕉苗園區有翅型蚜蟲高

峰期。進入炎熱多雨季節後，蚜蟲密度驟

減。

五、防治方法
（一）田畦舖設銀色反光塑膠布，忌避有翅

蚜蟲飛入組培苗蕉區傳播嵌紋病。

（二）組培蕉苗定植初期，避免氮肥過量使

用，降低蚜蟲滋生風險。

（三）充分噴灌降低蚜蟲滋生速度。

（四）藥劑防治參考香蕉蚜蟲防治方法。

（五）組培蕉苗延後至5 ~ 6月雨季期間種

植。

六、參考文獻
 1. 陶家駒。1999。臺灣省蚜蟲誌。臺灣省

立博物館。327頁。

 2. 陶家駒。1999。中國蚜蟲總科（同翅

目）名錄。農業試驗所特刊第77號。144

頁。

 3. 趙治平、劉盛興、陳新評、黃明道、李

勳獎。1995。香蕉嵌紋病發生調查及防

治研究。植物保護學會會刊37:445-446

頁。

 4. 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灣香蕉研究所印行。95頁。

（作者：王文哲、趙治平）

圖一：出現於香蕉組培苗葉面之有翅型棉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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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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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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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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考文獻
 1. 周堯。1982。中國盾蚧誌。陜西科學技

術出版社。vol 2。431頁。

 2. 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灣香蕉研究所印行。95頁。

 3.Crop profile for bananas in Hawaii. 2003.

 4. Nelson. S. C. 2003. Banana （Musa sp.）

pest and disease image gallery. University of 

Hawaii. College of Tropical agriculture and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of pla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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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is（IRA）on fresh banana fruit from 

the Philippines.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restry-Australia.

（作者：王文哲、趙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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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花薊馬最早於1967年紀錄在國內蕉園，

故亦稱香蕉花薊馬。除雌蟲蟲體會在幼果表

皮產卵、孵化形成許多突起之卵斑外，1991

年試驗證明該薊馬與國外蕉區之花薊馬T. 

florum一樣，均會受香蕉花苞散發之香氣誘

引後，潛入剛抽出蕉株莖頂之花苞，並以口

器銼吸蕉果外輪果指表皮，引發危害部位出

現典型之疤痕，俗稱水銹。

二、危害狀
除在幼果表皮形成卵般黑點外，被花薊

馬銼吸之蕉果外輪果指表皮組織褐化，呈短

條細紋狀，隨果指之飽熟，受害部位變為木

栓化疤痕。近果軸端果指表皮受害較明顯，

嚴重時，整串香蕉皆可見到疤痕。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纓翅目 Thysanoptera 

薊馬科 Thripidae

（二）分布

臺灣、南亞、非洲、澳洲、太平洋諸

島。

（三）寄主

香蕉、芒果、蓮霧、柑橘、葡萄、瓜

類、青椒、辣椒、豆類、茶、玫瑰、唐菖

香蕉花薊馬
學名：Thrips hawaiiensis（Morgan）

英名：Flower thrips

圖一：香蕉花薊馬雌蟲（右方）體型明顯大於

雄蟲（左方）。 圖二：雌蟲在果皮產卵孵化後之卵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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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菊花、龍葵、紫香薊等。

