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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翅揹蝗
學名：Atractomorpha psittacina de Haan

英文名：Pinkwinged grasshopper
別名：小蝗蟲

危害蘭科植物之小蝗蟲尚有多種，如 Trilo-

phidia annulata、Phlaeoba infumata 與 Aiolopus 

tamulus 等，於此僅就一種形容之。

一、前言

紅翅揹蝗（Atractomorph psittacina de 

Haan）通稱小蝗蟲，雜食性。為甘蔗、水稻

與其他多種農作物之害蟲，但均未造成大

害。蘭園設置在稻田附近或雜草叢生處，經

常有本種小蝗蟲飛進蘭園危害植株及花朵。 圖一：紅翅揹蝗危害蝴蝶蘭花瓣。

(楊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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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狀

本種為小型種，危害蝴蝶蘭葉片、花

梗與花瓣 (圖一)。葉片被害後形成大食痕，

幼嫩花梗被害時，嚴重者會折斷，花瓣被嚼

食後，花朵殘缺不全，影響美觀並失卻商品

價值。

三、害蟲

(一) 分類地位

Orthoptera（直翅目）

    Acridiidae（蝗科）

(二) 分佈

主要分佈於臺灣、日本本州、琉球、

中國大陸等地。

(三) 寄主

本種害蟲寄主有甘蔗、水稻、玉米與

禾本科雜草，也危害蝴蝶蘭。

圖二：紅翅揹蝗之雄性

成蟲（上）及雌性成蟲

（下）。(楊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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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形態

1. 成蟲 (圖二)

淡綠色，小型種，體長雌30-40 mm，雄

22-28 mm。頭呈三角形，頭頂向前方突出，

背面扁平，中央有一條細縱溝並延伸到後

頭之後緣。顏面隆起細長。觸角呈劍狀。

前胸背長而扁平，後方漸廣幅。前翅細長過

腹部，翅後方漸呈狹狀，末端尖銳，後翅透

明，基部呈玫瑰紅色。後腳腿節細、短，未

及腹部末端。雌蟲產卵管粗而末端尖形。

2. 卵
黃白色，呈圓柱狀略彎曲，產後成卵

塊。

3. 若蟲

若蟲身體特徵與成蟲相似，無翅與未

成熟的生殖器官，剛從卵孵出來的若蟲體形

很小，幼小的若蟲一邊生長，一邊要經過數

次脫皮，每脫皮一次身體即增大些，身體背

方的翅芽也跟著逐漸長大，最後終於長為成

蟲。

四、發生生態

年發生2代，以卵越冬，3-5月間若蟲

出現，6-7月羽化為成蟲，到8月產生第2代

卵，10月間第2代卵經孵化並長為成蟲，此

第2代成蟲再產卵於土中越冬。於夏、秋季

蘭房外圍有樹木、雜草叢生時，便有此類蝗

蟲由網室隙縫或溫室門窗飛入，危害幼嫩葉

片，花梗或花朵。

五、防治方法

(一)清除蘭房四周雜草及易發生害蟲之

灌木及禾本科植物，減少本害蟲棲息與繁殖

場所。

(二)噴施加保利50%可濕性粉劑或撲滅

松50%乳劑各1,000倍稀釋液，10天噴1次，

連續2 次。

六、參考文獻

1. 王清玲。1991。花卉害蟲彩色圖說。財團

法人豐年社。43-45頁。

2. 楊秀蘭。1994。蝴蝶蘭害蟲種類與有害動

物以及其為害習性。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特刊新二號。87-93頁。

3. 高野秀三、柳原政之。1942。臺灣甘蔗害

益蟲編。臺灣蔗作研究會。74-75頁。

(楊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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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薊馬
學名：Frankliniella intonsa (Trybom)

英文名：Flower thrips
別名：薊馬、苔、跳仔

二、危害狀

以成蟲與幼蟲危害蝴蝶蘭及其他蘭花之

花器及幼嫩心葉 (圖一)。花芽被害後萎縮、

黃化脫落；成熟花苞被害後，花展開時花朵

皺縮扭曲，花瓣組織被銼吸，形成白色斑點

或條斑，最後花瓣褪色乾枯 (圖二)。開花期

一、前言

薊馬一般體型微小，細長且扁平，於

乾燥、溫暖天候下最適宜繁殖，密度大增，

其危害更為嚴重。本種與花薊馬同時存在並

危害蘭花（包括蝴蝶蘭、石斛蘭、嘉得麗亞

蘭、拖鞋蘭等）花器及心葉。

圖一：薊馬危

害幼嫩花苞，

使花苞枯萎。

(楊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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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便遷移危害植株之幼嫩心葉，使抽出

之心葉扭曲呈畸形，葉面並呈現密集之褐變

條斑。

三、害蟲

(一)分類地位

Thysanoptera (纓翅目)

    Thripidae (薊馬科)

