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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蛾 類 為 荔 枝 和 龍 眼 生 產 主 要 限 制

因子之一，往昔認為在臺灣危害荔枝和

龍眼的細蛾與東南亞危害可可之可可細

蛾 Conopomorpha cramerella（Snellen）相

同。然據 Bradley（1986）報告外形極似可

可 細 蛾 的 細 蛾 種 類 共 有 4 種 ， 包 括 C .

cramerella（Snellen）， C. sinensis Bradley，

C. litchiella Bradley 及C. oceanica Bradley。

於臺灣中、南部的荔枝和龍眼園，調

查結果顯示，細蛾種類應有兩種，即荔枝

細 蛾 （ C. sinensis） 及 荔 枝 尖 細 蛾 （ C.

litchiella），顯然與可可細蛾（C. camerella）

為不同種類。荔枝細蛾在臺灣屬絕對優勢

種，主要取食部位為果實及嫩梢，經常造

成經濟損失；荔枝尖細蛾發生密度甚小，

僅危害嫩梢部位，不具經濟重要性。另以

可可細蛾性費洛蒙誘捕到的細蛾種類，99.9

％屬荔枝細蛾，僅0.1％屬荔枝尖細蛾，但

無可可細蛾，顯示臺灣荔枝與龍眼園內無

可可細蛾危害，因細蛾及露疫病危害，估

計影響外銷檢疫合格率 20 ％，顯見細蛾造

成荔枝與龍眼經濟損失之嚴重。

荔枝細蛾危害嫩梢時，幼蟲鑽入新梢中

髓、葉脈或葉肉中取食，造成空心狀，致使

受害新梢與嫩葉萎黃枯死，果樹生長受阻；

危害果實時，幼蟲鑽入果實蒂部或種仁內取

食，造成荔枝及龍眼結實中後期之大量落

果，及鮮果蒂部含有幼蟲或蟲糞，使果實產

量與品質遭受嚴重損失（圖一、二）。

（一）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荔枝細蛾
學名：Conopomorpha sinensis Bradley

英名：Litchi fruit borer
俗名：荔枝（龍眼）果實蛀蟲、荔枝蒂蛀蟲、爻紋細蛾、南風蟲

圖一：荔枝細蛾初孵化幼蟲鑽入果實內部危害

狀。（黃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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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蛾科 Gracilariidae

（二）分布

臺灣、中國東南各省、印度、尼泊爾、

泰國、越南等地。

（三）寄主

荔枝、龍眼、決明、堇寶蓮、蒲桃。

（四）形態

1. 成蟲：為一小型蛾類，體長5.0 × 0.6公

釐，翅展開全長約 12 公釐，口器

為虹吸式，頭部灰白色；複眼發

達，黑色；觸角絲狀較體長為長；

胸部灰黃色；前翅褐色，呈劍狀，

有黃白色波狀斑紋，靜止時斑紋呈

"爻"字紋，後翅尖細狹長，具長緣

毛（圖三）。

2.  卵 ：微小約0.4 × 0.2公釐，扁橢圓形，

淡黃色，卵殼上具有長條刻紋。

3. 幼蟲：初孵化之幼蟲乳白色，體0.6 × 0.1

公釐。末齡幼蟲體8.3 × 1.0公釐，

頭部黃褐色，腹部白色，末端尖細

呈三角形。

4.   蛹 ：體6×1公釐，藏於橢圓形薄繭內，

初期為黃綠色， 3 、 4 日後轉為黃

褐色（幼蟲取食葉片者，蛹體色為

綠色；幼蟲取食果實者，蛹體色為

黃褐色），口器、觸角和蛹體分

開，觸角長9公釐，複眼初期為紅

褐色，後期轉為黑褐色。繭白色半

透明，橢圓形，大小約12.2 × 6.7

公釐。

（五）生活史

細蛾卵一般數粒或數 10 粒散生於果實

表面（圖四）、新梢葉腋間及嫩葉葉背等

處，卵期約3 ~ 5日。初孵化之幼蟲直接鑽

入果實種子、蒂部、新梢中髓、嫩葉葉肉

圖二：荔枝細蛾幼蟲蛀食果實蒂部狀。

（黃振聲） 圖三：荔枝細蛾成蟲。（黃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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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或葉片主脈危害，至四齡老熟幼蟲於

黃昏時自各寄生部位鑽出，垂絲並爬行至

適當處所營繭，經1夜時間，即可營成薄繭

棲身其中，再經1日，脫皮化蛹，幼蟲期約

9 ~ 11日。化蛹部位一般在果樹葉背或葉面

主脈凹處（圖五），亦有化蛹於地面落葉或

廢棄紙袋、塑膠袋等其他器物者，蛹期在

夏季為7日。成蟲多在夜間羽化，白天棲息

於果樹枝條下方，受驚擾時則垂直向下飛

躍，故甚難捕捉；黃昏後，活動較活潑，

喜弱光，惟趨光性微弱，故燈光誘集無大

功效，成蟲壽命約6 ~ 8日，一生可產約114

~ 331粒卵。由卵至成蟲，完成一世代需時

約18 ~ 26 日。

荔枝細蛾在荔枝與龍眼果實生育期間，

估計可發生四至五代，但世代重疊不易劃

分，非結果期，發生密度顯著降低，惟在冬

季1、2月間仍可發現該蟲各齡期，故無明

顯越冬現象。每年於荔枝與龍眼果實採收後

9 ~ 3月間，尤其在翌春時，成蟲產卵於新梢

及嫩葉上，幼蟲多蛀食幼梢中髓，或潛食嫩

葉主脈或葉肉組織；4 ~ 8月間為荔枝與龍眼

果實生育期，成蟲持續產卵於果實上，幼蟲

孵化後，即直接蛀入果實內部危害，在早期

果肉未包裹種子前，幼蟲食害種子，至後期

果肉包裹種子，幼蟲則侵害蒂部，受害果實

提早脫落，造成嚴重落果現象（圖六），收

成果實的蒂部常見細蛾幼蟲及蟲糞，使商品

價值降低，受害嚴重果園甚少有收成。防治

細蛾與否，對荔枝與龍眼的產量與品質影響

甚鉅，有施藥之荔枝園，其落果中之蟲害率

為17.2％（無施藥者34.5％），收成鮮果中之

蟲害率為12.4％（無施藥者高達92.7％），較

圖五：荔枝細蛾於葉片結薄繭化蛹狀。

（黃振聲）圖四：荔枝細蛾卵產於果實表皮上。（黃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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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施藥者高6.5 ~ 8倍之多。

根據荔枝與龍眼落果調查資料顯示，

果實生育初期的落果多屬生理性落果，此

種落果的種子為空仁且充滿液體，間有發

育未全的種仁；果實中後期的落果則多屬

荔枝細蛾侵害所造成，至接近果實成熟期

尤甚，落果中蟲害率有高達67.7 ~ 100％。

這種生理性及蟲害引起之落果，有明顯的

臨界期，可提供適期施藥防治之依據，以

荔枝而言，在荔枝花落結小果後 25 日左

右，此時幼果約15 ~ 20公釐長，應開始施

藥以防荔枝細蛾產卵危害。

荔枝細蛾幼蟲侵害果實時，於果實未

掉落前，即老熟穿孔外出，找尋適宜葉片

吐絲營繭化蛹，亦有不少幼蟲在果實掉落

地面後，始自落果中咬孔外出（圖七），再

找尋地面落葉或其他附著物營繭化蛹。在1

次調查6,000餘粒落果中，曾採得1,500個荔

枝細蛾繭蛹，因此進行防治荔枝細蛾時，

除對果樹全面施藥防治外，亦應清除園內

落果及廢棄物，以減少蟲源，降低荔枝細

蛾對果實的危害。

（一）耕作防治

果園地面之落果、落葉、廢棄雜物應儘

量清除，或施藥時對地面之落果、落葉一併

處理，以減少細蛾蟲源。

（二）物理防治

於荔枝採收前1個月套袋，可有效防止

細蛾危害。

（三）生物防治

臺灣初步調查細蛾的寄生性天敵有 4

種，包括：Phanerotoma sp.、 Apanteles sp.、

Tetrastichus sp.、Elasmas sp. 等，宜多加保護

圖七：荔枝細蛾老熟幼蟲鑽出果實外部準備化

蛹狀。（黃振聲）圖六：荔枝細蛾幼蟲蛀食果核狀。（黃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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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敵。

