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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水稻害蟲檢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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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絲裂狀（見根部害蟲）……非洲螻蛄

1.在積水稻田危害稻株根部……………2

Gryllotalpa fossor Scudder

在無積水稻田危害稻株根部……………3

3.稻莖上幼蟲蛀入孔大，孔外一般排有大量

2.幼蟲體呈乳白，無足，略向腹面彎曲，體

黃褐色蟲糞及組織碎屑，剖開稻莖，內

節多橫紋，體長8-9 公釐，蛹繭不附於根

壁被嚴重蛀食僅存一層薄壁，被害株易

上 ……………水稻象鼻蟲 Echinocnemus

倒伏。莖內常見多條幼蟲，蟲糞軟而潮

squameus Billberg

濕；幼蟲頭部赤褐，胴部淡黃而略帶赤

幼蟲體呈乳白，無足，第 2 至第 7 腹節背

紫色；蛹呈圓筒型，黃褐色，被有白粉

面有6對鉤狀突起，體長8-10 公釐，蛹繭

……大螟Sesamia inferens (Walker)

附 著 於 根 部 …………水 稻 水 象 鼻 蟲

稻莖上幼蟲蛀入孔小，孔外一般不排出蟲

Lissorhoptrus oryzophilus Kuschel

糞，莖內部被蛀食不明顯，蟲糞不潮濕…4

3.常在水稻田田埂旁 1-2 公尺處，近土表常

4.被害莖內常見多條幼蟲，頭部黃褐色，胴

可見微隆起之隧道痕跡，危害隧道附近水

部灰黃，上有褐色縱線5條；蛹褐色，長

稻根部或咬食稻莖基部，食痕呈不整齊之

約 12 公釐，背面有不甚明顯之縱線 5

撕裂狀。成蟲體長24-30 公釐，體色黃褐

條；蟲糞黃褐色 …………二化螟 Chilo

至褐色，前腳跗節變畸形適於地下開掘，

suppressalis (Walker)

前翅不達腹部中央，後翅發達，靜止時重

被害莖內通常只有一條幼蟲，體柔軟，黃

疊腹背呈尾狀 …………………非洲螻蛄

至淡黃色稍帶綠色，胴部除白色透明之

Gryllotalpa fossor Scudder

背線外無其他條紋；蛹長12-15 公釐，細
長圓筒形，初黃綠色，後變淡黃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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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糞灰白色…………三化螟 Scirpophaga

1. 以咀嚼式口器取食危害稻莖……………2

incertulas (Walker)

以刺吸式口器吸汁危害稻莖……………5
2.莖部有蟲孔，剖開稻莖，可見蟲糞、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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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體較大而硬，成蟲前翅為半翅鞘，平覆於
腹背，有臭腺孔 (椿象)………………6

型幼蟲或被蛹……………………………3

體較小而軟，前翅基部和端部同質……7

莖部無蟲孔，被害莖基部之傷口呈不整

6.成蟲體長約 10 公釐，黑色，表面粗硬密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8

佈刻點，前胸背板前緣角向兩側突出成

黑色；尾片淡黃色，具 7-10 根毛………

刺狀，小盾片舌形，幾蓋住整個腹部。

長角麥蚜Sitobion akobiae Shinji

若蟲初齡時為圓形鮮紅色，3-5腹節背面

體長約2.3 公釐，體色暗綠，觸角長度小

各有一個橢圓形斑紋，五齡若蟲長橢圓

於體長之一半，角狀管之長度較短為基

形，淡褐色…………黑椿象Scotinophara

部之2.5倍，其中央稍膨大末端較細，尾

lurida (Burmeister)

片暗黃綠色，兩側各具2支毛……………

成蟲體長 12-13 公釐，黃褐色，密佈刻

玉米蚜Rhopalosiphum maidis (Fitch)