（四）形態

雌成蟲體微小細長，頭黃褐色，胸部褐

色，翅淡黑色，細長，密生淡黑色纓毛，體

長約1公厘。雄蟲約0.75公厘，淡褐色。

（五）生活史

蕉株花苞抽出莖頂初期即可見花薊馬飛

至花苞上，從花苞苞片間隙潛入花苞內部。

侵入後第6天，花薊馬密度最高，達1,000隻

以上。花苞苞片由上而下逐漸開展後，花薊

馬往下移動至較暗處之雄花部位。一般約需

21~30天完成一世代，每隻雌蟲平均產卵30 ~ 

40粒，產卵於苞片內之果指表皮及果串上。

20 ~ 25 ℃花薊馬成蟲壽命較長、雌蟲比率

較高且產卵較多，常見於苞片內之果指間及

雄花苞上，其發育低溫臨界為15 ℃。在無

雄蟲的狀況下，花薊馬可行孤雌生殖，所產

後代均為雄性，雄蟲多出現於苞片外。國內

認為花薊馬蛹體會掉至土中越冬，國外則認

為該蟲一生均在蕉株上完成。

四、發生生態
本蟲一年發生23世代左右，於乾旱季節

10月至隔年5月發生密度較高。以10 ~ 11月

抽穗、翌年3 ~ 4月上旬期間採收之蕉果受害

率最高。整串香蕉果手均可受害，多以上方

果把受害程度較為嚴重。不同華蕉品種中，

罹患率以「台蕉一號」、「台蕉三號」及

「寶島蕉」等3品種較「北蕉」及其他品種

為高。

五、防治方法
（一）選擇適當品種。不同品種中，「台蕉

二號」水銹發生率最低，「北蕉」次

之，而以「台蕉一號」、「台蕉三

號」及「寶島蕉」果房較易受害。

（二）花苞抽出莖頂5天內，在第1、2葉鞘

內分別以施藥器施用7.5公克5 % 陶斯

圖三：明顯發生水銹疤痕之香蕉幼果。 圖四：及採收前之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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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粒劑，忌避花薊馬侵入花苞。

（三）選擇2.8 % 第滅寧乳劑3,000倍於花苞

出現未開放前，每隔5天施藥一次，

共噴3次。

（四）選擇48.34 % 丁基加保扶乳劑1,200倍

於花苞吐出且未傾斜時，由花苞頂端

1/3處以注射器注入稀釋液150 ~ 200

公撮。

（五）花苞彎下展開後，儘早割除殘留之雄

花苞，減少蕉園花薊馬密度。

（六）清除蕉園附近雜草。

六、參考文獻
 1. 王清玲。1987。薊馬危害花卉之習性及

其防治。中華昆蟲特刊1:37-43。

 2. 湯慶銓。1974。臺灣香蕉薊馬生態

之研究。Proc.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7:371-383。

 3. 張念台。1992。臺灣重要薊馬圖說。102

頁。

 4. 黃新川、鄭允、莊再揚。1979。香蕉保

護技術。22頁。

 5. 鄭 允 、 黃 明 道 、 阮 忠 清 、 蔡 湯 瓊 。

1980。香蕉花薊馬（Thrips hawaiiensis 

（Morgan）之田間動態及防治測定。臺灣

香蕉研究所彙報1:26-31。

 6. 蔡雲鵬、黃明道、陳新評。1992。香蕉

園內花薊馬之發生及其危害。中華昆蟲

12:231-237。

 7. 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灣香蕉研究所印行。95頁。

 8. 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1991。104頁。

 9. Chao, C. P., S. K. Tzeng., and M. T. Chen. 

1997. Study on the cause and control of 

corky scab of banana in Taiwan. Abstract 

166 in The third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f Entemology （ APEC III ）. Nov 16-22, 

1997. National Museum of National Science. 

Taichung, Taiwan, ROC.

10.Pinese, B. and Piper, R. 1994. Bananas: Insect 

and mite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 Brisbane. 

（作者：王清玲、趙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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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此蟲通常輕微危害蕉葉葉背組織，在國

內一般界定為非經濟害蟲。

二、危害狀
若蟲及成蟲均以口器刺吸蕉葉葉背汁

液，造成葉片上表皮褪色呈黃白色小斑點。

蟲痕集中成區，嚴重時，整葉初呈黃白色，

轉銹色污斑，光合作用效率減低。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半翅目 Hemiptera

軍配蟲科 Tingidae

（二）分布

遍及亞太、澳洲、太平洋島國如巴布亞

新幾內亞、臺灣等地區。 

（三）寄主

香蕉、椰子、馬尼拉麻、小荳蔻、番荔

枝、月桃、桑科。

（四）形態

成蟲體長4公厘，蟲體透明或石膏色。

網狀邊緣瀝青色，翅透明上捲，有大網目及

褐色邊緣。卵長形，一端略隆起，一端平而

略凹，黃色，產生黑色分泌物。

（五）生活史

本蟲一年發生6 ~ 9世代。生活史不詳。

四、發生生態
每年以3 ~ 4及10 ~ 12月較常發現。若蟲

及成蟲聚集在葉背吸食汁液，於第7 ~ 9片葉

片聚集較多，並排泄黑褐色狀糞便，汙染葉

面。受驚擾時會慢速爬動，成蟲不擅飛行，

卵產入葉背之組織內，並以黑色分泌物覆蓋

保護。

五、防治方法
可施用85 % 加保利可濕性粉劑1,000

香蕉軍配蟲
學名：Stephanitis typica  Distant 

英名：Banana lacebug
別名：花編蟲

圖一：香蕉軍配蟲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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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每隔10 ~ 14天施藥1次，連續2次。