（四）化學防治

1. 荔枝與龍眼開花時勿施藥，以免影響蜜蜂

授粉。果實生育初期的生理落果，及中

後期的蟲害落果，應多注意觀察，以分

辨兩型落果之臨界期，把握適期施藥時

機。又荔枝細蛾幼蟲鑽入果實內部危

害，而蛹有薄繭保護，藥劑防治不易奏

效，故防治對象應針對成蟲為主，以期

減少成蟲密度及其產卵率。

2. 利用可可細蛾雌性費洛蒙來偵測荔枝細蛾

的發生期，以供適期施藥防治及評估防

治成效之參考。

3. 荔枝花落結小果後約20 ~ 25日，南部約在

4月底，中部約在5月上旬，即選用植物

保護手冊推薦藥劑1種，每隔7 ~ 10日施

藥1次，每公頃施用0.5 ~ 0.7公升，連續

施藥3 ~ 4次。施藥時若能採行區域共同

防治，並對植株之枝、葉、果實全面噴

灑，可提高防治效果。推薦藥劑如下：

（1）50 ％ 陶斯寧乳劑（Chlorpyr i fos ＋

Cypermethrin）1,300倍。

（2）85％ 加保利可濕性粉劑（Carbaryl）850

倍。

（3）40.8％ 陶斯松乳劑（Chlorpyrifos）1,000

倍。

（4）2.4 ％ 第滅寧水懸劑（Deltamethrin）

1,500倍。

（5）50％ 芬殺松乳劑（Fenhion）1,000倍。

（6）50％ 撲滅松乳劑（Fenitrothion）1,000

倍。

（7）40.64％ 加保扶水懸劑（Carofuran）800 ~

1,2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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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荔枝細蛾外，三角新捲葉蛾是臺灣

荔枝與龍眼食葉性鱗翅目害蟲中較為普遍發

生的捲葉性害蟲，本蟲在中國稱為三角新小

捲蛾，在廣西、廣東、福建等荔枝與龍眼產

區均有分布，在危害荔枝與龍眼多種捲葉蛾

中本蟲發生數量佔85％以上。

三角新捲葉蛾主要危害新梢及新生的

枝葉，成蟲產卵於新葉表面，初孵化幼蟲

取食葉肉組織並吐絲捲葉（圖一），幼蟲即

藏於捲葉內取食葉肉造成危害，大量發生

時使得葉片折疊或捲葉成筒狀而不能展

開，影響光合作用，有時幼蟲吐絲將幼葉

和花穗綴結成團，造成樹勢衰落，並影響

果樹開花結果。

（一）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捲葉蛾科 Tortricidae

（二）分布

臺灣、中國東南各省、泰國等地。

（三）寄主

三角新捲葉蛾
學名：Statherotis leucaspis Meyrick

英名：Litchi leaf roller
俗名：荔枝捲葉蛾、黃三角黑捲蛾

圖一：三角新捲葉蛾幼蟲取食葉片表面，並吐

絲捲葉狀。（黃振聲） 圖二：三角新捲葉蛾成蟲。（黃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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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龍眼、柑橘。

（四）形態

1.成蟲： 為小型蛾類，體長約7 × 2公釐，

翅展開全長約13 ~ 14公釐，頭部黑

褐色；複眼發達黑色；雌、雄觸角

均為絲狀，黑褐色，長約4公釐；

胸部黑褐色；前翅黑褐色，前緣約

2/3 處有明顯淡黃色三角形斑塊，

後翅前緣基角至中部灰白色，其餘

為黑褐色（圖二）。

2.   卵 ：微小扁圓形，直徑約0.5公釐，初產乳

白色，將孵化時轉為黃白色，可見

胚胎黑色頭殼。

3.幼蟲：初孵化幼蟲體長約 1 公釐，頭黑

色，胴部淡黃白色，二齡以上幼蟲

頭呈淡黃或黃綠色，胸部與腹部淡

黃綠色，老熟幼蟲體色則轉灰褐

色。

4.   蛹 ：蛹體大小約8 × 2公釐，初化蛹體

為淡黃綠色，腹眼淡紅色，可見翅

芽黃褐色，羽化前翅芽呈黑色，並

可透視前翅的黃白色三角形班塊。

（五）生活史

一年發生多世代，世代重疊現象明顯，

冬春時期仍可見各蟲期。卵期約3 ~ 4日，幼

蟲期10 ~ 16日，蛹期7 ~ 13 日。從卵至成蟲

羽化約需24 ~ 25日，產卵前期約1 ~ 2日，成

蟲壽命約5 ~ 10日。

三角新捲葉蛾在臺灣主要發生在每年

荔枝與龍眼採收後7 ~ 10月間，或抽梢期2

~ 3月間，成蟲多於白天羽化，並棲息於地

面落葉或雜草樹叢間，夜晚交尾產卵，卵

散產於新梢小葉縫隙間、葉腋新芽上或新

葉葉脈間（圖三），一般 1 葉僅產 1 粒卵。

初孵化的幼蟲從卵的底部鑽出，先在著卵

處咬食幼嫩葉肉組織，不久離開卵榖，移

入小葉潛食葉肉組織並吐絲黏結葉片成蟲

苞，蟲苞有時是葉片橫切折疊或縱捲成多

層筒形，有時吐絲將幼葉和小花穗綴結成

團苞，幼蟲則居中取食。幼蟲相當活潑，

受到侵擾時常吐絲下垂地面並會劇烈跳

動，老熟幼蟲會吐絲下墜到地面落葉或雜

草上，咬捲葉緣成一嚴密小苞後吐絲結成

薄繭，化蛹其中（圖四）。

16

圖三：三角新捲葉蛾產卵於新葉表面。

（黃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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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巧珍、黃振聲、王效岳。2006。荔枝與

龍眼鱗翅目害蟲種類與發生情形調查。

台灣昆蟲 26（1）：27-44。

2. 黃振聲。 1992 。荔枝捲葉蛾。農藥世界

108（8）：32。

（作者：黃振聲）

（一）耕作防治

1. 合理肥培管理，促使荔枝龍眼新梢抽發整

齊健壯，以縮短成蟲產卵繁殖所需的新

梢期間，可減輕捲葉蛾危害。

2. 發現新梢或花穗有大量捲葉蟲苞時，須摘

除加以捕殺幼蟲。

（二）生物防治

幼蟲有寄生性小繭蜂及姬小蜂等天敵寄

生，成蟲則有捕食性天敵蜘蛛、蟾蜍、青蛙

等，宜善用保育，以發揮自然控制力量。

（三）化學防治

嚴重發生時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荔枝細

蛾推薦用藥防除之。

圖四：三角新捲葉蛾幼蟲藏於捲葉內取食危

害，老熟幼蟲再外出找尋葉片化蛹其

內。（黃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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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荔枝之毒蛾主要有臺灣黃毒蛾及小

白紋毒蛾，二者均屬雜食性，為果樹共通性

害蟲，幼蟲常群棲於受害花穗上取食，其毒

毛易引起皮膚騷癢及紅腫。本蟲主要發生於

嚴重乾旱季節，大發生時亦可危害取食花

穗、葉片及幼果。

此兩蟲於卵孵化後，一、二齡幼蟲群集

剝食葉肉，三齡後分散，由葉緣咬食成切

口，嚴重時吃盡葉片只剩葉脈，大量發生時

擴大危害花蕾、花器及果實，促使落花、落

果或造成果實喪失商品價值（圖一、二）。

幼蟲及繭上之毛有劇毒，觸及皮膚產生紅腫

發痛。

（一）臺灣黃毒蛾

1. 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毒蛾科 Lymantriidae 

毒蛾類
學名：Porthesia taiwana Schiraki（臺灣黃毒蛾）

Orgyia postica Walker（小白紋毒蛾）
英名：Taiwan yellow tussock moth（臺灣黃毒蛾）

Small tussock moth（小白紋毒蛾）
俗名：黃毒蛾、刺毛蟲、毛狗蟲（臺灣黃毒蛾）、毒毛蟲、刺毛蟲

圖一：臺灣黃毒蛾幼蟲為害情形。(溫宏治) 圖二：小白紋毒蛾為害花穗情形。(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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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布