點，體梭形；小盾片後端狹長舌形，末

10.頭冠狹窄，上有隆脊，前緣較尖，觸角

端較狹，達腹部之三分之二，基部有黑

鞭形，生於複眼下方，成蟲有長、短翅

點4枚；半翅鞘革質赤褐色，前緣呈黃白

型，後足脛節末端有一大型端距（飛蝨

色；膜質部淡褐色，翅脈褐色。若蟲初

類）……………………………………11

呈圓形褐色，各腹節有紅色之橫條及小

頭冠寬，多平坦，前緣呈弧形，觸角絲

點，後呈橢圓形，灰褐色………稻椿象

狀，生於兩複眼間，成蟲只有長翅形，

Lagynotomus elongatus (Dallas)
7.雌成蟲無翅，雄蟲有膜質翅一對。雌成蟲

後足脛節背面有刺列，末端無大形端距
（葉蟬類）………………………………13

體長約5 公釐，長卵形，腹面扁平，背面

11.中胸小盾片與體同色，長翅型體長約 4.5

隆起，暗紅色，體表被白粉狀，觸角6至

公釐，呈褐色至暗褐色，有光澤；前翅

7節，足細短，跗節一節爪無齒。潛藏於

帶褐色半透明，其後緣近中央處有黑褐

葉鞘內側及莖間吸汁危害 ……………稻

色斑紋，靜止時雙翅相合呈一長卵形斑

粉介殼蟲Brevennia rehi (Lindinger)

紋；後足端距有小刺30~36枚。若蟲黃白

成蟲有二對翅……………………………8

色至黃褐色，隨蟲齡增長，色漸變深，

8.成蟲體長2-3 公釐，行動不活潑，觸角絲

第3、4腹節各有一粉狀白色斑紋，以後

狀，腹部近尾端背側具一對角狀管；腹

各節都有3-5個淺色紋……………………

末端具尾片（蚜蟲）……………………9

褐飛蝨Nilaparvata lugens (Stål)

成蟲體長4-6公釐，觸角絲狀或鞭狀，腹

中胸小盾片中間與兩側不同色………12

部無角狀管及尾片，行動活潑、善跳…

12.長翅型，體長3.8 - 4.5 公釐，灰黃色；頭

……………………………………………10

頂顯著前突，黃白色；前胸背板黃白

9.體長約2.5 公釐，黃綠至濃綠色，觸角細

色，複眼後有一新月形暗褐色斑；小盾

長，稍較體為短，角狀管長，圓柱形，

片中央黃白色，兩側暗褐色，前翅半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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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略帶淡褐色，有翅斑。雌蟲顏面及胸

板斑紋較少，腹部背板均有略相同之黑

腹部腹面為黃褐色，雄蟲為黑褐色。若

褐色斑紋 ……………………偽黑尾葉蟬

蟲近橄欖形，幼齡時灰白色，後變淡灰

Nephotettix cincticeps (Uhler)

褐色，背上有不規則雲狀斑紋…………

頭部亞前緣具較寬之黑色橫帶，前翅中

白背飛蝨Sogatella furcifera (Horv́ath)

央具大而不正形黑斑，爪狀部內緣及外

長翅型，體長3.5 - 4.2 公釐，黃褐至黑褐

緣部分個體具黑斑。雄蟲外生殖器的陽

色；頭頂突出不顯著，淡黃色；前胸背

莖端中部不收縊，側突較小，呈三角

板淡黃色；雄蟲小盾板黑色，雌蟲小盾

形，腹面刺列每列有7-8枚。若蟲淡黃、

片中央污黃色，兩側各有一新月形暗褐

橙黃至黑褐，胸部各節背板均具黑褐斑

色斑紋，前翅具翅斑。若蟲近橢圓形，

紋，腹部第6-7節背板之兩側無黑褐色斑

幼齡淡黃色後變黃褐色，背面有淺色左

紋，第8-9節斑紋成十字形黑斑…………

右對稱斑紋 …………斑飛蝨 Laodelphax

……黑條黑尾葉蟬Nephotettix nigropictus

striatella (Fallen)

(Stål)