(二)分佈

臺灣、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印度

半島北部、北美洲與歐洲等幾乎全世界大部

分地區均有其存在。

(三)寄主

本種為雜食性，很多花卉種類均為其

寄主植物，如蘭花(蝴蝶蘭、石斛蘭、嘉得

麗亞蘭、蕙蘭等)、玫瑰、非洲菊、菊花、

百合、唐菖蒲、夜來香、石竹、金針花、

茉莉、康乃馨、大理花等，其他有蘆筍、豆

類、茄子、絲瓜、玉米、南瓜等。

(四)形態

1. 成蟲

雌蟲之頭、胸與腹部之顏色多變化，

頭、胸為黃褐色，腹部黑褐色；或頭、胸為

褐色而腹部黃褐色；或頭、胸、腹部均為

圖二：薊馬危害成熟花苞，致開花後花瓣呈現

白條狀條紋，花朵呈畸形。(楊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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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色，或頭、胸、腹部均為黃褐色。觸角8

節，第1-2節黑褐色。第3節黃褐色，第4-5節

基部褐色而端部為黃色，第6-8節黑褐色。

翅與足均為淡黃色，腿節中央及中、後脛節

中央色較深，各跗節黃色。雄蟲個體較雌者

小，顏色也較淡。雌蟲體長1.3-1.7 mm，雄

蟲體長1-1.2 mm。

2. 卵
腎形，白色透明，存在植物組織內。

3. 幼蟲

體細長，呈淡黃色。

(五)生活史

本種之發育速率快，以花粉與蜂蜜液

飼育時，在25℃，卵期為3日，自卵孵化至

羽化所需時間僅7日，產卵前期1日，雌蟲壽

命52日，每一雌蟲可產卵約500粒。

四、發生生態

本種薊馬在各種蘭花之開花期很容易

發現。成蟲產卵在寄主組織內，第一與第二

齡期幼蟲經常藏匿在花苞或花器深處危害，

蛹期在土中或殘枝枯葉堆下，而成蟲則在花

部表面銼吸危害。於開花期過後，成蟲與幼

蟲則潛入植株心葉部繼續銼吸危害。

五、防治方法

(一)  清除設施內、外雜草，消滅本種

害蟲之寄主植物，以減少其危害。

(二)  設施內懸掛藍色或黃色誘蟲黏紙

誘黏成蟲並可偵測其發生。

(三) 發生嚴重時，噴施百滅寧 10% 乳

劑或馬拉松 50% 乳劑各1,000 倍稀釋液或第

滅寧2.8%乳劑 2,000 倍，5-10 天施用一次，

連續 2 次。

(四) 薊馬嚴重發生時，除噴施藥劑外，

可利用溫室休閒時期將溫室空檔一段時間

(約 7 天)，使薊馬因無食物而死亡，以清除

溫室內殘存之薊馬。

(五) 溫室休閒期間，加溫至 39℃ 以

上，維持 2-3 天，可以有效殺死薊馬。

(六) 生物防治，利用天敵如捕植蟎類

(Amblyseius cucumers)，半翅目之花椿象(Orius 

spp.) 等，捕食薊馬以控制其密度。

六、參考文獻

1. 王清玲。1990。花卉害蟲彩色圖說。財團

法人豐年社。46-55 頁。

2. 陳連勝。1987。臺灣薊馬類之形態與分

類。中華昆蟲特刊第一號 1-7 頁。

3. 曾義雄、陳秋男。1994。植物檢疫微小動

物診斷。383-384 頁。經濟部商品檢驗局

新竹分局。

4. 楊秀蘭。1994。蝴蝶蘭害蟲種類與有害動

物以及其為害習性。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特刊新二號 87-93 頁。

5. 楊秀蘭、位國慶。1995。蝴蝶蘭病蟲害之

研究。臺灣糖業研究所  83/84 年期研究試

驗報告 151-163 頁。

(楊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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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薊馬
學名：Thrips hawaiiensis (Morgan)
英文名：Hawaiian flower thrips

別名：跳仔、苔、薊馬

瑰、康乃馨、一串紅、夾竹桃、玉蘭花、扶

桑花、馬纓丹、夜來香、孤挺花、金魚草

等。另有果樹類，如香蕉、柑桔類、荔枝、

番石榴等，蔬菜類如四季豆、茄子、蔥、菜

豆、蘿蔔、絲瓜等。

(四)形態

1. 成蟲 (圖一)

頭及前胸黃褐色，中、後胸淡褐色，

腹部褐色，觸角多為 7 節，觸角第 1 節淡黃

-黃色，第 2 節褐色，第 3 節淡黃色，第 4-7 

節或 4-8 節褐色。前翅淡褐色，前翅基部透

明無色，足為黃色。體長 1.4-1.6 mm。

2. 卵
橢圓形，乳白色，半透明，表皮光

滑，長約 0.28 mm，寬 0.14 mm。

1. 幼蟲

具二個齡期，初孵化之幼蟲體呈白

色，腹部稍尖銳，行動活潑，體長約 0.4 

mm，脫皮為第二齡期前，體呈淡黃色，體

長平均 0.7  mm，脫皮後體呈桔黃色，隱藏

在花器內取食，體長平均為 0.9  mm。

一、前言

薊馬類之個體細小，容易被忽視，除

非其危害狀已顯現，因此在蘭花開花期需每

日留意巡視蘭園，及早發覺被害植株。花薊

馬專門危害花卉之花器，為花卉主要害蟲，

被害花朵品質受影響，更失去觀賞價值。

二、危害狀

同臺灣花薊馬。

三、害蟲

(一)分類地位

Thysanoptera (纓翅目)