臺灣、日本。

3. 寄主

荔枝、檬果、蓮霧、番石榴、龍眼、百

香果、印度棗、楊桃、玫瑰、茶、桑、豆

科、鳳凰木等，多達70餘種以上。

4. 形態

（1）成蟲：雌成蟲較雄成蟲大，體長約9 ~

12 公 釐 ， 展 翅 長 26 ~  35 公

釐 ， 觸 角 雙 櫛 狀 ， 複 眼 圓 而

黑，其頭、觸角、胸部、前翅

均為黃色，前胸背部及前翅內

緣有黃色細毛密生，腹部淡黃

至 暗 褐 色 ， 末 端 有 淡 橙 色 塊

（圖三）。

（2） 卵 ：球形，直徑約0.8公釐，初期淡黃

色，逐漸轉深，至卵孵化前為

深褐色，表面有不規則隆起之

褶線，約20 ~ 80粒形成1卵塊，

卵塊成帶狀，每塊分兩排卵，

上覆雌蛾之黃色尾毛。

（3）幼蟲：老熟幼蟲體長約 25 公釐，體橙

黃色，頭褐色，體胴部兩側帶

有赤色刺毛塊，第4、5節背部

中央各有黑色大毛塊1個，背部

黑色，背線為寬縱帶，中央有

赤色縱線（圖四）。

（4） 蛹 ：體短粗大，呈圓錐形，長約12公

釐，色淡有光澤，腹端有纓狀

尾刺。

5. 生活史

本蟲週年可見，夏天卵期3 ~ 6日，冬天

為10 ~ 19日；幼蟲期夏天13 ~ 18日，冬天為

40 ~ 55日；蛹期夏天8 ~ 10日，冬天為15 ~

19日。完成一世代所需日數，夏天為24 ~ 34

日，冬天為65 ~ 83日。

圖三：臺灣黃毒蛾成蟲。(溫宏治) 圖四：臺灣黃毒蛾幼蟲。(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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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白紋毒蛾

1. 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毒蛾科 Lymantriidae 

2. 分布

臺灣、中國、日本、緬甸、印度、印

尼、斯里蘭卡、婆羅洲、馬來西亞、菲律

賓、澳洲、紐西蘭、爪哇、新幾內亞等。

3. 寄主

含果樹（柑橘、葡萄、龍眼、番石榴、

檬果等）、蔬菜（絲瓜等）、花卉、觀賞植

物、茶等70餘種作物。

4. 形態

（1）成蟲：雌、雄成蟲之外形差異甚大，

雄蛾體長約 24 公釐，頭、胸及

前翅均黃色，腹部及後翅為暗

褐色，前翅上有暗色條紋，前

中線之外側有灰白帶紋。雌蛾

體長約 14 公釐，長橢圓形，半

透明肥大，可透視腹部之卵，

頭及胸部均小，翅退化，黃白

色，尾端密生暗褐色毛。

（2） 卵 ：圓形，白色光滑，上常粘附雌

蛾尾毛（圖五）。

（3）幼蟲：體長 22 ~ 30 公釐，頭部紅褐

色 ， 胴 部 淡 赤 黃 色 ， 背 面 黑

色；體前有2束長毛，後方1束

皆暗褐色；其後各節背方4束，

側方2束皆為黃白色（圖六）。

（4） 蛹 ： 雄蛹長 11 公釐，淡黃綠色，紡

錘形，體上密生白色長毛，翅

芽達第 5 腹節後緣；雌蛹淡黃

色，長橢圓形，翅短，僅及第2

腹節中部。

5. 生活史

本蟲週年均可發生，發生盛期為 2 ~ 5

圖六：小白紋毒蛾幼蟲。(溫宏治)圖五：小白紋毒蛾卵囊。(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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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卵期冬天為 17 ~ 27 日，夏天為 6 ~ 13

日；幼蟲期冬天為25 ~ 60日，夏天為13 ~ 22

日，幼蟲雄者脫皮 3 次，雌者脫皮 4 次化

蛹；蛹期冬天雄蟲為22 ~ 25日，雌蟲為15 ~

17 日，夏天雄蟲為 5 ~ 10 日，雌蟲為 4 ~ 5

日；每一世代所需日數冬天為81 ~ 89日，夏

天為26 ~ 33日。

此兩蟲分布廣泛，每年可發生八至九世

代，一般於夏季6 ~ 7月間發生最多，終年可

見幼蟲危害，成蟲產卵於葉上，200 ~ 300粒

一堆，孵化後幼蟲群集於葉上，自蠶食嫩

葉，老熟幼蟲於葉上作繭化蛹。人皮膚觸及

幼蟲、繭、成蛾體上毛會造成過敏紅腫。

（一）耕作防治

1. 摘除並燒燬含有卵塊或蟲繭之葉片。

2. 於一至二齡幼蟲群集時，採摘殺之。

（二）生物防治

1. 臺灣黃毒蛾其天敵包含：黃頭細鄂益蜂

（Enicospilus flavocephalus Kirby） (幼蟲)、

毒蛾絨繭蜂（Apanteles liparidis Bouch'e）

（幼蟲）、臺灣絨繭蜂 (Apanteles taiwanensis

Sonan)（幼蟲）、長距釉小蜂 （Euplectrus

taiwanus Sonan）（幼蟲）、未確定種名之寄

生蠅1種。

2. 小 白 紋 毒 蛾 其 天 敵 包 含 ： 黃 腹 益 蜂

（Charaps flavipetiolus Sonan）（幼蟲）、黑足

益蜂（Delopia nigrifemur Sonan）（幼蟲）、

茸毒蛾細鄂益蜂（Enicospilus dasychirae

Cameron）（幼蟲）、細線細鄂益蜂（E.

lineolatus (Roman)）（幼蟲）、一種益蜂（E.

striatus Cameron）（ 幼 蟲 ）、 圓 益 蜂

（Holocremnus posticae Sonan）（幼蟲）、黃

蜂（Hymenobosmia posticae Sonan）（幼

蟲 ）、 黃 益 蜂 （ Xanthopimpla punctata

F a b r i c i u s ）（ 幼 蟲 ）、 毒 蛾 絨 繭 蜂

（Apanteles liparidis Bouch'e）（幼蟲）、赤足

絨繭蜂 （A. posticae Sonan）（幼蟲）、廣闊

小蜂（Brachymeria lasus (Walker)）、黑卵蜂

（Telenomus abnormis Crawford）（卵）、寄

生蠅（Tachinia larrarum Linnaeus）（幼

蟲）、 家蠶追寄蠅（Exorista sorbillans

(Wiedemann)）、古毒蛾追寄蠅（E. larvarum

(Linnaeus)）、中室彩寄蠅。

（三）化學防治

參照植物保護手冊荔枝細蛾推薦用藥進

行防治。

1. 林珪瑞。2002。臺灣和中國大陸果樹害

蟲名錄。p. 84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

試驗所 印行。

2. 章加寶。1988。葡萄害蟲及其它有害動

物 種 類 及 其 季 節 消 長 。 中 華 昆 蟲 8

（1）：39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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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振聲。1987。荔枝、龍眼主要害蟲及

防治。p. 26。臺灣省農林廳編印。

4. 陳文雄、張煥英。2003。植物保護圖鑑

系列10 - 檬果保護，害蟲各論-毒蛾類。

p. 46-5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編印。

5. 蘇智勇。1987。溫度及食物對臺灣黃毒

蛾及小白紋毒蛾之生活期及食葉量之影

響。植物保護學會會刊 29（2）： 147-

156。

6. 嚴奉琰。1973。台灣害蟲之天敵。臺灣

大學植物病蟲學系出版。

(作者：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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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木蠹蛾係果樹及觀賞花木上常見害