13.體黃綠至鮮綠，前翅末端雄蟲為黑色，

褐色斑點，前胸背板混有數個暗褐斑，

體非黃綠至鮮綠，前翅末端非黑色或淡

小盾片二基角各具暗褐點一個，前翅黃

褐色………………………………………16

白色，具顯著之電光狀之暗褐色大形斑

14.頭冠亞前緣具有黑帶…………………15

紋。若蟲頭大尾尖，乳白至黃白色，雜

頭冠亞前緣不具黑帶，頭冠向前顯著突

有褐斑…………………電光葉蟬 Recilia

出；前翅中央黑斑小或無，雄蟲外生殖

dorsalis (Motschulsky)

器的陽莖端中部不收縊，側突大，呈三

體長約 3.3 至 3.6 公釐，體黃色至橙黃

角形，腹面刺列，每列有刺4-5枚。若蟲

色，頭冠近前緣無黑色斑點，前胸背板

黃綠，綠至暗綠，胸部背板及各腹節無

中央有一菱形暗色紋，前翅白色、半透

黑褐色斑紋 ……………臺灣黑尾葉蟬

明具光澤；腹背暗褐，腹面白色。若蟲

Nephotettix virescens (Distant)

乳白至淡黃綠色，體表有許多細長毛，

15.頭亞前緣具黑色橫帶，前翅少數具黑

在腹部各節背面排成橫行；腹部各節兩

斑。雄蟲外生殖器的陽莖端中部收縊，

側有褐色斑紋 ……………………白翅葉

側突水平伸出且較細長，腹面刺列每列

蟬Thaia rubiginosa Kuoh

3- 4枚。若蟲灰白、污黑至黑褐，前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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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體長3.5 - 4 公釐灰白色，頭冠有4個淡黃

雌蟲為淡褐色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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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稍向下彎，翅鞘略寬於前胸，兩側

1.葉片被害具明顯缺刻或大形斑紋………2

平行，每翅鞘上各有縱溝 7 條，第 2 、 3

葉片被害不具缺刻或斑點………………18

條縱溝間之中部後方，各有一長方形白

2.前翅硬化變形為翅鞘，後翅膜質………3

色小斑點。幼蟲乳白，稍胖，體稍向腹

前翅不變形為翅鞘………………………6

面彎曲，危害根部。成蟲以管狀口緣，

3.成蟲體長約5 公釐，體藍黑色有光澤，前

蛀食分

期莖葉，被害心葉抽出後，輕

胸背面及翅鞘上均有刺狀突起。幼蟲扁

者呈現一橫排小孔，重者葉片折斷飄浮

平，橢圓形，淡綠色，背面有隆起粗縱

水 面 ……………………… 水 稻 象 鼻 蟲

線，兩側具三條細縱紋，每體節兩側後

Echinocnemus squameus (Billberg)

端各有一小突起。成蟲嚙食葉片組織，

體長約3公釐，體被灰褐色鱗片，胸部及

殘存下表皮，初成長條白色斑痕，後褐

體背中央具不整形黑色大型斑紋，口吻

變；幼蟲潛食稻葉組織中，嚙食葉肉，

粗短，中腳脛節密生約 30 根長毛；幼蟲

留上、下表皮形成長形、黃白色袋狀膜

乳白，較瘦，第 2 至 7 腹節背面有 6 對

囊……鐵甲蟲Dicladispa armigera (Olivier)

狀突起，危害根部。成蟲喜好危害嫩

成蟲體表無刺突，幼蟲不扁平…………4

葉，以其口吻嚙食葉片成寬約1公釐，長

4.成蟲體長約5 公釐之美麗小甲蟲，頭部黑

5-10公釐之織紋狀長條白色食痕ČČ水稻

色，口吻寬短觸角絲狀，前胸及足黃褐

水象鼻蟲Lissorhoptrus oryzophilus Kuschel

色，翅鞘青藍色有光澤，腹部黑色；幼

6.葉片被咬成缺刻徵狀……………………7

蟲呈洋梨形，頭部黑褐色，胴部圓而肥

葉片被害，不成缺刻徵狀………………15

大，色暗褐，背上常堆負灰褐色糞便，

7.缺刻較大，不規則，嚴重時整葉吃光；成

如泥塊之附著於葉面。成蟲及幼蟲均沿

蟲只具三對胸足，後足發達，善跳躍；

葉脈食害葉部之上表皮及葉肉，殘存下

前胸發達，前翅革質，後翅膜質。若蟲

表皮及維管束，其食痕呈不規則之長條

除無翅或僅具翅芽，餘類似成蟲 （蝗蟲）

白色斑紋，嚴重時葉片縱裂枯死 ………

……………………………………………8

負泥蟲Oulema oryzae (Kuwayama)

