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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野螟又稱稻縱捲葉蟲，原為臺灣水

稻栽培區的偶發性害蟲，但自1970年代以

來，各地普遍發生，中南部地區受害尤為

嚴重。據統計臺灣每年被害水稻面積均達

三萬公頃左右，二期稻受害較一期稻為嚴

重，若無防治或防治不當，可影響產量達

18~24％，是為臺灣近年崛起的水稻重要害

蟲之一。

瘤野螟以幼蟲危害水稻。第一齡幼蟲

啃食葉片表皮形成微細白線，第二齡蟲後

將葉片兩邊線綴成縱苞，躲藏其中啃食上

表皮及葉肉，僅留白色之下表皮（圖一、

二）。族群密度高時幾乎所有葉片均會被

害，白葉滿田（圖三），嚴重影響水稻之生

長和稻穀稔實率。

（一）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螟蛾科 Pyralidae

（二）分布

中國黑龍江以南、日本以西、澳大利

亞以北、巴基斯坦以東地區及北非等地均

有分布。

瘤野螟
學名：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Guenée) 

英名：Rice leaffolder, Rice leafroller

俗名：稻縱捲葉蟲

圖一：瘤野螟危害水稻幼株，可將2-3

葉片捲成蟲苞。（鄭清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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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嚴重遭受瘤野螟幼蟲危害之水

稻。（鄭清煥）

（三）寄主

水稻、小麥、玉米、粟、薏苡與甘蔗

等作物及稗草、李氏禾、雀稗、雙穗雀

稗、馬唐、狗尾草、蟋蟀草、茅草與蘆葦

等雜草。

（四）形態

1.成蟲：雌蟲蟲體及翅均呈淡黃褐色，前翅

之前緣及外緣有暗褐色粗帶，翅上

另有暗褐色之細橫線三條，前橫線

及後橫線較長，而中橫線較短。後

翅外緣亦具暗褐色帶，其前、後橫

線與前翅相銜接，中橫線缺如。腹

部 3~7 節後緣白色，基部呈暗褐

色，第8節中央及兩側各有黑色縱

線。前足脛節末端有纓狀之毛塊，

體長7~9 公釐，展翅16~18公釐。

雄蟲體型略小，體色較濃，前翅中

橫線前端有一黑褐色之簇毛。停息

時尾部常翹起（圖四）。

2. 卵 ：扁平橢圓形，中間稍隆起，表面有

微細網紋，長約0.7 公釐，寬0.4 公

釐，初產下時呈淡黃透明，後漸變

黃色，孵化前胚胎清晰可見（圖

五）。

3.幼蟲：幼蟲呈長圓筒形，略扁。頭部淡褐

色，胸、腹部淡黃綠色至綠色，老

熟時呈橘紅色。前胸背板淡褐色，

圖二：瘤野螟危害後期水稻 。（鄭清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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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胸毛片不明顯。通常不結苞，

於嫩葉或於舊蟲苞內取食，食痕

如白細線；如結苞，都在葉尖，

苞長不及1 公分。

二齡蟲：體長3~4 公釐，頭部淡褐色，胸腹

部黃綠色，前胸背板前緣中央有

二個淡褐色斑，兩側各有一褐色

弧形紋，後緣中央亦有二條向前

延伸的條斑。中、後胸毛片隱約

可見。一般能捲葉片為食，蟲苞

長1~2 公分。

三齡蟲：體長5~7 公釐，頭部淡褐色，胸腹

部草綠色。前胸背板上之斑紋大

而明顯，中、後胸毛片周圍黑紋

清晰可見。一般能捲葉成苞，苞

長6 公分左右（圖六）。

四齡蟲：體長10~12 公釐，頭部褐色，胸腹

部綠色，前胸背板上之斑紋更明

顯，中、後胸毛片黑褐色部分擴

大且顏色加深。結苞之苞長可達

10 公分。

五齡蟲：體長14~19 公釐。頭部褐色，胸腹

部黃綠至橘黃色，有臘狀光澤。

前胸上之斑紋及中、後胸上之毛

片之顏色變淡。結苞之苞長15~25

公分以上（圖七）。

4. 蛹 ： 長圓筒形，末端較尖細。初呈淡黃

色，後變褐色，頭部略突出，

翅、觸角及足均達第4腹節後緣。

上有黑褐色斑紋；中、後胸背面各

有 8 個毛片，分成兩排，前排 6

個，中間兩個較大，後排2個位於

外側。自第三齡起各毛片均圍有黑

褐色紋，腹部第1~8節背面各有毛

片6個，分兩排排列，前4個，中

間2個較大；後排2個位於中間。

毛片均為黃綠色，周圍無黑褐紋。

剛毛和氣門片均為黑褐色。幼蟲有

五個齡期，各齡期之特徵如下：

一齡蟲：體長1.5~2 公釐，頭部黑色，初孵

化時胸腹部白色透明，取食後轉

黃綠色。前胸背板無斑紋，中、

圖四：瘤野螟成蟲，雄蟲（左）及雌蟲

（右）。（鄭清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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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第4~8 節間明顯縮縊，第5~7