蟲，危害葡萄、荔枝、龍眼、蓮霧、番石榴

等重要果樹枝條，尤其初生長之新梢枝條或

花穗枝條為其危害對象，近20年來由於果園

管理改善，修剪與矮化技術推出，使危害情

形稍為減緩，惟管理未改善者，危害情形仍

相當嚴重。

成蟲產卵於幼嫩枝條及腋芽，卵孵化後

幼蟲取食卵殼，2 ~ 3天後即由此鑽入，並沿

木質部周圍蛀食，造成植株上部枯萎，蟲體

長大沿髓部向上蛀食，形成隧道，糞便由出

入孔排出，在鑽蛀過程中，常僅留部份木質

相接，此時水分不能上升，枝條枯死，易受

風吹而腰折。

（一）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木蠹蛾科 Cossidae 

（二）分布

臺灣、中國、斯里蘭卡、爪哇、馬來西

亞、菲律賓、印尼、印度、婆羅洲。

（三）寄主

荔枝、龍眼、印度棗、蓮霧、番石榴、

葡萄、楊桃、釋迦、茶、咖啡、棉、亞麻、

玫瑰、桂花、鐵刀木、羊蹄甲、楓樹、木麻

黃、桃花心木、洋紫荊、白千層等 82 種植

物。

（四）形態

1. 成蟲：體褐色，長約18 ~ 22公釐，密被白

色鱗片及鱗毛，翅面有黑藍色如豹

皮斑之點，觸角雄蟲羽狀，雌蟲絲

狀，後翅基部雌蟲有9支短剛毛組

成 之 翅 刺 ， 雄 蟲 具 一 長 刺 （ 圖

一）。

2.  卵 ：卵長約0.7公釐，寬0.5公釐，杏黃

色，長橢圓形，兩端鈍圓，外表

光滑，殼軟及堅韌，孵化前紫黑

色。

3. 幼蟲：體長23 ~ 34公釐，老熟可達35公

釐，體赤紅色，圓筒狀，頭黑色，

前胸背板硬化黑色，尾端柔軟具白

色剛毛（圖二）。

4.  蛹 ：體長 23~34 公釐，長圓形，赤褐

色，頭頂具一喙狀突起（圖三）。

咖啡木蠹蛾
學名：Zeuzera coffeae Niether

英名：Coffee leopard moth、Coffee borer、Red coffee stem - borer
俗名：鑽心蟲、百蛀蟲、咖啡蛀蟲、紅蛀蟲、葡萄木蠹蛾、咖啡豹蠹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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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活史

每雌蟲產卵平均600粒，散產於幼嫩枝

條、樹皮縫隙或芽腋處，卵期9 ~ 30天，卵

孵化後幼蟲鑽入枝條內，經過4 ~ 5個齡期後

化蛹於枝條內，幼蟲期70 ~ 200天，蛹期19

~ 36天，成蟲壽命2 ~ 6天。

本蟲1年發生二個世代，一般成蟲出現

於4 ~ 6月及8 ~ 10月，幼蟲出現於5 ~ 8月

及翌年 3 月，其中 6 ~ 7 月為幼蟲族群發生

高峰期；幼蟲在枝條內越冬，次年春天開

始活動取食，成蟲晝間棲息於枝葉或雜草

等之陰蔽處，夜間開始活動，於黑暗中進

行交尾，一生1次。

（一）耕作防治

發現乾枯枝葉立即剪除燒燬。

（二）物理防治

於夜間懸掛黑光燈誘殺，降低其族群密

度。

（三）生物防治

田間的天敵包括病毒（Virus）、串珠鎌

刀 菌 、 紅 胸 益 腿 黃 蜂 （ Pristomerus ery-

圖一：咖啡木蠹蛾成蟲。(黃振聲) 圖三：咖啡木蠹蛾蛹。(溫宏治)

圖二：咖啡木蠹蛾幼蟲。(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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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thracis Uchida）（幼蟲）、繭蜂（Bracon sp.）

（幼蟲）、蟻（捕食幼蟲）。

（四）化學防治

於每年4 ~ 6月成蟲出現盛期，可與荔枝

細蛾一起進行防治。

1. 林珪瑞。2002。台灣和中國大陸果樹害

蟲名錄。p. 84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

試驗所印行。

2. 章加寶。1984。葡萄咖啡木蠹蛾之形態

及其生活史。植物保護會刊 26（2）：

145-153。

3. 章加寶。1986。影響危害葡萄之咖啡木

蠹蛾發生的因子與有效積溫在預測上之

應用。植物保護會刊 28（4）：421。

4. 章加寶。1988。葡萄咖啡木蠹蛾防治效

益評估。中華昆蟲 8（1）：51-64。

5. Chang, C. P. 1988. Prediction of the emergence

period of Zeuzera coffeae （Lepidoptera：

Cossidue）adults in central Taiwan. Plant Prot.

Bull. （Taiwan）30（1）：41-47。

(作者：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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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蟲原屬有用昆蟲，因其分泌的蟲膠為

漆膠工業的原料，日人乃於1940年自泰國引

進臺灣飼育成功。今日化學合成塑膠工業發

達，蟲膠失去經濟利用價值，以致膠蟲被忽

視而棄置田間，經多年的田間自然繁殖，遂

成為國內多種果樹、行道樹、觀賞花木等植

物之重要害蟲。1980年曾調查中南部龍眼、

荔枝、釋迦等果園約 2,000 ~ 3,000 公頃受

害，荔枝與龍眼之受害率估計分別為9.1％

及26.6％，且栽植於坡地疏於管理之果園又

較平地有管理者為嚴重。另膠蟲的適當防治

對果農收益關係重大，防治膠蟲後每公頃荔

枝可增加22％的淨收益，而龍眼則可增加62

％的淨收益。

膠蟲寄生危害植株時，以刺吸式口器插

入枝條之樹皮組織吸取養液，並分泌紅色膠

質及白色臘質物，附著於樹皮上，致被害枝

條葉片變黃掉落，最後造成枯枝，其排泄蜜

誘發煤煙病，植株生長、開花、結果受阻，

使樹勢衰弱影響果產甚鉅，受害嚴重者經3

~ 5年則整株枯死，甚至整區果園廢耕（圖

一、二）。

膠蟲
學名：Kerria lacca（Kerr）

英名：Lac insect
俗名：紫膠介殼蟲、塑膠苔、漆奄

圖一：膠蟲成蟲包裹荔枝枝條寄生危害狀。

（黃振聲）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6

27

（一）分類地位

同翅目 Homoptera

膠蟲科 Kerridae

（二）分布

臺灣、中國西南各省、印度、泰國、緬

甸等地。

（三）寄主

荔枝、龍眼、番荔枝（釋迦）、芒果、

楊桃、榕樹、扶桑、木槿、玉蘭、含笑及其

他27科60餘種果樹花木類。

（四）形態（圖三）

1. 成蟲：將腫狀蟲膠剝開，可見雌成蟲體呈

赤紅色囊狀，大小約 1.6 × 1.3 公

釐，複眼、觸角及足皆退化，背部

有2個氣孔突起及肛孔，排成三角

形。雄成蟲體大小約 1.1 × 0.4 公

釐，頭部有 1 對細長觸角，胸足 3

對，尾部有1陰莖鞘，分有翅與無

翅型成蟲，有翅型者有 1 對透明

翅。

2.  卵 ： 卵藏於母體內，成熟卵橢圓形，紅

色，大小約0.5 × 0.2公釐。

3. 若蟲：初齡若蟲粉紅色，體扁平長橢圓

形，大小約0.6 × 0.3公釐，頭有觸

角1對；黑色複眼1對；腹部9節，

後端伸出 1 對長形尾毛。二齡若

蟲，體紅色，橢圓形，大小約 0.8

× 0.4公釐。三齡若蟲，體仍呈橢

圓形，大小約0.9 × 0.6公釐，體被

多量紅色膠質與白色臘質。雄若蟲

二齡體較細長，直接變為前蛹及

蛹。

4.  蛹 ： 蛹體大小為1.67 × 0.7公釐，藏於

圖二：膠蟲寄生危害龍眼枝條及誘生煤煙病。

（黃振聲）

圖三：膠蟲之各蟲期：上為雌成蟲，中為雄

蛹，下為三齡若蟲。（黃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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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膠殼內，觸角、足、陰莖鞘較