    Thripidae (薊馬科)

(二)分佈

主要分佈於亞洲、夏威夷、歐洲、非

洲、澳洲等地。

(三)寄主

本種亦為雜食性，多種花卉均被害，

有蘭花(蝴蝶蘭、石斛蘭、嘉得麗亞蘭、國

蘭、拖鞋蘭等)、唐菖蒲、百合、菊花、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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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活史

在室內常溫下，全年有 23 代，因氣

溫之高低影響蟲期長短。16-23℃ 間變化

較大，25-30℃間則變化較小。卵期平均為      

2.4 日 (1-6日)，幼蟲期為4日，蛹期平均9

日，卵至成蟲所需日數平均為12日。雄成蟲

壽命約20-22日，雌成蟲壽命約17-23日。

4. 蛹
假蛹前期具有白色透明之翅膀，長及

腹部第 3-4 節，觸角亦為白色透明並向背後

平放，複眼黑色，單眼紅色，腹部尾管、各

肢節與翅均為白色透明，體長 0.8 mm。至假

蛹後期，蟲體仍為透明狀，其白色透明之翅

膀長到第 7-8 腹節，複、單眼均為紅色，體

長 0.9  mm。

圖一：花薊馬成蟲。(楊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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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生生態

幼蟲與成蟲均能危害。於蝴蝶蘭開花

盛期，即春季至夏初時期，成蟲與幼蟲聚

集在花瓣重疊處銼吸汁液並產卵於組織內，

孵化後之幼蟲繼續危害，造成白色或褐變之

傷口。嚴重發生時，於開花期過後，幼蟲與

成蟲便潛匿在植株心葉部危害心葉，使心葉

展開後呈扭曲畸形，葉面呈現密集之褐色條

斑。

五、防治方法

同臺灣花薊馬。

六、參考文獻

1. 王清玲。1991。花卉害蟲彩色圖說。財團

法人豐年社。46-55頁。

2. 呂鳳鳴。1993。臺灣薊馬種類及其寄主

植物名錄。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 31-37

頁。

3. 邱輝宗。1987。薊馬之生態及飼養方法 

。中華昆蟲特刊第一號9-24頁。

4. 陳連勝。1987。臺灣薊馬類之形態與分

類。中華昆蟲特刊第一號1-7頁。

5. 楊秀蘭。1994。蝴蝶蘭害蟲種類與有害動

物以及其為害習性。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特刊新二號 87-93 頁。

6. 楊秀蘭、位國慶。1995。蝴蝶蘭病蟲害之

研究。臺灣糖業研究所 83/84 年期研究試

驗報告151-163 頁。

(楊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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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花薊馬
學名：Dichromothrips corbetti (Priesner)
英文名：Vanda thrips、Orchid thrips

別名：萬代蘭薊馬

二、危害狀

其危害習性與臺灣花薊馬及花薊馬相

似。蘭花開花期之花部經常被害 (圖二)，翻

開花瓣重疊處有褪色或褐變之斑塊，即可發

現為數不少之成蟲與幼蟲聚集在該處銼吸為

害，被害之花朵失去豔麗色彩，影響美觀。

一、前言

本種薊馬 (圖一) 在萬代蘭與嘉德麗亞

蘭花器上普遍發生，其危害狀與前述二種薊

馬之狀況相同，成蟲與幼蟲成群在花瓣重疊

處銼吸汁液，被害花朵有明顯褪色斑塊或褐

變之條斑，致花朵失卻美觀與商品價值。

圖一：蘭花薊馬。(王清玲)

圖二：蘭花薊馬為害狀。(王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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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生生態

本種薊馬在各類蘭花寄主之開花期普

遍發生，成蟲與幼蟲對花部之危害嚴重且顯

著，被害花瓣呈現褐色斑塊而凋謝，不但影

響其美觀，也損及商品價值。

五、防治方法

同臺灣花薊馬。

六、參考文獻

1. 王清玲。1987。薊馬為害花卉之習性與其

防治。中華昆蟲特刊第一號薊馬生物學

研討會37-43 頁。

2. 王清玲、楊秀蘭。1991。兩種臺灣新記錄

之花卉薊馬。中華昆蟲 10:451-455。

3. 曾義雄、陳秋男。1994。植物檢疫微小

動物診斷。經濟部商品檢驗局新竹分局 

378-379 頁。

(楊秀蘭)

三、害蟲

(一)分類地位

Thysanoptera (纓翅目)

   Thripidae (薊馬科)