節近前緣處各有一條黑褐色橫

線，臀棘明顯突出，上有 8 根

刺。蛹外常被有白色薄繭。

（五）生活史

瘤野螟成蟲一般產卵於稻株初成熟之

葉片上，3~4 粒一排，沿葉片中脈排列生

產。每一雌成蟲可產卵100~300粒左右，隨

溫度及幼蟲取食葉片之齡期而異。卵之發

育臨界低溫為12℃左右，卵期在五至十月

間約 3~4天，十一月至翌年四月間為8~15

日，有效積溫60.2日度。幼蟲有五個齡期，

發育臨界低溫11℃左右，幼蟲期在四月下

旬至十月上旬間為17~20 天左右，三至四月

及十至十一月間26~28天，在冬季約50天，

有效積溫 240日度左右。初孵化之一齡幼蟲

並不捲葉，而只於葉片上啃食葉肉，形成

0.3~0.5 公分長之細白線食痕，二齡以後之

幼蟲開始捲葉並匿居於其內啃食葉肉，殘

留長而不規則之白斑。一般一蟲苞匿棲幼

蟲一條，蟲苞之大小隨幼蟲之齡期大小及

葉齡而異，三至五齡幼蟲在發育30~70天之

水稻上捲葉長度約10~15公分，在老齡葉上

之捲葉長度較短，而在幼株上有時可將2~3

片葉片捲在一起危害（圖一）。在蟲苞內幼

蟲通常僅啃食數條食痕後，即遷移至嫩葉

片繼續捲葉危害。此外，幼蟲每次脫皮或

受外界干擾，尤其在陰雨天，亦常拋棄舊

蟲苞另結新苞，因此在天氣多陰雨，則危

害加重。一隻幼蟲一般可捲3~5片葉，多者

圖 五 ： 瘤 野 螟 卵 散 產 於

葉片上。（鄭清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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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低溫時延長之。雌雄性比例約為1：1。

瘤野螟成蟲具強烈之趨光性，對白色

或綠色光之趨性尤強，但其趨燈後多數停

留於燈旁，以傳統漏斗式誘蟲燈只能捕獲

少數成蟲，改用吸引式（加裝吸風扇）則

可顯著增加捕蟲數。成蟲活動均於夜間，

白天則隱藏於枝葉茂密之雜草間、瓜菜

園、果林、甘蔗或甘薯地棲息，因此水稻

生育初期，在田間雖未能看到成蟲，卻可

見被害葉片，在靠近上述可供成蟲棲息地

之稻田邊緣之水稻被害較其他地點嚴重。

在水稻黃熟期間寄主植物品質不良時，成

蟲有往外遷移之習性，為此在該段期間於

田埂或稻田附近之茂密作物及雜草地均可

發現群集之成蟲，避風地區密度尤高。

瘤野螟在臺灣中南部地區年可發生8~9

個世代，第一、二期稻各可遭受三個世代

幼蟲之危害，越冬世代成蟲出現於二月下

旬至三月中旬，第一世代成蟲出現於四月

中、下旬至五月上旬，第二、三世代成蟲

分別出現於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及七月

上、下旬。七月上旬至八月上、中旬可在

雜草上繁殖一世代。二期稻插秧後不久，

成蟲即可遷入產卵，第五、六及七世代成

蟲分別出現於九月中下旬、十月中旬及十

一月上旬。水稻收穫後，瘤野螟可在雜草

上完成一世代。在全年各世代中，第一期

可達5~6片，整個幼蟲發育期之取食葉面積

約 31平方公分，其中四至五齡幼蟲取食量

佔90％左右。老熟幼蟲一般經過 1~2天之

前蛹期，然後吐絲結薄繭化蛹，化蛹部位

在水稻分 期多數在稻叢基部之稻株間；

孕穗期以後大部份在葉鞘內側，枯黃捲葉

內或在蟲苞下方咬一缺口，在蟲苞下緣處

化蛹。蛹期在20、 25及30℃時分別14.5、

7.0及5.4天。蛹之發育臨界低溫約14℃，有

效積溫84日度左右。

成蟲一般於上半夜羽化，羽化後 2~3天

即可交尾產卵，一生可交尾多次，交尾時

刻多在黎明前2~3時，產卵前期3~5日。成

蟲壽命在22~28℃時約為二週，在20℃以下

圖六：瘤野螟三齡幼蟲。（鄭清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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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世代頗難發現水稻被害葉片，即使