前蛹明顯，有翅型之蛹並具翅芽1

對。

（五）生活史

雌成蟲以卵胎生方式產生後代，初齡若

蟲從母體內產出後，暫居於母體與膠體間隙

中，俟氣候適宜時，即大量從母體肛孔突起

部位之小孔湧出於膠殼外（圖四），初齡若

蟲每分鐘可爬行約25公釐，自行分散至幼嫩

枝條上，亦可藉風、鳥類、昆蟲及人為因素

遷移而傳播至其他寄主上，尋妥寄生枝條

後，即將刺吸式口器插入樹皮組織，由數隻

至數萬隻不等聚集，行群棲寄生生活，一般

喜寄生於幼嫩枝條下方，以免陽光直射及雨

水沖刷，固著後不久， 3 對胸足即逐漸退

化，經數日後，自肛孔、氣孔及體周圍分泌

少量白色臘質及紅色膠質物，其後隨蟲齡增

長，蟲膠分泌量亦逐漸增多，約經3週後，

雌性若蟲脫皮為二齡若蟲，再經40日即成三

齡若蟲，此時蟲體多被白色臘質覆蓋，受害

枝條外觀即呈現一片白色，並分泌蜜露誘發

煤煙病發生，有時亦引誘螞蟻舐食，螞蟻則

造巢保護膠蟲，又約經3週後即變為成蟲。

雌成蟲初期蟲體被膠質，呈圓形，直徑約2

~ 5公釐，僅留背部肛孔及2枚氣孔突起作為

通氣孔道，後期多數蟲體因群集而壓縮成細

長橢圓形，包裹著整枝枝條。第一代雌成蟲

壽命約2個月，第二代則長達4個月；每一

雌蟲可產生350 ~ 900隻若蟲，當母蟲產完若

蟲後，則逐漸乾枯而死亡，但腫狀之膠殼仍

留存於原寄生枝條上。雄性若蟲自第二齡

後，即變為前蛹期、蛹期，再羽化為無翅或

有翅成蟲，並即尋找雌成蟲交尾。前蛹期約

4 ~ 7日，蛹期約4 ~ 7日，雄成蟲壽命為1 ~ 3

日。

臺灣膠蟲 1 年發生二個世代，第一代

（冬世代）移動性初齡若蟲發生時間，南部

地區為12月上旬至翌年1月間，中部為12月

下旬至2月上旬間，約經3 ~ 4個月的定著若

蟲期而變為成蟲期。第二代（夏世代）初齡

若蟲則依次出現於5月中旬及6月中旬，經

過2 ~ 3個月的定著若蟲期即變為成蟲而越

冬。

為期發揮藥劑防治膠蟲的效果，須於12

28

圖四：氣候適宜，初齡若蟲移出母體膠殼外。

（黃振聲）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6

29

~ 2月間及5 ~ 6月間，按時調查果園內初齡

若蟲發生情形，作為適期施藥的依據，若能

於膠蟲初齡若蟲發生期，蟲體尚無蟲膠保護

而暴露在外時，適時噴藥數次防治，即可使

若蟲族群於早期受到抑制或根絕，如延遲至

三齡若蟲膠質分泌增多，或於成蟲期膠質增

厚達0.8 ~ 0.9公分，而包藏膠蟲蟲體時，始

進行施藥防治，則藥劑不易接觸蟲體，防治

效果必然不佳。

（一）耕作防治

1. 採果或整枝時，順便剪除嚴重被害枝條，

或在防治前徹底清園，剪除膠蟲寄生枝

條，剪除之寄生枝條搬離果園或集中燒

燬，常於5月上旬或10月上旬以後實施，

以杜絕蟲源。

2. 鋸除受害嚴重植株，並嫁接優良品種，3

年後，即可開花結果。

（二）生物防治

果園內發現有益天敵如嚙膠夜蛾、草蜻

蛉、寄生蜂等，則應善加保護。

（三）化學防治

1. 把握施藥適期，慎選藥劑及注意噴藥部

位，實施區域共同防治，荔枝與龍眼多

栽植於坡地，且樹勢高大，枝葉繁茂，

一般噴霧器施藥不易，宜由果農組織共

同防治隊，購買高壓動力噴霧器，施藥

時宜採重點防治，對受膠蟲危害果樹，

加強施藥，並著重防治膠蟲寄生部位，

即幼嫩枝條的部位重點噴灑，當可提高

防治效果。

2. 每年於若蟲發生盛期，果園出現初齡若

蟲後約3週，即12 ~ 2月及5 ~ 6月間，選

用植物保護手冊推薦藥劑，每隔7日施藥

防治1次，連續施藥2 ~ 3次。推薦藥劑如

下：

（1）44 ％ 大滅松乳劑（Dimethoate）1,000

倍。

（2）50 ％ 撲滅松乳劑（Fenitrithion）1,000

倍。

3. 如欲防治成蟲時，應於防治若蟲藥劑

中，添加95％夏油乳劑150倍稀釋液，每

10 ~ 14日施藥1次，連續3 ~ 4次以上始可

見效，惟果樹生長勢衰弱時，開花結期

或高溫季節，不宜使用夏油，以免發生

藥害。

4. 膠蟲發生嚴重之果園，螞蟻繁殖特別

多，施藥防治膠蟲時，應予一併防除，

以增進防治膠蟲之效果。

1. 高橋良一。1942。ラック介殼蟲の臺灣ヘ

の輸入。臺灣農事報 38：685-692。

2. 高橋良一。1942。臺灣に於けゐラック

介殼蟲の飼育試驗（第一報）。臺灣農事

報 38：755-769。

3. 黃振聲。1987。荔枝龍眼主要害蟲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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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p. 26-45。臺灣省政府農林廳編印。

4. 黃振聲。1988。荔枝及龍眼主要害蟲之

生態及防治。p. 33-42。中華昆蟲特刊第2

號，果樹害蟲綜合防治研討會。

5. 黃振聲。1990。膠蟲在工業上之利用。p.

147-153。中華昆蟲特刊第5號，有用昆蟲

研討會。

6. 黃振聲。1994。 荔枝與龍眼主要病蟲害

及防治。興農 304（6）：28-34。

7. 黃振聲。1999。果樹害蟲綜合防治及用藥

紀錄。p. 1-27。88-89年度作物保護及農

產品農藥安全管制研習訓練教材2。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編

印。

8. 黃振聲、謝豐國。1981。果樹膠蟲發生、

生活史及形性研究。植物保護會刊 23

（2）：103-115。

9. 鄭鳳瀛。1948。臺灣膠蟲一年之飼育經

過。農報 2（1）：45-54。

10. 謝豐國、黃振聲。1979。危害果樹膠蟲

之習性及其防治。p. 20。臺灣省政府農

林廳編印。

11. 謝豐國、黃振聲。1980。果樹害蟲。臺

灣農家要覽(下冊)。p. 1678-1701。臺北豐

年社出版。

12. 謝豐國、黃振聲。1981。果樹膠蟲藥劑

防治試驗。植物保護會刊 23（1）：25-

33。

13. 謝豐國、黃振聲。1983。果樹膠蟲防治

與 施 藥 技 術 研 究 。 植 物 保 護 會 刊 25

（1）：31-40。

14. Varshney, R. K. 1976. A check-list of insect par-

asites associated with lac insect. Oriental Insect

10（1）：55-78.

15. Waite, G. K., and J. S. Hwang. 2002. Pests of

Litchi and Longan. In Tropical Fruit Pests and

Pollinators- Biology, Economic Importance,

Natural Enemies and Control, edited by Pena, J.

E., J. L. Sharp., and M. Wysoki . CABI

Publishing, Oxon, UK, and New York, USA.  