(二)分佈

臺灣、印尼、印度、馬來西亞、新加

坡、菲律賓、泰國、夏威夷、美國與波多黎

哥等。

(三)寄主

各種蘭花植物，如萬代蘭 (Vanda)、石

斛蘭 (Dendrobium)、嘉德麗亞蘭 (Cattleya)、

堇花蘭 (Miltonia) 及腎藥蘭 (Renanthera)等。

(四)形態

雌蟲體呈黃褐色，體長 1.5 mm，頭寬

於長，剛毛短，觸角 8 節，第 1-2 節顏色同

頭部，帶有紅色素，第 3 節基部褐色，末端

淡色，第 4-8 節褐色。前翅褐色，但基部透

明。足褐色，脛節末端與跗節淡黃色。前

胸密佈橫紋，背板中有 33-35 支短小剛毛，

前緣與側緣剛毛短，後緣剛毛較長，後胸背

板中央有網紋；前翅上脈基部剛毛 11 支，

末端剛毛 2 支，下脈 14-16 支；第 8 腹節梳

毛細長，排列緊密而整齊。雄蟲體長約 1.06 

mm，呈灰褐色。短翅型，前翅前緣剛毛 6 

支，上脈剛毛 5 支，下脈剛毛 1 或 2 支；第 

8 腹板梳毛細長，排列整齊；第 3-7 腹板有

亞鈴形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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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硬介殼蟲
學名：Saissetia coffeae Walker
英文名：Hemispherical scale

別名：半球硬介殼蟲、咖啡介殼蟲

均可寄生，於開花期，其花苞、花朵與花梗

全部被危害，因此每天巡視蘭園時，必須特

別注意，初發生時，應即時作適當處理，否

則嚴重後，造成防除上之困難。

一、前言

本種為多食性，為溫室主要害蟲之

一，發生不規則，終年可見其危害。開始發

生在葉片背面，大量繁殖後，則植株各部位

圖一：咖啡硬介殼蟲寄生在蝴蝶蘭葉片之葉背上。(楊秀蘭)



88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6

二、危害狀

寄生在葉片背面  (圖一)，大量發生時

葉片正面也被害，刺吸葉片汁液且分泌蜜

露，誘發煤煙病，影響植株光合作用，使植

株生長不良。開花期被害時，則花梗、花苞

及花瓣部位均有分布  (圖二)，並分泌蜜露引

發煤煙病，其黑色煤煙蔽蓋整個花朵背面及

花托基部，失卻美觀並喪失其商品價值。

三、害蟲

(一) 分類

Hemiptera (半翅目）

    Coccidae (介殼蟲科)

(二) 分佈

臺灣、中國大陸、日本 (九州) 、琉

球、韓國、菲律賓、紐西蘭、澳洲、中南美

洲、歐洲、蘇俄之溫室植物。

圖二：咖啡硬介殼蟲寄生在蝴蝶蘭花梗、花托與花朵上。(楊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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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寄主

蘭花 (蝴蝶蘭、嘉得麗亞蘭) 、菊花、

仙丹花、桂花、黃梔花、根節蘭、蘇鐵、鐵

線蕨、杉木、福木、茄苳、咖啡樹及多種果

樹，如番荔枝、番石榴、柑桔類與檬果等。

(四) 形態

雌成蟲圓形或寬橢圓形，體皮硬化而

隆起，呈半球形，褐色或深褐色，表面平滑

具光澤。體長 2.5-3.5 mm，寬 1.5-2.5 mm。背

面皮膜質有鵝卵形透明孔並有透明網紋，網

紋中間有一明顯大黑點，黑點周圍為透明

區。有淡色區圍繞，亞緣突起有 6-10 個，

背剛毛短，針狀，散生。腹面皮膜質或稍硬

化，觸角 8 節。

四、發生生態

本種介殼蟲為蝴蝶蘭發生最普遍之種

類。初孵化若蟲在植株各部位爬行，尋找適

宜部位即固定不再移動，吸食汁液，使植株

生長不良，嚴重者葉片黃化，終至枯萎而脫

落。本種害蟲之發生不規則，整年可見各種

發育期。大量發生時，誘發煤煙病。一般未

見雄蟲，而雌蟲行單性生殖。

五、防治方法

(一) 少量發生時以軟毛刷沾水刷除蟲體

或剪除發生部位並燒燬之。

(二) 保護天敵，捕食性天敵可捕食大量

介殼蟲；寄生性天敵可產卵在寄主卵、幼蟲

或成蟲，並取食體內養份，致寄主死亡；如

此可抑制害蟲發生。

(三) 本種害蟲之藥劑防治必須把握時

間，於孵化之初齡若蟲仍在爬行時期用藥，

效果較佳。嚴重發生時，噴施馬拉松 50%乳

劑 800 倍或大滅松 44% 乳劑 1, 000 倍，7-10 

天噴一次， 連續 2-3 次。

(四) 用溴化甲烷 (Methyl bromide) 在         

1,445 ft3之密閉燻蒸室內以 1,000g (2罐) 氣化

燻蒸，可完全除滅之。

六、參考文獻

1. 陶家駒、張玉珍。1983。臺灣軟體介殼蟲

科誌。臺灣省林業試驗所11頁。

2. 楊秀蘭、位國慶、葉展福。1993。蝴蝶蘭

病蟲害之研究。臺灣糖業研究所 81/82年

期研究試驗報告153-161 頁。

3. 楊秀蘭。1994。蝴蝶蘭害蟲種類與有害動

物以及其為害習性。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特刊新二號87-93 頁。

4. 河合省三。1982. Scale Insects of Japan in Col-

ors. 158 頁。

5. Metcalf, C. L., W. P. Flint and R. L. Metcalf. 
1962. Destructive and Useful Insect, Their 
Habit and Control. McGraw-Hill Book Com-
pany, New York p. 99-100.