在密度最高之第三世代，最高被害葉片亦

不超過每叢稻1.5片，遠低於訂定之經濟危

害基準，無須防治。但在第二期稻，往往

於水稻分 初期即可發現被害葉片；孕穗

末期至抽穗期間（即第五世代幼蟲期），被

害葉片大幅增加，但平均被害葉片數年度

間變異頗大，每叢稻由0.1至10餘片。第二

期稻其成蟲族群最高密度及危害程度可由

七月中旬至八月下旬或九月份之捕蛾數加

以預測，凡在七月中旬至八月下旬誘蟲燈

捕蛾數在10隻以上或九月份之捕蛾數在150

隻以上，則被害葉數即可能超過經濟危害

基準，須進行防治。瘤野螟在成蟲發生盛

期至卵孵化盛期，多雨高濕有利其存活，

凡遷入量高且多雨日之年，發生危害嚴

重，反之則輕微。

瘤野螟有趨綠及嫩之習性，過量施用

氮肥或延期耕作，當大部分稻田接近成熟

期而仍處於孕穗或抽穗期，則受害較嚴

重。稻品種間被害程度亦有顯著差異，凡

葉片較寬厚之品種被害較葉狹而薄之品種

嚴重。

（一）清除田邊雜草

田邊溝渠或山邊雜草常為大量瘤野螟

成蟲在水稻繁茂前棲息之場所，在水稻移

植前清除稻田周圍雜草可減少遷入之蟲

稻以第三世代（六月下旬），第二期稻以第

六世代（十月中旬）之成蟲密度最高。第

一、二期稻成蟲出現最高峰前14天左右幼

蟲之危害最嚴重。在水稻生育其中，以幼

穗分化期後至乳熟期中，遭受瘤野螟蟲危

害（第二及第五世代幼蟲）對稻穀產量影

響最大，按以往觀察，在水稻抽穗期上位

葉三片被害達20％左右（每叢稻12葉左右）

即可導致5％左右之產量損失，而分 期及

糊熟期後被害達60％左右，對產量亦不致

有明顯的影響。

瘤野螟與褐飛蝨、白背飛蝨同為長距

離遷移性害蟲，在臺灣雖可在雜草、玉米

上越冬，但此時之族群密度甚低。在第

圖七：瘤野螟成熟幼蟲。（鄭清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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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二）合理使用氮肥

過量施用氮肥常吸引瘤野螟前往產

卵，調節施肥量，不使稻株過於濃綠，可

減少被害。

（三）藥劑防治

第一期稻，瘤野螟之發生危害通常並

不嚴重，除晚植稻或特殊情況外，應無需

特別施藥防治。二期稻，在稻田周圍具茂

密之雜草或作物且避風地區應注意水稻

分 初期及孕穗末期之防治，而一般普植

稻田則應特別注意孕穗末期至抽穗期之發

生情況，若發現每平方公尺（20叢稻）平

均有成蟲一隻，於成蟲出現盛期後 7~10

天，平均每叢稻有幼蟲一隻以上時，即應

施藥防治。噴藥時可用高容量或低容量噴

佈。藥劑可參照植物保護手冊所列之藥劑

任選一種使用。

「附註」在東南亞地區，可造成與瘤野

螟相同危害之害蟲尚有 Marasia exigua

（Butler）及Marasmia patnalis Bradley，兩種

均屬於鱗翅目，螟蛾科。前者分佈於日

本、韓國、馬來西亞、索羅門、澳洲、斐

濟、關島、印度及孟加拉，成蟲前翅翅面

亦具褐色之細橫線三條，但中橫線較前後

橫線為長，可與瘤野螟區分；而M. Patnalis

目前只記錄在菲律賓及斯里蘭卡等東南亞

地區，成蟲前翅淡黃色，與瘤野螟同樣具

前緣及外緣暗褐色粗帶，淡翅面三條細橫

線除中橫線斷成兩截外，餘與M. exigua相

同。在嘉義地區，誘蟲燈可捕到極少數之

M. exigua，但尚未發現M. patn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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