缺刻較小，多在葉緣或由上而下蠶食，幼

成蟲口吻發達，觸角呈膝狀；幼蟲無

蟲呈蠋型…………………………………11

足，乳白色，危害根部（象鼻蟲）……5

8.頭部鈍圓，前胸背板延伸包於體之兩側，

5.體長約5 公釐，體暗褐至黑色，密佈細刻

後足腿膨大粗壯…………………………19

點，體表被灰褐至黑褐鱗片，管狀喙細

頭部尖削，顏面與頭頂成銳角，前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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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較長而平直，後足腿節較細長ČČ10

成長筒形蟲苞，在苞內啃食葉片組織成

9.體長30-39 公釐，黃綠色，頭部略呈三角

白色長條食痕。幼蟲性極活潑，被觸動

形向前突出，前胸兩側有黑褐色之寬縱

時即迅速前爬或後退，或牽絲下墜，頭

條紋，其後端達於前翅之基部（♀）或

部淡褐色，幼齡體綠色，後變黃綠色，

前翅前緣中央（♂），前翅細長，灰褐

老熟時帶紅色；前胸盾褐色，近後緣有

色，其前緣基部呈三角形突出。若蟲初

成對黑斑；中後胸背有明顯小黑斑8個，

呈淡青色，後漸呈綠色…………………小

前排 6 個，後排 2 個………………瘤野螟

稻蝗Oxya hyla intricata (Stål)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Guenee

體長45-75公釐黃褐色，頭短而寬，前胸

幼蟲將2~4片葉綴成縱形蟲苞，常外出嚙

較細，呈鞍形，其後緣圓形黃色，向後

食葉片成刻。幼蟲頭大，前胸小呈頸

方突出，前胸背中央，胸側之中央及前

狀，體軀中部較大，蟲體略呈紡錘形，

翅前緣基部及後緣，各有黃褐色之粗縱

頭部正面中央有深褐色ｗ形斑紋，體綠

線，前胸側之黃褐線兩側另有黑線，前

色，背線深綠色，胴部各節多皺紋。蛹

翅細長淡褐，上有黃色及褐色斑紋，後

近圓筒形，頭頂平，尾尖，黃褐色，背

翅 基 紅 色 …………………… 背 條 土 蝗

面較深，粗糙而多皺，後漸呈褐色，體

Patanga succincta Linnaeus

長被白粉，外裹白色薄繭………………

10.觸角粗短、略扁，沿頭頂和前胸兩側有

直紋稻苞蟲Parnara guttata Bremer et Grey

淡紅色線，上有一列淺黃色疣狀突起，

13.幼蟲胴部第6、7節之兩對腹腳退化，步

前胸背板中央縱隆線不顯著，腹板上有

行時如尺蠖狀。蟲體細長，初呈黃綠，

長方形片狀突起 ………………尖頭蝗

後變淡褐，體背有白色之背線及及亞背

Atractomorpha lata Motschulsky

線，老熟幼蟲折結葉尖成三角形之小

觸角劍形，沿頭頂和前胸兩側淡紅色

苞，化蛹其內，葉苞多被咬斷下落地面

線；前胸背板中央縱隆線顯著，腹板上

…………稻螟蛉Naranga aenescens Moore

無突起………………臺灣負蝗

幼蟲胴部第6、7節兩對腹腳發達……14

Atractomorpha psittacina (de Haan)
11.幼蟲以葉片築巢，由一片或數片葉綴成

部鮮綠色，背線濃綠色，兩側尚有3-4條

蟲苞，巢內有蟲或蛹…………………12

不明顯之縱線，各節多橫皺及深綠色小

幼蟲不結巢，蟲體在葉片上…………13

疣突，腹末臀板分二叉；蛹圓筒型，初

12.幼蟲將葉片之兩葉緣向正面以絲狀物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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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幼蟲頭部有一對角狀突起，鮮紅色，胴