六、參考文獻
 1. 植物保護手冊。2004。行政院農委會農

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編印。835頁。

 2. 蔡雲鵬。1986。臺灣的香蕉害蟲。果農

合作462: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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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和順、黃金池。1965。香蕉花編蟲

（Stephanitis typica Distant.）藥劑防治

試驗。農試所鳳山分所專報。No.36。8

頁。

 5. Mathen, K., Rajan, P., Radhakrishnan Nair, 

C. P., Sasikala, M., Gunasekharan, M, 

Govindankutty, M. P. and Solomon, J. J. 

1990. Transmission of root （wilt） disease 

to coconut seedlings through Stephanitis 

typica （Distant）（Heteroptera: Tingidae）. 

Trop. Agric. 67: 69-73.

 6. Pinese, B. and Piper, R. 1994. Bananas: 

Insect and mite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 Brisbane.

 7. Stephanitis typica . 1973. Distribution maps 

of Plant Pests. CAB  Internationa . Map 308.

（作者：趙治平、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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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73年首次發現於夏威夷，1986年出

現於屏東縣九如蕉區，經農業試驗所鑑定為

香蕉挵蝶。但臺灣香蕉挵蝶種類與夏威夷蕉

區挵蝶E. thrax不同。危害之香蕉品種以AAB

基因組之芭蕉類品種如「呂宋蕉」、「南華

蕉」葉片受害程度最為嚴重，華蕉類之品種

如「北蕉」一般僅零星發生。

二、危害狀
受幼蟲危害之葉片組織呈捲筒狀，懸掛

近中肋處。嚴重危害時，由葉緣往內之葉面

因被蟲體啃食而僅存中肋。捲筒葉內常見幼

蟲產生之白色蠟粉。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挵蝶科 Hesperiidae

香蕉挵蝶
學名：Erionota torus Evans

英名：Banana skipper; banana leaf roller
別名：香蕉捲葉蟲、蕉苞蟲

圖一：香蕉挵蝶卵。 圖二：幼蟲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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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布

夏威夷、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太平洋島

國、澳洲、東南亞、中國福建、日本琉球及

臺灣。

（三）寄主

香蕉、赫蕉、美人蕉、野生蕉、馬尼拉

麻、竹子、椰子。

（四）形態

卵半圓形，直徑約2公厘。產下時呈黃

白色，2天後轉淡紅色。幼蟲1齡時約6公

厘，頭部黑色，軀體部半透明，胸部背面具

一黑色細條，攝食香蕉葉片後呈黃綠色；2

齡後體色變白且白色臘狀物增加；5齡時約6

公分，頭部呈心型。蛹體長約4公分，體色

初由象牙色轉呈茶褐色，眼部呈淡紅色。成

蟲體長3 ~ 3.5公分，展翅約7 ~ 8公分，為我

國挵蝶中最大型者，全身呈褐色，前翅有3

個半透明黃橙色的斑紋。

（五）生活史

一年代數約4 ~ 5代。卵產在葉背的中肋

或葉身上，15 ~ 25粒集在一起或粒粒散生。

孵化為幼蟲後，爬行至葉背的葉緣，噬食葉

片捲起呈管狀的巢。隨著齡期的成長，捲筒

逐漸增大，噬食的葉面積增加。同一葉片上

常有數隻幼蟲攝食，從幼蟲至蛹通常都躲在

巢內。老熟幼蟲在管狀捲葉內結繭化蛹，蛹

固定在葉片上。羽化時，從管狀捲葉下端脫

口而出。卵、幼蟲及蛹期分別為7、30及15

天。

四、發生生態
幼蟲白天棲息葉背捲曲組織中，而在夜

間行動；蛹受干擾時，會劇烈扭動。挵蝶在

清晨或傍晚有餘光時，較易見於香蕉花部。

11月為幼蟲危害最高峰，1、2月間幼蟲危害

較低。

圖三：香蕉挵蝶幼蟲危害之葉緣常呈捲筒狀。 圖四：香蕉挵蝶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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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治方法
（一）人工捕殺。

（二）引進天敵（寄生蜂）。

六、參考文獻
 1. 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1990。94頁。

 2. Chou, L. Y., Chiang, H. S. and Hwang, M. T. 

1989. The discovery of Cotesia erionotae  in 

Taiwan （Hymenoptera: Braconidae）（in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of 

China 1989, 38（4）:468-470.