（作者：黃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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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殼蟲類一般俗稱龜神，在荔枝上有危

害紀錄的介殼蟲種類包括：黃吹棉介殼蟲

（Icerya seychellarum （Westwood, 1855））、角蠟

介殼蟲（Ceroplastes pseudoceriferus Green,

1935）、紅蠟介殼蟲（Ceroplastes rubens Maskell,

1892）、黃綠棉介殼蟲（Chloropulvinaria psidii

（Maskell, 1892））、長堅介殼蟲（Coccus longulus

（ Douglas, 1881））、 擬 櫛 圓 盾 介 殼 蟲

（Abgrallaspis cyanophylli （Signoret, 1869））、三葉

網背盾介殼蟲（Pseudaonidia trilobitiformis

（Green, 1896））、纓圍盾介殼蟲（Thysanofiorina

nephelii （Maskell, 1898））等。其中以黃綠棉介

殼蟲的危害最為嚴重。

黃綠棉介殼蟲為世界性害蟲，係屬軟介

殼蟲類，非檢疫害蟲，分布於熱帶及亞熱帶

地區，性喜高溫多濕，對溫帶國家威脅小，

性喜藏匿於縫隙中，易藉由植株、果實等外

銷產品侵入，因此，一般於輸出前必須提供

本蟲在果園及其產品之防疫資料。近年來，

普遍發生於荔枝及龍眼樹，已成為該作物之

重要害蟲。

黃綠棉介殼蟲刺吸危害植株，造成枯萎

死亡。其危害植株所有時期，包括生長期、

花期及果實期等，整株寄主植物、葉、莖、

花穗、果實或果莢皆有其蹤跡，若蟲主要分

黃綠棉介殼蟲
學名：Chloropulvinaria psidii Maskell

英名：Green shield scale、Guava mealy scale、
Guava pulvinaria、Mango scale、Guava scale

俗名：墊囊綠棉蠟介、刷毛綠棉介、楊桐棉介殼蟲

圖一：黃綠棉介殼蟲危害荔枝狀。（洪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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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於寄主葉片、嫩枝、花穗及果實上危害

（圖一至四），尤其以嫩枝受害最嚴重，雌成

蟲移至較老熟葉子及果實上定著。其蟲體皆

分泌蜜露，引發煤煙病。

（一）分類地位

同翅目 Homoptera

軟介殼蟲科 Coccidae

（二）分布

廣泛分布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包括西

班牙、中國、高棉、印度、印尼、日本、臺

灣、馬來西亞、泰國、南亞、南非、中南美

洲、太平洋群島、東加群島等113個國家及

地區。

（三）寄主

寄主廣泛，危害多種果樹、堅果類、漿

果類作物及園藝作物，主要寄主有番石榴、

荔枝、龍眼及芒果等；次要寄主包括茶、柑

橘屬、咖啡、波羅密、星蘋果、黃槴、九節

木、黑板樹、大花紫薇、紅仙丹花、核桃、

椰子、茉莉屬、赤鐵科常青樹、夾竹桃及

梨等。

（四）形態

1. 成蟲：雌成蟲體長約2.0 ~ 4.5公釐，寬約

圖二：黃綠棉介殼蟲於葉背危害。（洪巧珍） 圖四：黃綠棉介殼蟲於果實危害。（洪巧珍）

圖三：黃綠棉介殼蟲於枝條危害。（洪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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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3.0公釐，橢圓形，體背膜質

或稍硬化，有許多小角形白斑；

觸角8節；足小，脛、跗節沒有硬

化 ， 亦 具 肛 板 ； 產 卵 前 體 深 綠

色 、 縱 中 部 出 現 褐 帶 ， 以 後 漸

淺；產卵後，向體外分泌卵囊，

卵囊為雌成蟲體長的 2 ~ 3 倍長

（圖五）。

2. 若蟲：體色呈黃至綠褐色，體扁橢圓形、

稍呈半透明狀，體側前方具2個黑

色的眼點，具肛板；初齡若蟲體長

約 0.35 公釐，具 1 對長的臀刺毛

（圖六）。

（五）生活史

黃綠棉介殼蟲行孤雌生殖，完成一世代

需2 ~ 3個月，每隻雌蟲產200粒卵，卵受卵

囊保護，卵期11 ~ 28日，其若蟲期具3個齡

期，一般軟介殼蟲之初齡若蟲死亡率極高，

尤其在咖啡樹危害者死亡率高達80 ％。

圖五：黃綠棉介殼蟲雌成蟲。（洪巧珍） 圖六：黃綠棉介殼蟲若蟲。（洪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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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埃及黃綠棉介殼蟲1年可發生二個世

代，臺灣及斯里蘭卡每年可發生三個世代，

且有世代重疊現象。在臺灣於不施藥荔枝果

園2、4、7及9月達危害高峰，危害率介於

83.3 ~ 96.4％，其主要靠初齡若蟲爬行分散，

但分散範圍有限，亦可經由植株、風及較大

型動物包括人類等來擴散，初孵化若蟲爬行

固著後2 ~ 3日即開始分泌蠟質，隨蟲體增

大，蠟質漸加厚，分泌蜜露招致煤煙病發

生，並誘引螞蟻，干擾及阻礙天敵的防治作

用。

（一）生物防治

有些膜翅目寄生捕食性天敵及瓢蟲類捕

食性天敵在調節本蟲的族群密度，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但卻無單一種天敵供做防治本蟲

用。進行生物防治時，由於螞蟻會干擾天敵

的防治作用，需先防治螞蟻。

在南非及巴基斯坦黃綠棉介殼蟲並非一

般性害蟲，其族群密度常受到天敵的調控。

分為3類敘述如下：

1. 寄生捕食性天敵： Aphycus s tanleyi 、

Argutencyrtus luteolus 、 Bothriophryne

pulvinariae、Bothriophryne tenuicornis、

Coccophagus bogoriensis 、 Coccophagus

cowperi及Microterys nietneri等種類。

2. 捕食性天敵：六條瓢蟲（Cheilomenes sex-

maculata）、蒙氏瓢蟲（Cryptolaemus mon-

trouzieri）、Chilocorus nigrita、Pseudazya

orbigera等種類。

3. 病原菌：鐮孢菌（Fusarium oxysporum）、蠟

蚧輪枝菌（Verticillium lecanii）等種類。

（二）化學防治

黃綠棉介殼蟲的防治以藥劑為主，於若

蟲期進行防治效果良好，可使用夏油，惟需

避免藥害之發生。

1. 洪巧珍、江碧媛。2002。黃綠棉介殼蟲在

荔枝果園中危害情形初步調查。植保學

會91年年會論文宣讀摘要。植物保護會

刊 44：360。

2. 湯枋德。1991。棉蚧族在中國蚧科。p.

223-233 。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377

pp。

3. 翁振宇、陳淑佩、周樑鎰。1999。臺灣常

見介殼蟲圖鑑。p. 98。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試驗所印行。

4. Ben-Dov, Y. 1993. A Systematic Catalogue of

the Soft Scale Insects of the World

（Homoptera：Coccoidea：Coccidae）with

Data 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ost Plants,

Biology and Economic Importance. Gainesville,

USA：Sandhill Crane Press, Inc., 536 pp.

5. Ben-Dov, Y., and C. J. Hodgson. 1997. Soft

Scale Insects, Their Biology, Natural Ene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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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trol. World Crop Pests, Vol 7B.

Amsterdam, Netherlands: Elsevier Press.

6. Bennett, F. D., and I. W. Hughes. 1959.

Biological control of insect pests in Bermuda.

Bull. Entomol. Res. 50：423- 426.

7. El-Minshawy, A. M., and K. Moursi. 1976.

Biological studies on some soft scale-insects

（Hom., Coccidae）attacking guava trees in

Egypt. Z. Angew. Entomol. 81：363-371.

8. Hammon, A. B., and M. L. Williams. 1984. The

soft scale insects of Florida （Homoptera：

Coccoidea ： Coccidae）. Arthropods of

Florida and Neighboring Land Areas 11：1-94.

9. Nada, S., S. A. Rabo, and G. E. Deen Hussain.

1990. Scale insects infesting mango trees in

E g y p t （ H o m o p t e r a ： C o c c o i d e a ） .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Scale Insect Studies, Crakow,

Poland August 1990, Part II, 133-134.

10. Pawar, M. B., V. S, Teli, J. S. Ambekar, and S.

E. Kalbhor. 1981. Efficacy of some organo-

phosphorus insecticides against scales,

Pulvinaria psidii Maskell on guava. Pestology 5

（9）：21-22.

11. Salama, H. S., and M. R. Saleh. 1970.

Distribution of the scale insect Pulvinaria psidi

Maskel.（Coccoidea）on orchard trees in rela-

tion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Z. Angew.

Entomol. 66（4）：380-385.

12. Schotman, C. Y. L. 1989. Plant pests of quaran-

tine importance to the Caribbean. RLAC-

PROVEG 21. Port-of-Spain, Trinidad and

Tobago ： Caribbean Plant Protection

Commission.

13. Tan, J.C., J. W. Hu, and E. Chen. 1991. Study

on the bionomics of Chloropulvinaria psidii

（Maskell） [Pulvinaria psidii, a pest of tea and

fruit trees] and its control. Insect Knowledge 28

（4）： 224-227.（in Chinese）

14. Williams, D. J., and G. W. Watson. 1990. The

Scale Insects of the Tropical South Pacific

Region. Part 3：the Soft Scales (Coccidae) and

Other families. Wallingford, UK: CAB

International, 267 pp.