(楊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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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片盾介殼蟲
 學名：Parlatoria proteus (Curtis)

英文名：Proteus scale
別名：長黑星介殼蟲

(三) 寄主

國蘭、蝴蝶蘭、石斛、虎頭蘭、拖鞋

蘭、黃椰子、福木、鵝掌藤、蘇鐵、柑桔

類、檬果、葡萄、白玉竺、桂花、茶花與其

他溫室內栽培之盆栽植物，以及多種果樹，

如蘋果、梨、桃、李、梅、柿及芒果等。

(四) 形態

雌成蟲之介殼為長橢圓形，長 1-2 

mm，平滑而稍隆凸，呈淡褐色或黃褐色具

白色略透明邊緣，第二介殼較大近圓形並

具縱向隆起，第一介殼有 1/3 伸出在第二介

殼上，色較暗，蟲體呈橢圓形或卵形，前

端稍狹，第一腹節最寬，分節明顯，體長  

0.65-0.8 mm。觸角瘤狀。雄成蟲為細長形，

左右兩側平行，體長 1  mm，體色同雌蟲。

(五)生活史

本種害蟲在蘭花上寄生時，雌雄經常

分別形成群落，雌蟲多寄生在葉背而雄蟲寄

生於葉面，而且在葉片基部經常群落密度較

大。

一、前言

黃片盾介殼蟲為多食性，寄生在植物

葉片正面，於溫室栽培台下陰濕處比較容易

發生。分佈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

二、危害狀

寄生在蝴蝶蘭葉面 (圖一)，發生嚴重

者，蟲體佈滿整個葉片，引起葉片黃化而枯

萎。蟲體死亡後，介殼仍堅實地貼附在葉片

上不易脫落，妨礙植株光合作用，並失卻觀

賞及經濟價值。

三、害蟲

(一) 分類

Hemiptera (半翅目）

    Diaspididae (盾介殼蟲科)

(二) 分佈

臺灣、日本、中國大陸、印度、錫

蘭、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泰國、關

島、埃及、南非、英國、法國、比利時、波

蘭、丹麥、德國、義大利、斐濟島、美國、

墨西哥、巴西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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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生生態

本種為多食性，周年可見，每年發生 7

代，為溫室著名害蟲，被害葉片黃化，大量

群落發生在新芽者，則此芽體伸展不正常。

五、防治方法

(一) 新購進之植株需檢查有否本害蟲發

生，若發生則於移入溫室前，用軟毛刷沾水

清除完全後才可移入。

(二) 嚴重時，噴施陶斯松 40.8% 乳劑，

滅多松 25% 乳劑，大滅松 44% 乳劑 1,000

倍，或馬拉松 50% 乳劑 1,000 倍，混合夏油 

95% 乳劑 95倍，可同時防治其他害蟲。

六、參考文獻

1. 王清玲。1991。花卉害蟲彩色圖說。財團

法人豐年社。75頁。

2. 曾義雄、陳秋男。1994。植物檢疫微小動

物診斷。經濟部商品檢驗局新竹分局  p. 

646。

3. 楊秀蘭。1994。蝴蝶蘭害蟲種類與有害動

物以及其為害習性。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特刊新二號 87-93 頁。

4. 河合省三。1982。Scale Insects of Japan in 

Colors. p. 192。

5. Hamon. A. B. 1986. Handbook on Orchid 
Pests and Diseases. American Orchid Society. 
p. 51.

(楊秀蘭)

圖一：黃片盾介

殼蟲寄生在蝴蝶

蘭葉片上。

(楊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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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盾介殼蟲
學名：Diaspis boisduvalii Signoret

英文名：Boisduval scale
別名：蘭白介殼蟲

一、前言

本種介殼蟲為著名之溫室害蟲，有群棲

性，經常多數個體聚集在寄主植物上危害。

危害蘭花時，多發生在葉片正、背面有縐摺

處或假莖薄皮下及葉柄間隙，並逐漸向周圍

擴散而佈滿整個葉片或假莖處。其群棲性以

雄蟲更明顯。雌、雄兩性分別形成群落。

二、危害狀

成蟲與若蟲均寄生在葉片及假莖上，

刺吸汁液，蟲體明顯四處分佈，嚴重危害

者，葉片或假莖黃化，終致死亡，影響植株

生長以及有礙觀賞。

三、害蟲

(一)分類地位

Hemiptera (半翅目）

    Diaspididae (盾介殼蟲科)