 3. Mau, R. F. L., Murai K., Kumashiro B., 

and Teramoto K. 1980. Biological Control 

of the Banana Skipper, Pelopidas thrax 

（Linnaeus）, （Lepidoptera: Hesperiidae） 

in Hawaii. Proc. Hawaiian Entomol. Soc. 23

（2）: 231-238.

 4. Mau, R. F. L. and Kessing J. L. M. 2002. 

Banana skipper. Crop Knowledge Master.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Honolulu, Hawaii.

 5. Pinese, B. and Piper, R. 1994. Bananas: 

Insect and mite management. Brisban. 

Australia.

（作者：趙治平、溫宏治）



��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8

一、前言
該蟲於1988年首次出現於鳳山蕉區後，

其後逐漸擴大至嘉義及台東一帶蕉區。1991

年普遍發生於高雄旗山及美濃主要蕉區。

二、危害狀
幼蟲及成蟲以口器刺吸葉片汁液，對

蕉株發育並無明顯直接影響。但因蟲體及白

色螺旋絲狀物附著於蕉果果指，有引發蕉果

外觀品質不良及檢疫退運之虞。該蟲大量寄

生於香蕉葉片後，因蜜露產生引發葉片煤煙

病，降低光合作用功效，蕉株生長勢減弱或

甚至失收。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半翅目 Hemiptera

粉蝨科 Aleyrodidae

（二）分布

源自中美洲及加勒比海一帶，已擴及

巴哈馬、巴貝多、巴西、加那利群島、哥斯

大黎加、古巴、多明尼克、厄瓜多爾、海

地、馬丁尼克、祕魯、巴拿馬、佛羅里達。

非洲、亞太地區之美國三毛屬地、庫克島、

斐濟、夏威夷、帛琉、巴布亞新幾內亞、東

加、西三毛、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印

尼、印度及臺灣等地區。在近海岸線及海拔

300公尺以下之地區較為常見。

螺旋粉蝨
學名：Aleurodicus disperses  Russell

英名：Spiraling whitefly
別名：白粉蝨、白蚊仔

圖一：附著於香蕉葉背。 圖二：果指上之螺旋粉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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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寄主

寄主極廣，包括65科、100種以上之作

物。諸如香蕉、柑橘、木瓜、芒果、番荔

枝、番石榴、番茄、番椒、茄子、羊蹄甲等

許多觀賞植物、行道樹及雜草等。

（四）形態

成蟲體小，約2公厘，黃色被覆白色粉

臘，飛行如蛾狀。雄蟲尾端纖細，有一段鋏

狀交尾器，易與雌蟲區別。卵橙黃色，長

橢圓形，長約0.3公厘，散產或排列成螺旋

狀，上覆或旁堆白色臘粉，藉以保護。若

蟲共4齡，初孵化若蟲體橢圓形，淡黃色扁

平。2 ~ 3齡若蟲體卵形，黃色，被覆白色臘

粉，前半西側有紅色複眼。第4齡若蟲（假

蛹）體成盾形且厚實，淡黃色，體長約1.06

公厘。

（五）生活史

成蟲產卵於葉背或果指上，成螺旋狀排

列，並分泌白色臘質覆蓋其上藉以保護，卵

期約7天，若蟲期約20.5天，分4齡，其中第

4齡若蟲為假蛹期，成蟲壽命7 ~ 9天。25 ℃

時完成一世代需26.5天。

四、發生生態
清晨及薄暮時分最為活躍，以寬廣螺旋

方式繞植株飛行。受外界震動後，成蟲飛行

瞬間後再度棲息蕉株上。於臺灣終年發生，

受低溫（1 ~ 3月）或雨季（6 ~ 9月）下雨影

響，其密度大幅下降，10月後雨量漸減，氣

候轉為乾旱，其密度因而增加，11月達高

峰，12月後低溫影響，密度略減。

五、防治方法
（一）國外以寄生蜂Encarsia dispersa可有效

防治。

（二）充分以水柱沖洗附著果把上之蟲體。

（三）以肥皂等清潔劑稀釋液約1,000倍液

噴施葉背。

（四）適時清園、割除下方老葉，促進通風

以減少蟲害。

（五）施用有機肥，確保蕉株良好樹勢。

六、參考文獻
 1. 溫宏治。1995。螺旋粉蝨之生態與防

治。興農37:84-87。

 2. 溫宏治、許洞慶、陳秋男。1977。

螺旋粉蝨之綜述。植物保護學會會刊

39:139-149。

 3.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1991。104頁。

 4. Botha, J., Hardie D. and Hortguard G. P. 

2007. Spiraling whitefly Aleurodicus disperse:

Exotic threat to western Australia. Factsheet 

No18/2000（revived）.