鮮綠後轉灰褐色，倒掛於葉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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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蔭蝶 Melanitis leda Linnaeus

(Spencer)

幼蟲頭部褐色，無角狀突起，正面有黑

17.成蟲體長 1.7~2.2 公釐，體赤褐至黑褐

褐色人字形紋，側面有暗褐色網狀紋；

色，觸角8節，腹部末節細管狀，末端有

胴部色多變化，淡綠至墨綠色，背線淡

長毛6根；若蟲淡棕黃色，腹側有紅色斑

紫褐色，亞背線淡黃白色，氣門下線有

紋 ， 腹 部 末 端 管 狀 ………稻 管 薊 馬

一條紫褐色寬帶，各體節亞背線內側各

Haplothrips aculeatus (Fabricius)

有一個半月形黑色斑紋。老熟幼蟲化蛹

成蟲體長1.0-1.3公釐黑褐色，觸角7節，

於稻叢基部或土縫中，紅褐色，第2~7腹

雄蟲腹末鈍圓，雌蟲腹末錐形且腹面縱

節背面前緣有密佈刻點，腹末腹面中央

裂；若蟲乳白至淡黃色，除無翅外，狀

內凹，末端有一對鉤刺……………臺灣

似成蟲……………稻薊馬Stenchactothrips

夜盜Spodoptera mauritia Moore

biformis (Bagnall)

15.葉片表面具白色細斑點，由上而下擴展，

18.成蟲體長2-3公釐，觸角絲狀，腹部近尾

且葉尖縱捲，內有長紡錘形小蟲，爬行

端背側具一對角狀管，腹部末端具尾片

快速，腹末常翹起。成蟲黑褐色，翅狹

……………蚜蟲類（見危害莖部害蟲9）

長，狀似羽毛，若蟲形狀似成蟲，但無

成蟲體長2-3公釐，觸角絲狀或鞭狀，腹

翅且色較淡………………………17

部無角管及尾片，行動活潑…………19

葉片被害不呈白色斑點或縱捲，幼蟲蛆
形………………………………………16

19.頭冠狹窄，上有隆脊，前緣較尖，觸角
鞭形，生於複眼下方，成蟲有長、短翅

初期潛入未展開之心葉

型，後足脛節末端有一大型端距…（稻

取食葉緣，被害葉展開後，可見內側邊

飛蝨類，見危害莖部之害蟲 10 、 11 、

緣呈淡黃色，並具不規則的碎狀缺口或

12）頭冠寬多平坦，前緣大多呈弧形，

捲曲，成蟲為灰色小蒼蠅，體長 1.8-2.3

觸角絲狀生於兩複眼間，成蟲只有長翅

公釐 ……稻心蠅 Hydrellia philippinea

型，後足脛節背面有刺列，末端無大型

Ferino

端距………………(葉蟬類，見危害莖部

幼蟲於水稻生育初期在葉片前段的上下

之害蟲13、14、15、16)

16.幼蟲於水稻分

表皮間取食葉片組織，形成長 12~45 公
釐，寬1~4公釐，與葉片平行之白色至黃

αăПचᒫొचᖪ

褐色潛道，老熟幼蟲化蛹於潛道內……

1. 稻全穗變白………………………………2

亞洲潛葉蠅 Pseudomopomyza asiatica

稻穗直立，穀粒褐變或產生白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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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害株上無蟲，但稻莖上有蟲孔或剖開稻

頭頂向前突，前胸背板淡黃色，雄蟲小

莖可見蟲體或蟲糞 ……………螟蛾類

盾片黑色，雌蟲小盾片污黃色，兩側黑

（參見危害莖部害蟲1、3、4）
被害株上無蟲，被害莖內無蟲亦無蟲糞

黃褐色 ………………斑飛蝨 Laodelphax

……………………………………………3

striatella (Fallen)