(二)分佈

廣泛分佈於世界各地，包括臺灣、中

國大陸、日本、錫蘭、埃及、土耳其、幾

內亞、澳洲、爪哇、南非、英國、法國、德

國、義大利、西班牙、蘇聯、美國、墨西

哥、巴西、夏威夷。

(三)寄主

多種蘭科植物 (嘉得麗亞蘭與石斛蘭

等)，椰子、大葉椰、西印度椰子、檳榔、

棕櫚、海棗、竹芋、仙人掌、芭蕉、紐西蘭

麻與常春籐等。

(四)形態

雌成蟲介殼圓形，扁平，很薄，半透

明，呈白色，直徑 1.25-2.25 mm。蟲體較

寬，呈橙黃色，陀螺形，體長 0.9 mm，胸

節與腹部明顯。觸角圓瘤形。雄蟲介殼雪白

色，左右兩側平行，呈長條狀，背面具 3 條

明顯隆起線，體外覆有白色粉狀腊質分泌物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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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考文獻

1. 王清玲。1991。花卉害蟲彩色圖說。財團

法人豐年社。74 頁。

2. 曾義雄、陳秋男。1994。植物檢疫微小動

物診斷。經濟部商品檢驗局新竹分局 614 

頁。

3. 河合省三。1982。Scale Insects of Japan in 

Colors. 全國農村教育協會263 頁。

(楊秀蘭)

四、發生生態

發生不規則，整年可見成蟲與若蟲之

發生。

五、防治方法

同黃片盾介殼蟲。

圖一：椰子盾介殼蟲。(王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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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尾粉介殼蟲
學名：Pseudococcus longispinus (Targ.)

英文名：Longtailed mealybug
別名：尾長粉介殼蟲、龜神、白苔

(二) 分佈

全世界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均有分佈，

在日本於溫室可發現。

(三) 寄主

蘭花、火鶴花、秋海棠、百合、仙人

掌、巴豆，蘇鐵 (Dracaena)、晚櫻、天竺

葵、多種觀葉植物、酪梨、檬果及可可椰子

等。

(四) 形態

雌 成 蟲 體 呈 細 長 橢 圓 形 ， 體 長 3 - 4 

mm，呈淡黃褐色，外被白粉狀腊質物，體

周緣有 17 對細長白色腊質分泌物突起，尾

端 3 對較其他部位為長，尤其中間 1 對之

長度與體長同長或超過體長，末前對約為

末對1/2 長，其餘均等長。觸角 8 節。胸部

及第1-5 腹節背側各具 2-3 個，一般為 3 個

大小2 型之分泌管。雌蟲不產卵，為胎生生

殖產下若蟲。

一、前言

介殼蟲類害蟲為蘭花上常見者，因個

體較小，若未能留意會造成蘭花上最嚴重之

害蟲。一般存在蘭花葉片、莖，或者隱蔽的

葉鞘內，大量發生時，也蔓延到整個植株之

各部位。利用其刺吸式口器吸食植物，使為

害部位呈現褐色及枯萎現象。另外也分泌蜜

露，引發煤煙病而影響葉片行光合作用。

二、危害狀

寄生在植株葉片上刺吸養分，嚴重發

生時，分佈在整個植株，使植株外觀顯現白

粉狀綿絮 (圖一)，同時分泌大量蜜露，誘發

煤煙病，嚴重影響植株生長，終致死亡。多

發生在高溫、高濕度，陽光不足處，為溫室

著名害蟲。

三、害蟲

(一) 分類

Hemiptera (半翅目）

    Pseudococcidae (粉介殼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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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長尾粉介殼蟲危害蝴蝶蘭

植株之各部位。(楊秀蘭)

四、發生生態

發生時期甚不規則，於全年隨時均可

發生，平均完成一世代約需  4-5 週，世代間

互相重疊，於夏季溫暖乾燥的時期同時可見

各蟲期之個體。

五、防治方法

同咖啡硬介殼蟲，但噴藥次數可減為 

1-2次。

六、參考文獻

1. 曾義雄、陳秋男。1994。植物檢疫微小

動物診斷。經濟部商品檢驗局新竹分局 

545-672 頁。

2.  河合省三。Scale Insects of Japan in Colors. 

全國農村教育協會 100-101 頁。

(楊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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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紋夜蛾
學名：Spodoptera litura (Fabr.)

英文名：Cotton leafworm、Tabacco cutworm、Army worm
別名：黑蟲、黑土蟲、黑肚蟲、行軍蟲、蓮紋夜蛾

一、前言

為世界性害蟲。雜食性，危害多種雜

糧作物及棉花、煙草，也危害蔬果、觀葉植

物與多種花卉。食量很大，在溫室與網室內

危害蝴蝶蘭之幼嫩葉片，稍不留意時，則附

近幼嫩葉片被害殆盡，以致影響植株生長。

二、危害狀

雌成蟲飛入蘭房，產卵在葉片背面，

孵化之幼蟲成群危害蝴蝶幼苗期或成長株之

嫩葉，於葉背嚼食葉肉後殘留表皮，呈透明

食痕或孔洞，被害葉片斷落在植材上，並於

植材上可見許多墨綠色顆粒狀糞便。至第3

齡後即分散危害，自葉緣嚼食，造成大形食

痕。又於開花期危害花朵，嚼食花瓣，使花

朵失去美觀與觀賞價值。

三、害蟲

(一) 分類

Lepidoptera (鱗翅目）

    Noctuidae (夜蛾科)