 5. Kessing, J. L. M. and Mau R. F. L. 2006. 

Spiral whitefly（Aleurodicus disperses 

Russell）Crop Knowledge Master.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6. L ambk i n, T. A. 2004, S u c c e s s f u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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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Encarsia haitiensis Dozier 

（Hymenoptera: Aphelinidae） in Torres 

Strait, Queensland, for the biological control 

of Aleurodicus dispersus Russell （Hemiptera: 

Aleyrodidae）, Australian Entomologist, vol. 

31, p.83-91.

 7. Waterhouse, D. F. and Norris, K. R. 1989. 

Aleurodicus dispersus  spiraling whitefly. 

p.12-23. In: Biological Control Pacific 

Prospects-Supplement 1. Australi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Research, Canberra.

（作者：溫宏治、趙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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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紋三條野螟蛾
學名：Nacoleia charesalis  （Walker）

英名：Banana scab moth

一、前言
為東亞分布很廣泛的螟蛾科蛾類。雖

為雜食性昆蟲，但很少造成作物較大危害，

在澳洲及印度有危害香蕉的紀錄，日本則記

載幼蟲危害甘藷，事實上同屬之另一種蛾

N. octasema （Meyr.）較常被稱為banana scab 

moth，為澳洲昆士蘭香蕉重要害蟲。在疏於

管理的山區蕉園較能發現角紋三條野螟蛾，

因香蕉為外銷重要作物，且受害香蕉外皮被

蛀食後，呈瘡痂狀有蛀孔，受害狀明顯，失

去商品價值，香蕉外銷日本時，曾因而被銷

燬，影響商譽亦造成經濟損失。

二、為害狀
過去對本蟲生活史及危害習性的資料報

導很少，大致上成蟲多產卵於花穗及幼果果

皮，使果皮變黑褐色瘡痂病狀。老熟幼蟲偶

亦蛀入果肉。

三、害虫
（一）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草螟蛾科 Crambidae

野螟蛾亞科 Pyraustinae

螟蛾類
學名：Nacoleia charesalis  （Walker）（角紋三條野螟蛾）

Tirathaba mundella  （Walker）（椰子綴蛾）

Ostrinia furnacalis  （Guenée）（亞洲玉米螟）

圖一：角紋三條野螟蛾成蟲。 圖二：角紋三條野螟蛾危害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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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布