3.被害株基部被咬傷，傷口不整呈撕裂狀

蟲體小而柔軟，體長 2~3 公釐，觸角絲

……………………非洲螻蛄 Gryllotalpa

狀，腹部近尾端背側具一對角狀管，腹

fossor Scudder （見危害莖部害蟲1、2）

部末端具尾片，被害穀粒及植株被覆蜜

被害株基無被咬傷徵狀…………………4

露，產生煤污病 ………………蚜蟲類

4.稻株上有體長4~4.5公釐之褐色至暗褐色

（見危害莖部害蟲8、9）

蟲體，聚集於稻株及穗部吸食營養液，

8.穗上蟲體較大而硬，以手觸壓多具臭味，

其分泌物可引起煤煙病，導致植株枯

觸角絲狀4~5節，成蟲前翅為半翅鞘，後

萎，稻穗變白………褐飛蝨 Nilaparvata

翅膜質，若蟲腹部有臭腺孔，穀粒乳熟

lugens Stål（見危害莖部害蟲10、11）

期被害，米粒褐化乾扁，其後被害形成

稻株上有體長 3.8 至 4.5 公釐之蟲體，前

斑點米（椿象類）………………………9

胸背板黃白色，小盾片中央黃白色，兩

穗上蟲體較小，無臭味，觸角7-8節，成

側暗褐色，前翅半透明，略帶淡褐色有

蟲前翅非半翅鞘………………………19

翅斑。嚴重危害，導致植株枯萎，稻穗

9.體橢圓形，有單眼，成蟲小盾片延伸至前

變白………… 白背飛蝨Sogatella furcifera

翅膜質部，或達腹末。若蟲有3對臭腺孔

(Horváth)（見危害莖部害蟲10、12）

（稻椿象）……………………………… 10

5.稻穗直立，穀粒全部褐化不稔或不充實，

體瘦長，無單眼，成蟲小盾片三角形，

穗頸矮化呈顯著扭曲，撥開葉鞘，可見

不達前翅膜質部；若蟲有2對臭腺孔（稻

其內側具白粉狀之蟲體 …………………

緣椿象類）………………………………14

稻細㤈 Steneotarsonemus spinki Smiley

10.成蟲小盾片很大，呈舌形，蓋過前翅膜

稻穗直立或不直立，穀粒部分不稔變

質部很多………………………………11

色，穗頸不扭曲 ………………………… 6

成蟲小盾片較小，後緣只達前翅膜質部

6.被害穗全部污黃至污黑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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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色，前翅半透明淡灰色；若蟲淡黃至

…………………………………………13

穗上部分穀粒變灰白，或空殼或秕谷 … 8

11.體長約 10 公釐，全體黑色，表面粗硬密

7.成蟲體長 3.5至4.2公釐，黃褐至黑褐色，

佈點刻，前胸背板前緣之兩端有明顯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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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向兩側突出，小盾片舌狀，其後緣幾

成蟲體足及觸角均細長，狀似蜘蛛，前

達腹末…………黑椿象Scotinophara luri-

胸背板兩側角無針狀突出……………18

da (Burmeister)（見危害莖部害蟲6、7）

15.半翅鞘中央部有一對白斑點………… 16

體黃褐色至黑褐色，前胸背板前緣鈍

半翅鞘中央部沒有一對白斑點………17

圓不突出，小盾片舌狀，在其基部兩角

16.成蟲體長 8 公釐，赤褐色，密佈黑褐點

各有一圓型紋，後緣略超出前翅膜質部

刻，頭及前胸背側角之前部色較淡，觸

……………………………………………12

角較短，第一節約與頭幅同寬，半翅鞘

12.成蟲體長 5.0~7.0 公釐，體淡灰，上佈滿

革質部末端具大形斑紋，其下具4個小黑

黑色點刻，小盾片基部白點較小………

點 ……………………細針緣椿象 Cletus

白星椿象Eysarcoris ventralis (Westwood)

trigonus Thunberg

成蟲體長 4.0~5.0 公釐，體黃褐色，上

成蟲體長9.0~11.0公釐，體暗黃褐色，觸

布滿褐黑色點刻，小盾片較廣幅，基部

角第 1 、 4 節較粗大，第 2 、 3 節較細，

白點較大……………………雙巨星椿象

半翅鞘革質末端具大形斑紋，其下端無

Eysarcoris guttiger (Thunberg)