(二) 分佈

亞洲之熱帶及亞熱帶地區、非洲 (Re-

union)、歐洲 (英國)、美國 (夏威夷)、澳洲

(昆士蘭、新蘭威爾) 以及所羅門群島、西薩

摩亞與其他太平洋群島。

(三) 寄主

本害蟲寄主範圍很廣，危害蝴蝶蘭、

百合、唐菖蒲、洋桔梗、夜來香、菊花、非

洲菊、玫瑰、大理花、火鶴花、康乃馨、滿

天星，以及其他多種觀葉植物及雜糧作物與

蔬菜、雜草等。

(四) 形態

1. 成蟲 (圖一)

前翅呈灰褐色，雄蛾色較雌蛾鮮明，

長 15-20 mm，腹部背面基部有一叢褐色毛

塊，下唇鬚側方與腹背之毛塊呈暗褐色,前

翅基部有數條淺土黃色細條紋，內、外橫線

均為灰白色，後者呈波浪狀，自內橫線之前

緣近處至外橫線之稍後方有一條淺土黃色粗

斜帶，腎狀紋灰白，外橫線之外側尚有具光

亮之灰白色粗帶一條，雄蛾較雌蛾明顯。後

翅灰白色，其外緣暗褐色，展翅 30-3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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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卵
球形略扁平，呈淡黃綠色，有放射狀

之隆起線，直徑 0.6 mm。

3. 幼蟲

體長40-45 mm，體色多變化，為灰黑色

至暗綠色，亦有紅褐色或黃白色。初齡幼蟲

頭部黑色，腹部灰褐，背線、亞背線、氣門

下線均為白色，並具圓紋，氣門下線不明

顯，其下方全面呈灰黃白色。

4. 蛹
長 15-20 mm，初化蛹時呈黃綠或淡綠

色，後來變為紅褐色具光澤，呈紡錘狀，末

端具尾刺二枚，向下彎曲。

5. 生活史

一年發生 8-11 世代，整年可見。卵期 

4-8 天，幼蟲期 10-56 天，蛹期 6-21 天。完

成一世代最短為 21 天，長者 79 天。雌雄

性比例為 1:1。雌成蟲於交尾後1-4天開始

產卵，每一卵塊平均為 300 粒，卵塊大小

不一，呈長形，上覆黃色尾毛，每一塊約 

30-80 粒。成蟲壽命 8-37 天。

圖一：斜紋夜蛾之成蟲。

(楊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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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生生態

雌蟲飛入蘭房產卵在葉背，卵塊上覆

蓋有黃色尾毛，孵化之幼齡幼蟲成群危害蝴

蝶蘭幼苗期或成長株之嫩葉，於葉背嚼食葉

肉，殘留表皮。至第 3 齡後分散危害，自葉

緣嚼食，形成大食痕；在開花期危害花苞，

取食花瓣。成長幼蟲白天潛伏在植材或枯葉

中，黃昏後至清晨便出來危害；老熟幼蟲潛

入植材或土中化蛹。

五、防治方法

(一) 清除蘭房四周雜草，枯株與落葉。

(二) 經常巡視蘭園，發現卵塊或成群幼

蟲時，摘除並集中燒燬。

(三) 懸掛本種害蟲之性誘引劑誘蟲盒在

蘭房外圍，可偵測該害蟲之發生並誘殺大量

雄性成蟲。

(四) 發生較多時，噴施陶斯松 40.8% 乳

劑或保加利 50% 可濕性粉劑各 1,000倍，

或萬靈90%可濕性粉劑稀釋液，於成長株        

2,000 倍，幼苗期 3,000 倍，7-10 天 1 次，連

續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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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偽葉蟎
學名：Tenuipalpus pacificus Baker

英文名：Phalaenopsis mite、False spider mite
別名：蝴蝶蘭紅蜘蛛

一、前言

偽葉蟎繁殖能力很強，但其生長發育

期較長。一生分為卵、幼蟎、前若蟎、後若

蟎與成蟎等 5 個時期，成蟎不似葉蟎類具

有吐絲能力。偽葉蟎性喜聚集在葉片背

面取食，使葉片脫色、褐變，嚴重時造

成落葉，植株矮化，生長不良。

本種害蟎為蝴蝶蘭重要有害動物之一。

稍不加留意，在很短時間內便大量繁殖危害

蝴蝶蘭，尤其在乾燥通風不良，高溫之夏季

期間甚為嚴重。一旦發生，應即刻作適當

處理，否則將釀成更大的損失與麻煩。

二、危害狀

本種害蟎為蘭科植物重要害蟎，亦

為蝴蝶蘭唯一害蟎 (圖一)。初發生在葉

背，大量繁殖後葉片正面也可發生。被

害葉片呈現密集之銀灰色小斑點，而後

漸變暗褐色斑塊，最後枯黃脫落。本種

害蟎在高溫通風不良時繁殖快速，

除心葉外，可佈滿整株之各葉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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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害動物