（作者：洪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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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蠟介殼蟲農民稱之白龜神，於臺灣

主要危害荔枝、檬果及蓮霧等果樹，其他

觀賞樹木如榕樹也常發生，由於其生活習

性類似膠蟲，即短暫的初齡若蟲期外，蟲

體均被蠟質所覆蓋，噴藥防治時藥液無法

接觸蟲體，由於農友未能把握防治適期，

即初齡若蟲期進行防治，致使效果不佳，

田間發生嚴重。

成蟲大量產卵於枝葉上，卵孵化後若蟲

爬至新鮮枝葉上，若蟲固定後即以口器刺入

組織內吸食汁液，並分泌白臘，覆蓋身體，

所分泌排泄物即蜜露，會誘發煤煙病，影響

植株生長，並誘來大量螞蟻影響清潔及令人

生厭，危害嚴重時可致枝條枯萎，影響產量

至鉅（圖一）。

（一）分類地位

同翅目 Homoptera 

軟介殼蟲科 Coccidae 

（二）分布

臺灣、日本、韓國、印度、菲律賓、越

南、馬來西亞、印尼、新幾內亞、斯里蘭

卡、夏威夷、南太平洋島嶼、澳洲、紐西

蘭、英國、美國、巴拿馬、智利。

（三）寄主

柑橘、梨、檬果、荔枝、柿、酪梨、

梅、香蕉、蓮霧、櫻桃、無花果、茶花、玉

蘭花、玫瑰、木槿、月桂、蘇鐵等作物。

（四）形態

1. 成蟲：雌雄成蟲體迴異，雌成蟲體直徑7

~ 9公釐，體暗紅色，被灰白色厚

臘殼，僅露出足為淡紅色，周圍有

角蠟介殼蟲
學名：Ceroplastes pseudoceriferus Green

英名： Indian white wax scale、Horened wax scale、Ceriferus wax scale
俗名：角蠟蟲、白龜神（蠅）、白蠟苔

圖一：角蠟介殼蟲危害情形。（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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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個棒狀突起，背中央略隴起，呈

半球形（圖二）。雄成蟲體長1.3公

釐，紅褐色，展翅2公釐。

2.   卵 ：長約0.3公釐，微小卵形，紅褐色。

3. 若蟲：體長約0.3公釐，橢圓形，赤褐色

（圖三）。

（五）生活史

每年發生一至三個世代，春季產卵，每

一雌成蟲產卵數百粒以上，產卵不久即乾枯

而死，雄成蟲則於交尾後死亡，卵孵化數日

後，若蟲從母殼爬出，移行至嫩枝、葉柄、

中肋處刺吸養分，不久脫皮為第二齡若蟲，

開始分泌白臘，至第三、四齡時蟲體完全被

白蠟所覆，雌蟲脫皮2次變為成蟲，雄蟲脫

皮2次而化蛹。

本蟲喜好於陰涼濃密之植株上，故於株

齡較大而密植之果園較易發生，其傳播主要

藉爬行、接穗和苗木搬移。主要行孤雌生

殖，每年於3、6及10月產卵，一雌成蟲產

卵數900 ~ 1,900粒，產後雌成蟲即死亡，卵

於蠟殼保護下約經2 ~ 3週孵化。孵化後初齡

若蟲如遇氣候狀況佳，尤其溫度高時12天即

離開母殼，如遇天候不良暫留蠟殼下，待天

氣良好時才離開，若蟲出現期為3月下旬至

4月下旬、6月下旬至7月下旬及9月下旬至

11月上旬。

（一）耕作防治

1. 作定期修剪枝條，使果園通風透氣，以減

少此蟲發生。

2. 發生嚴重枝條，剪除搬離燒燬。

（二）生物防治

其天敵有：檀島蠟小蜂 ( Coccophagus

圖二：角蠟介殼蟲二齡若蟲。（溫宏治） 圖三：角蠟介殼蟲熟齡若蟲。（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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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waiiensis Timberlake )、斑翅食蠟矮小蜂

(C.ceroplastae(Hood))、凹胸小蜂 ( Anastatus sp.

)、跳小蜂 ( Anicetus sp. )

（三）化學防治

參考選用植物保護手冊推薦膠蟲防治藥

劑，於若蟲未固定或固定初期，即6月下旬

~7月上旬或9月下旬至11月上旬，每隔7天

施藥1次，連續4次。施藥時著重於含蠟介

殼蟲上部新鮮枝條，噴藥時採用動力高壓噴

霧機，以增加防治效力。

1. 林珪瑞。2002。台灣和中國大陸果樹害

蟲名錄。p. 16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

試驗所編印。

2. 溫宏治、李錫山。1986。角蠟介殼蟲之

發生消長及其防治。中華農業研究35（2）

：216-221。

3. 翁振宇、陳淑佩、周樑鎰。1999。台灣

常見介殼蟲圖鑑。p. 9。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試驗所特刊第89號。

4. 蔡雲鵬。1965。台灣害蟲名彙。台灣省

經濟部商品檢驗局。p. 77。植物檢疫資

料第5號。

5. Simith. F. F., A. K. Ota, C. W. Mccomb, and J.

A. Weidhaas, Jr. 1971. Development and control

of a wax scale, Ceroplastes ceriferus. J. Econ.

Entomol. 64（4）：889-893。

6. Tao. C. C., C. Y. Wong, and Y. C. Chang. 1983.

Monograph of coccidae of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Homoptera：Coccoidea）. J. Taiwan

Mus. 36（1）：57-107.

（作者：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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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椿象以刺吸方式危害荔枝、龍眼，

除導致落花、落果及嫩枝、幼果枯萎外，並

引起荔枝果實期後期荔枝酸腐病之發生，成

蟲及若蟲亦為傳播龍眼鬼帚病（Longan

witchs' broom）之媒介昆蟲，其危害常造成20

~ 30 ％損失，嚴重者高達 80 ~ 90 ％產量損

失。其為中國南部荔枝及龍眼之主要害蟲，

根據調查中國貴州當地荔枝椿象危害十分普

遍，危害株率高達100％，1999年發現鄰近

中國的金門地區，其龍眼已受到荔枝椿象的

危害，臺灣目前為荔枝椿象非疫區，需嚴防

其入侵以免影響我國荔枝及龍眼產業。

荔枝椿象具刺吸式口器，其成蟲及若蟲

吸食荔枝、龍眼的嫩芽、嫩梢、花穗及幼果

汁液，導致落花、落果，嫩枝、幼果枯萎及

果皮黑化等，影響荔枝、龍眼產量與品質

（圖一）。

（一）分類地位

半翅目 Hemiptera

椿科 Pentatomidae

（二）分布

荔枝椿象主要分布於南亞及東南亞地

區，包括中國東南各省（如福建、廣西、海

南島）、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巴基斯

荔枝椿象
學名：Tessaratoma papillosa （Drury）

英名： Litchi stink bug、Longan stink bug、Lychee stink bug
俗名：石背、臭屁蟲、臭椿象、荔椿

圖一：在龍眼上之荔枝椿象。（洪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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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粒卵相聚成塊，初產時淡綠色少