小黑點 …………………臺灣細針緣椿象

13.成蟲體長 12~13 公釐，黃褐色，密佈暗

Cletus punctiger (Dallas)

褐色點刻，觸角5節，除末端兩節之後半

17.成蟲體長 16.0 公釐左右，雄蟲黑色，雌

為黑褐色外，其餘為淡紅色，小盾片末

赤褐，被覆細毛，中、後胸具一個小形

端較尖，其基部有黑點4枚，半翅鞘前緣

黃色斑紋，腹部背面具黑色及黃色斑

呈黃白色…………………………稻椿象

紋，觸角第1-3節末端黑色………………

Lagynotomus elongatus (Dallas)（見危害

細緣椿象Riptrotus clavatus Thunberg

莖部害蟲6、7）

成蟲體長 15.0-16.0 公釐，體赤褐，觸角

體長雄蟲13~14 公釐，雌蟲14~17公釐，

第一節黑色，頭胸部側面具一條黃色粗

普通型為全體青綠色，小盾片基部有3個

縱帶……………………………臺灣細緣椿

小黃白色斑點，少數個體呈黃帶型（頭

象Riptrotus linearis Fabricius

部前端及前胸背板前端為黃色）及綠斑

18.體長 16.0~18.0 公釐，綠色至黃綠，觸角

型（體黃綠色，上其9個綠色紋斑）……

第一節淡色，前胸背板點刻淡褐色，

…南方綠椿象Nezarea viridula (Linnaeus)

頭、前胸側面之黑線由一列黑色斑點形

14.體小型至中型，前胸背板兩側呈針狀突

成 ………………………臺灣蜘蛛緣椿象

出…………………………………………15

Leptocorisa acuta (Thunberg)

41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8

體形類似台灣蜘蛛緣椿象，觸角第一節

脈剛毛連續，下脈剛毛14-16根。本蟲可

末端及外側黑色，前胸背板點刻與體同

與稻管薊馬同時侵入穎殼，造成相同危

色，頭及前胸側部之黑線由兩列黑褐色

害徵狀 ……………………………………

斑點形成……………………中華蜘蛛緣

臺灣花薊馬Frankliniella intonsa (Trybom)

椿象Leptocorisa chinensis Dallas
19.成蟲體長1.6~2.2 公釐，赤褐至黑褐色，
觸角 8 節；前翅無縱脈，翅面無剛毛，
雌雄腹部第 10 節均呈管狀，其端部有長
毛 7 根（4 長 3 短）；若蟲淡黃至褐色，
腹部兩側有紅色斑紋。蟲體主要於開穎
潛入穎殼內危害，造成空穀或導致米粒
乾癟或表面縱裂黑變……………………
稻管薊馬Haplothrips aculeatus Fabricius
成蟲體長小於1.6公釐，觸角7~8節，翅
面有成列剛毛，前翅有縱脈 1 條，雄蟲
腹末鈍圓，雌蟲腹末錐形；若蟲色淡
黃，末端鈍圓或錐形…………………20
20.成蟲體長 1.1-1.3 公釐，黑褐色；觸角 7
節，第3、4節上有叉狀感覺錐；單眼間
剛毛短；前胸背板後緣有 2 根長毛；前
翅上脈剛毛不連續，下脈剛毛11-13根。
少數個體可潛入穀粒危害成空穀或米粒
表面縱裂黑變………………………稻薊
馬Stenchaetothrips biformis (Bagnall)
成蟲體長1.3~1.6公釐，赤褐色至淡黃褐
色，觸角 8 節，末端 2 節短小，第 3 至 6
節上有叉狀感覺錐；單眼間剛毛長，各
單眼內緣有月形橙色斑；前胸背板後緣
有4根長毛，前緣還有長毛4根；前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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