臺灣、斯里蘭卡、琉球、印度、馬來

西亞、巴布亞紐幾內亞、沙勞越、東南亞地

區。

（三）寄主

幼蟲寄生香蕉、甘藷等多種植物。

（四）形態

翅展1.7 ~ 2.2公分雌雄觸角皆絲狀，雄

蛾由基部1/4處，有毛叢，不同個體前後翅

由淡茶褐色至暗色都有，前翅腎狀紋略成方

形，橫向較粗。前後翅之外緣線明顯，呈暗

色點狀，翅有三條波狀橫線。蛹棕色，雌蛹

略呈長筒形，末端較尖，雄蛹前端較大，腹

端漸尖。幼蟲淡黃色，頭部黃褐色，硬皮板

暗色。卵扁呈卵塊。

四、發生生態
偶而發現於近山區疏於管理的蕉園。

初期常危害花穗，其後危害香蕉，啃食香蕉

皮，並綴大量糞粒，果皮成焦褐若瘡痂狀。

老熟幼蟲在果指間或縫隙間吐絲作繭綴糞粒

化蛹，絲線緻密。

五、防治方法
定時清潔蕉園。

六、參考文獻
 1.井上寬等。1982。日本蛾類大圖鑑Ι、

Ⅱ卷。Ι卷966頁、Ⅱ卷522頁+392圖

板。講談社。

 2.陳仁昭。2001。臺灣及東南亞熱帶果樹

害蟲。植物重要防檢疫害蟲診斷鑑定研

習會。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p.1-39。

椰子綴蛾
學名：Tirathaba mundella  Walker

英名：Oil palm bunch moth

一、前言
椰子綴蛾為椰子和檳榔重要害蟲，國

外報導偶亦危害香蕉，臺灣田間一直未見危

害，直至90年香蕉外銷日本時，防檢局高雄

分局人員查驗出危害香蕉果孢，與可可椰子

混作園區應加防範。

二、危害狀
本蟲世代重疊，無越冬現象。卵產於花圖三：角紋三條野螟蛾危害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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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或果指間，幼蟲啃食果皮或花苞，並綴絲

及糞粒於外側。幼蟲活潑，前進倒退自如，

並可懸絲下墜移至他處。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螟蛾科 Pyralidea

（二）分布

臺灣、日本沖繩諸島、小笠原群島、香

港、印度、馬來西亞、印尼。

（三）寄主

可可椰子、檳榔、油椰子、蒲葵、海棗

椰子、棕櫚、大王椰子及其他棕櫚科植物、

香蕉、芒果（印度）。

（四）形態

成蟲體長約1.3公分，翅展2.2 ~ 2.6公

分，前翅灰褐色，中脈、肘脈及臀翅略帶紅

圖一：椰子綴蛾成蟲。 圖三：椰子綴蛾蛹。

圖二：椰子綴蛾幼蟲。 圖四：椰子綴蛾危害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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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翅外緣有一列黑點。翅中央第3脛脈分

支處附近有2黑點。後翅及腹部橙黃色，雌

蛾較雄蛾略大，體色亦較深，下唇鬚明顯，

雄蛾短。卵橢圓形，具網狀花紋，卵單粒或

數粒至數十粒集成卵塊。幼蟲期共約5齡，

老熟幼蟲體長約2.2公分，呈圓筒形，初孵

化幼蟲白色透明，漸呈黑褐色略有光澤，頭

及前胸背板黑褐色，有光澤。蛹體長1 ~ 1.3

公分，赤褐色，蛹外包裹長橢圓形繭，繭外

綴幼蟲糞便。

（五）生活史

卵期約5天，一般為5齡，幼蟲期約18

天，蛹期9 ~ 12天。每一雌蟲產卵約數百

粒，成蟲夜間活動，趨光性不強。

四、發生生態
幼蟲喜歡在較小的空間綴絲及糞粒成

隧道，藏匿其中，所以較常見於花穗或果指

間，本蟲主要危害椰子，只在山間椰子園附

近才偶而可以發現危害香蕉。

五、防治方法
椰子園附近香蕉園注意蕉園清潔。

六、參考文獻
 1. 陳仁昭。1976。臺灣可可椰子新害蟲。

科學農業24（11-12）：481-485。

 2. 陳仁昭。2001。臺灣及東南亞熱帶果樹

害蟲。植物重要防檢疫害蟲診斷鑑定研

習。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p.1-39。

亞洲玉米螟
學名：Ostrinia furnacalis  （Guenée）

英名：Asian corn borers

一、前言
偶危害香蕉假莖，危害程度不嚴重，鄰

近玉米田且疏於管理之香蕉園偶爾可見。

二、危害狀
為玉米主要害蟲，但在香蕉、玉米混做

區偶見危害香蕉假莖，並在假莖上化蛹，未

見危害香蕉果穗，應為次要害蟲。

三、害蟲
（一）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螟蛾科 Pyralidae

（二）分布

亞洲各國、澳洲、關島、南太平洋。

（三）寄主

玉米、香蕉、高梁、棉花、小麥、馬鈴

薯、豆類、向日葵、甘蔗、茄子、番茄、小

米、蘆筍、蓖麻、甜椒等。

（四）形態

成蟲體長1.2 ~ 1.5公分，翅展2.4 ~ 3公

分。雄蛾前翅黃褐色，有2條褐色波狀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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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兩橫線間有兩個暗斑，近外緣有一褐色