(一) 分類

Arachnida (蜘蛛綱)

    Acarina (蟎蜱亞綱)

        Acariformes (蟎形目)

            Tetranychoidea (葉蟎總科)

                Tenuipalpidae  (偽葉蟎科)

(二) 分佈

分佈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菲律賓、

爪哇、澳洲、美國、巴拿馬、英國、荷蘭、

德國。

(三) 寄主

寄生在蘭科植物之蝴蝶蘭、石斛蘭、

拖鞋蘭、嘉德麗亞蘭、文心蘭與仙人指甲蘭

等。

圖一：太平洋偽葉蟎之成蟎、幼蟎及卵粒。(楊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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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形態

1. 成蟎

體長 0.2-0.3 mm，長橢圓形，體軀扁

平，呈橘黃-橘紅色，腹部末端稍尖，表皮

有網紋，體背兩側各具一小黑斑塊，足 4 

對。雄蟎發育較快，個體較小。

2. 卵
橢圓形，兩端稍呈切面，為橘黃色。

3. 幼蟎

體呈淺橘黃色，足 3 對。

4. 前、後若蟎

體呈橘黃色，幼蟎變為前若蟎之前，

前若蟎變為後若蟎之前，後若蟎變為成蟎前

各具有一靜止期 (quiescent stage)；前、後若

蟎期均具足 4 對。

(五) 生活史

包括卵、幼蟎、前若蟎 (protonymph)、

後若蟎 (deutonymph) 與成蟎五個時期。除成

蟎期外，其他各期在低溫 20℃ 下未能發育 

，25℃-35℃ 時最適宜其發育。卵期在 25℃ 

為 15-16 日，30℃ 為 12-13 日，35℃ 時則

為 8-9 日，幼蟎期 25℃ 時 7-8 日，30℃ 為 5 

日，而 35℃ 時為 4 日，前若蟎期在 25、30 

與 35℃ 時，分別為 7 日、5 日與3-4 日，後

若蟎期分別為 8-9日，5-6 日與 4 日，成蟎在

低溫 20℃ 時，壽命較長，雌、雄分別為 60 

日與 42 日，隨溫度之增高，則壽命愈短，

25℃ 時雌、雄壽命分別為 36 日與 23 日，

35℃ 時為 29 與 10 日，以雄性壽命較短。

30℃ 與 35℃ 則最適宜其產卵，每一雌蟎之

產卵量隨溫度之增高而產卵量增多，30℃ 時

平均為 28 粒，而 35℃ 時則產卵 37 粒。

四、發生生態

本種害蟎全年可發生，在高溫、通風

不良處發生嚴重，於任何時間每一葉片上均

可看到各發育期之本種害蟎。本種害蟎行動

緩慢，藉昆蟲、工具與苗木之運輸而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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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治方法

(一) 外地移入之植株，需先檢查有無本

種害蟎危害，並先以殺蟎劑處理，預防其蔓

延傳播。

(二) 保護天敵如草蛉、瓢蟲、花椿象與

捕植蟎等幾種有益昆蟲與蟎類。

(三) 噴施殺蟎劑如芬普寧 10% 乳劑 

2,500 倍，新殺蟎 25% 乳劑 2,000 倍，或毆蟎

多 75% 乳劑 2,500 倍，以上 3 種殺蟎劑輪流

使用，避免產生抗藥性，並且在噴施時應注

意噴及葉背及凹陷部，7-10 天噴 1 次，連續 

3-4 次。

(四) 噴施畢芬寧 2.8% 乳劑 1,500 倍，10 

天噴 1 次，連續 2-3 次，可同時除滅介殼蟲

及其他多種害蟲。

(五) 施用系統性殺蟲劑，如得滅克 10%

粒劑，福瑞松 10% 乳劑或二硫松 5% 粒劑於

植材上，其藥效可維持 2-3 個月，但需注意

安全。

(六) 植株燻蒸法，以溴化甲烷 1,000 g (2

罐 ) 在 1445 ft3 之密閉燻蒸室內氣化燻蒸，可

同時殺死咖啡硬介殼蟲等。

六、參考文獻

1. 楊秀蘭。1994。蝴蝶蘭害蟲種類與有害動

物以及其為害習性。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特刊新二號。87-93頁。

2. 楊秀蘭、位國慶、潘榮松。1990。蝴蝶蘭

病蟲害之研究。臺灣糖業研究所 78/79 年

期研究試驗報告。200-207 頁。

3. 楊秀蘭、位國慶、葉展福。1993。蝴蝶蘭

病蟲害之研究。臺灣糖業研究所 81/82 年

期研究試驗報告。153-161 頁。

4. 楊秀蘭、位國慶。1994。蝴蝶蘭病蟲害之

研究。臺灣糖業研究所 82/83 年期研究試

驗報告。171-187 頁。

5. 劉達修。1995。臺灣花卉害蟎彩色圖說。

臺灣區花卉發展協會發行。8-43 頁。

6. 羅幹成。1990。葉蟎之生態習性及防治策

略。中華昆蟲特刊第三號。79-89 頁。

(楊秀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