寬帶。後翅灰白或灰褐色。雌蛾形態似雄

蛾，但體色較淡。卵扁平橢圓形，常呈魚鱗

狀排列成卵塊。幼蟲共5齡，老熟幼蟲體長

約2.5公分，背面淡紅褐色，腹面乳白色，

背線明顯，兩側有較模糊的暗褐色亞背線，

中、後胸背各有4個圓形毛瘤。第1 ~ 8腹節

各有兩排毛瘤，第9腹節毛瘤為3個。蛹黃褐

色，臀棘黑褐色。

四、發生生態
年發生7 ~ 8代，以老熟幼蟲越冬，卵塊

魚鱗狀，藏於葉背或假莖上。幼蟲食痕長條

型，鋸屑粉末狀糞便，藏在假莖裂縫作繭化

蛹。

五、防治方法
防治香蕉害蟲噴灑農藥時，即可兼防亞

洲玉米螟。

六、參考文獻
 1. 徐士蘭、彭武康、謝國豐。1988。亞洲

玉米螟Ostrinia furnacalis  （Guenée）對玉

米之危害損失評估。國立臺灣大學農學

院研究報告28（2）：27-31。

 2. 曾清田、吳炎融。1988。超甜玉米、

玉米螟及一般害蟲綜合防治。豐年38

（22）：34-36。

（作者：陳仁昭、趙治平）

圖一：亞洲玉米螟幼蟲。 圖二：亞洲玉米螟危害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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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非香蕉經濟性害蟲，常零星引發幼苗期

及中株期蕉株少數葉面組織枯萎。

二、危害狀
幼蟲常群聚於香蕉幼苗至中株葉片下表

面處，啃食葉面之初造成葉面透明並漸轉褐

化透明。受大型幼蟲危害之蕉株最上方未展

開之新葉開展後，常出現等距之圓孔。幼蟲

移行至尚未套袋之幼果時，亦可啃食果皮，

降低其商品價值。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夜蛾科 Noctuidae

（二）分布

澳洲、臺灣。

（三）寄主

蘋果、草莓、瓜類、菠菜、蘆筍、番

茄、蔥、馬鈴薯、玉米、高粱、甘藷、高麗

菜、花椰菜等十字花科蔬菜、甘蔗、茶、花

卉、煙草、麻、棉花及許多闊葉雜草。

斜紋夜蛾
學名：Spodoptera litura  （Fabricius,1775） 

英名：Cluster caterpillar； Tobacco cutworm; Tobacco caterpillar； 
Cotton worm；Taro caterpillar； Armyworm；Rice cutworm； 
Egyptian cotton leafworm；Common cutworm

俗名：黑肚蟲、黑蟲或行軍蟲

圖一：斜紋夜蛾幼蟲群聚啃食蕉葉。 圖二：受害心葉常出現等距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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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態

成蟲為灰褐色蛾類，前翅具銀石紋路，

體長1.5 ~ 2公分，展翅全長約3 ~ 4公分，內

翅呈透明白。雌蟲在葉片之產卵數常群聚一

處、達300粒且覆蓋雌蟲灰褐色毛。初孵化

幼蟲呈聚集性，多啃食葉下表面，造成葉片

出現許多孔洞。幼齡蟲體呈透明綠、頭黑

色，第3 ~ 4齡以後遷移分散，第1與第8腹節

有2個大黑斑，老熟幼蟲入土中造土窩並吐

絲作蛹。

（五）生活史

卵孵化約需2 ~ 7天，幼蟲壽命約2 ~ 3

週，受溫度左右。溫暖季節從幼蟲至成蟲需

1個月，低溫時約8週。

四、發生生態
鄰近檳榔或椰子，或與其間作之蕉園，

較易受到斜紋夜蛾危害。另外，由於香蕉抽

穗至幼果展開期間，約需10 ~ 14天後方達

終花期及進行整房套袋作業，若疏於清園及

延後套袋時，均易造成斜紋夜蛾潛入果房危

害。

五、防治方法
（一）避免蕉園鄰近檳榔及椰園，或與其間

作。

（二）定期做好清園，杜絕害蟲侵入滋生。

（三）提早套袋。

（四）做好集貨場內外環境清潔。

（五）避免夜間集運吸引夜蛾飛至集運包裝

區。

（六）加強果房沖洗及水洗，完全去除附著

物。

六、參考文獻
 1. 陳文雄。2007。斜紋夜盜。農家要覽蔬

菜害蟲。p.382-383。

 2.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1999。p.37-38。

 3.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2000。p.56-57。

 4.蔡雲鵬。1991。台蕉52 ~ 80年期間輸日

檢疫害蟲資料（個人彙整資料）。

 5. Pinese, B. and Piper, R. 1994. Bananas: 

Insect and mite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 Brisbane.

（作者：陳仁昭、趙治平）

圖三：斜紋夜蛾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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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50年首先在菲律賓發現於芭蕉株上，

其後又於琉球溫室內的甘藷及棕櫚科植物上

為害。乾旱及秋冬季節國內蕉園較易發現，

多出現於較下方之蕉葉，蕉葉嚴重受害時，

老化枯萎，延後蕉株發育。在亞太地區被視

為重要之香蕉害蟲，但一般在國內多零星危

害。

二、危害狀
若蟎及成蟎多在葉背活動，吸食葉片汁

液。受害葉片細胞多沿葉脈或支脈發生，因

內部葉綠素破壞初呈灰白或枯黃色，最後轉

變成紅褐色。造成可行光合作用之蕉葉面積

減少，及加速枯萎老化。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真蟎目 Acariformes

葉蟎科 Tetranychidae

（二）分布

日本琉球、中國、菲律賓、越南、泰

國、馬來西亞、印尼、巴布亞新幾內亞、澳

洲、蘇利南、美國佛羅里達州及臺灣等地。

（三）寄主

香蕉、煮食蕉、桃、木瓜、番茄、甘

藷、豆類、芋頭、天堂鳥等花卉，棕櫚科植

物如檳榔及雜草。

（四）形態

卵淡黃色，雌成蟎 537μm×334μm，

香蕉葉蟎
學名：Tetranychus piercei  McGregor

英名：Red mite、spider mite
別名：紅蜘蛛、皮爾斯氏葉蟎

圖一：葉蟎之成蟲、卵。 圖二：受害之香蕉葉背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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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橢圓形、紅褐色，足為白色半透明，體

背側通常有三裂形黑斑；雄蟎 366μm×

166μm，陰莖柄部寬闊，末端彎向背面形

成一微小的端錘，端錘與柄部形成一角度，

其遠側突起短小而尖利。

（五）生活史

室溫下，一年發生31代。卵期9天，幼

若蟎平均6天，成蟎8 ~ 12天，一生可產60

枚卵。正常情形下，雌雄比為2.5：1。與

偽二點葉蟎（Tetranychus truncatus Ehara）相

似，均具孤雌生殖特性，雌蟲產卵，若不經

受精，孵化為雄性；如經受精，則發育成雌

性。

四、發生生態
成蟎棲息於葉背，有結網習性，保護本

身不受天敵傷害。成蟎產卵時，用分泌液將

卵固定，以免散失。高屏蕉園秋季乾燥繁殖

迅速，經常造成災害，但雨季較少。葉蟎掛

於葉背細絲上，多近距離移動，亦可隨風或

藉人、鳥及昆蟲遠距傳播。

五、防治方法 
（一）經常清園，定期割除枯葉，保持通

風。

（二）為避免產生抗藥性及影響天敵（如草

蛉、瓢蟲、花樁象、薊馬等）存活，

不宜常噴藥劑。噴藥前，先行割除下

方受害嚴重之老葉，避免影響藥效。

（三）釋放天敵，如捕植蟎，可有效控制族

群發生。

六、參考文獻
 1. 黃啟鐘、蔡竹固、童伯開。1990。臺灣

南部地區天堂鳥病蟲害初步調查。嘉義

農專推廣簡訊第41期：13-15。

 2. 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灣香蕉研究所印行。95頁。

 3. 羅幹成。2006。臺灣農作物害蟎圖說。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編印。188頁。

 4. 羅幹成。1978。葉蟎類及其防治方法

對其天敵之影響。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

所舉辦『昆蟲生態與防治』研討會講稿

集。p.203-215。

 5. Exotic threats of banana: Spider mite 

Tetranychus piercei . 2004. FACT SHEET. 

P lant hea l th Aust ra l ia. h t tp://www.

planthealthaustralia.com.au/banana/awareness/

awareness_pdfs/2_spider_mite.pdf.

 6. First U.S. record of Tetranychus piercei  in 

Florida. 2005. UF/IFAS Pest Alert. University 

of Florida. U.S.A.

 7. Wa l t e r D. E. 2006. I nv a s i v e m i t e 

identification: Tools for quarantine and plant 

protection. http://www.lucidcentral.org/keys/ 

v3/mites/Invasive_Mite_Identification/key/

Whole_site/Home_whole_key.html.

（作者：王文哲、趙治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