數淡黃色，漸轉為黃褐色及灰褐

色，近孵化時呈紫紅色。

3. 若蟲：有5個齡期，臭腺開口於腹部背面，

位於腹部4、5及6、7節之間。一齡

若蟲體長約5公釐，呈長橢圓形，

體色紅色至深灰色，複眼深紅色，

前胸背板寬稍具凹面，為鮮紅色，

腹部中央及外緣深灰色。二至五齡

若蟲體型呈長方形，體色橙紅色至

淡橙色，第二齡若蟲體長約 8 公

釐，頭部、前胸肩角及腹部背面外

緣為深灰色，腹部背面有白色條紋

兩條，由末節中央分別向外斜向前

方，沿每 1 節背板兩側各有 1 黃色

點，呈2條黃色條紋，後胸背板外

緣伸長達體側；第三齡若蟲體長10

~ 12公釐，後胸外緣為中胸及腹部

第一節外緣所包圍；第四齡若蟲體

長14 ~ 16公釐，中胸背板兩側翅芽

明顯，其長度伸達後胸後緣；第五

齡若蟲體長18 ~ 20公釐，中胸背面

兩側翅芽伸達第 3 腹節中間，第 1

腹節退化，將羽化時，全體被白色

蠟粉。

（五）生活史

荔枝椿象屬漸進變態類， 1 年一個世

代，生活史包括卵、若蟲及成蟲3個時期，

卵為2 ~ 8月，一般於4月初孵化；若蟲期分

坦、菲律賓、斯里蘭卡、泰國、越南等地

區。

（三）寄主

荔枝及龍眼為主要寄主，次要寄主如欒

樹、柑橘、李、梨、橄欖及香蕉等。

（四）形態（圖二）

1. 成蟲：體長24 ~ 28公釐，寬15 ~ 17公釐，

雌蟲體型大於雄蟲，體呈盾形，黃

褐色，單眼 1 對、眼 1 對，皆呈紅

色；觸角4節，黑褐色；前胸向前

下方傾斜，臭腺開口於後胸側板近

前方處，胸部腹面披白色蠟粉；腹

部背面紅色，雌蟲腹部第7節（最

後 1 節）腹面中央具 1 縱縫使腹板

分成兩片，雄蟲腹部最後1節背面

具凹面的交尾構造。

2.   卵 ： 近圓球形，直徑2.5 ~ 2.7公釐，常

圖二：荔枝椿象成蟲、若蟲及卵粒。

（黃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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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理防治

1. 當溫度低於 10 ℃，越冬之荔枝椿象少活

動，可搖動或敲打樹枝及枝葉，震落成

蟲再予捕殺。

2. 於4 ~ 5月間荔枝椿象產卵盛期，摘除樹上

卵塊銷燬。

3. 於主幹基部塗佈一圈黏膠，防止掉落地面

的若蟲爬回樹上危害，亦可被黏膠黏住

而死亡。

（二）生物防治

關於天敵的利用，1974 ~ 1994年間於福

建、廣東及廣州的荔枝園於荔枝椿象產卵期

間釋放平腹小蜂（Anastatus sp.）及Ooencyrtus

sp. 2種卵寄生蜂可有效防治荔枝椿象；於泰

國常使用前揭兩種卵寄生性天敵進行防治。

即於龍眼花期初期釋放 20,000 隻 Anastatus

sp.，可有效降低荔枝椿象的族群密度，卵的

寄生率高達100％。

中國及泰國兩個國家對荔枝椿象天敵較

有研究，經整理荔枝椿象較重要的天敵有3

類：

1. 寄生捕食性天敵：皆為卵寄生蜂。於中國

報導有Anastatus bifasciatus，A. japonicus，

Ooencyrtus corbrtti，O. pallidipes及O. papil-

ionis 等 5 種；於泰國報導一種卵寄生蜂

（Ooencyrtus phongi）。

2. 捕食性天敵：蜘蛛、螞蟻及鳥類。

3. 病原菌：白殭菌（Beauveria bassiana）、淡

布於4 ~ 10月；以成蟲越冬，越冬成蟲出現

於次年 1 ~ 8 月，當代成蟲則於 6 ~ 12 月出

現。卵期與溫度有關，18℃時需20 ~ 25日，

22℃時需7 ~ 12日；若蟲一般有5個齡期，

若蟲期60 ~ 80日；成蟲壽命長達200 ~ 300

日，每隻雌蟲一生平均交尾達10次以上，交

尾後 1 ~ 2 日即產卵於葉背，每次產卵 14

粒，一生產卵5 ~ 10次。

在中國南部福建、廣東、廣西地區，荔

枝椿象 1 年一世代，以性未成熟的成蟲越

冬，越冬期之成蟲有群集性，多於無風、向

陽及較稠密的樹冠葉叢中或植株縫隙處越

冬，翌年3月上旬當氣溫達約16℃時，越冬

成蟲開始活動，於荔枝、龍眼枝梢或花穗上

吸食危害，待性成熟後開始交尾產卵，卵多

產於葉背，另亦發現其在枝梢、樹幹以及樹

體以外的場所產卵，成蟲產卵期自3月中旬

至10月上旬，以4、5月為產卵盛期。卵孵

化後，初齡若蟲有群集取食現象，二齡後逐

漸分散危害，干擾時有假死現象，同時分泌

臭液，並掉落於地，但很快就往樹上爬；若

蟲抗飢力強，可達約7日不取食，五齡若蟲

至成蟲間大量取食累積脂肪準備越冬，體內

具較多脂肪的越冬成蟲對藥劑容忍度較強，

越冬後的成蟲因消耗體內脂肪對藥劑的容忍

度降低，此時為最佳的防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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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青霉（Penicillium lilacinum Thom）及

Mermis sp.。

1. 何健鎔。 2000 。荔枝椿象。檢疫害蟲圖

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編印。

2. Chen, J. Y., C. F. Xu, K. B. Li, and Y. H. Xia.

1992. On transmission of longan witches’

broom disease by insect vectors. Acta

Phytopathologica Sinica 22： 245-249.

3. Chen, Y. H., L. Q. Lin, and J. Y. Chen. 1990.

Preliminary report of study on the release of

Anastatus sp. for the control of the stink bug

（Tessaratoma papillosa）. Fujia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15-16.

4. Huang, M. T., H. H. Mai, W. N. Wu, and C. L.

Pu. 1974. The bionomics of Anastatus sp. and

its utilization for the control of lichee stink bug,

Tessaratoma papillosa Drury. Acta Entomol.

Sinica 17：362-375.

5. Lin, C. S., and S. F. Chiu. 1983. Experiments on

the chemosterilization of the litchi stink bug,

Tessaratoma papillosa Drury. Acta Entomol.

Sinica 26（4）：379-386.

6. Liu, C. C. 1965. A preliminary study of biology

of litchi stink bug, Tessaratoma papillosa Drury

and its control. Acta Phytophyl. Sinica 4：329-

40.

7. Nanta, P. 1988. Biological control of longan stink

bugs. Tessaratoma papillosa Drury in Thailand.

Colloques de INRA 4：525-526.

8. Sen, A. C. 1966. A survey of the pentatomid bugs

on the economic plants in the Ranchi district.

Indian J. Entomol. 27： 4, 488.

9. Zeng, X. N., D. Deng, and J. M. Wang. 2001.

Chlorpyrifos and cypermethrin for the control of

litchi stink bug （Tesseratoma papillosa）.

Acta Hort.（ISHS）558：421- 423.

（作者：洪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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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蟲俗稱綠金龜，為果樹常見害蟲之

一，成蟲有日伏夜出之習性，日間進行捕殺

或藥劑防治困難，又其幼蟲棲習於土中或堆

肥內，防治益加困難。

成蟲於夜間活動，夏季荔枝長出新梢

即飛來啃食，取食新生葉葉片成缺刻，嚴

重時僅留葉脈及粗之枝條，亦常有枯死情

形。幼蟲常隨著堆肥施用而侵入，危害苗

木根部，造成苗木發育不良或萎黃而枯死

（圖一）。

（一）分類地位

鞘翅目 Coleoptera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二）分布

臺灣、中國、爪哇、婆羅州、馬來西

亞、泰國、印度、越南、寮國、東埔塞、印

尼、緬甸。

（三）寄主

葡萄、檬果、龍眼、柑橘、荔枝、蓮

霧、黃麻、鐘麻、榕樹、相思樹、油桐、甘

蔗地下部等。

（四）形態

1. 成蟲：雌成蟲體長24 ~ 30公釐，雄成蟲長

23 ~ 31公釐，橢圓形，青綠色，有

美麗亮光，體表面散佈小點刻，頭

楯黑褐色，頭部、頭楯處密佈點

刻，前緣和側緣黑褐色，緣內凹陷

處有半環狀紅色反光；翅鞘有突起

之側緣，佈滿刻點，黑綠色；胸部

有極細白色絨毛，前胸側緣有突起

之邊緣，呈黑褐色，中胸小楯板半

圓形，有點刻；腹面為明亮之赤褐

赤腳銅金龜
學名：Anomala acupripes（Hope）

英名：Green beetle、Red-egged cupreous chafer
俗名：綠金龜、紅腳綠麗金龜、紅腳金龜、大綠麗金龜

圖一：赤腳銅金龜危害情形。（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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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足為深綠色，腿節有紅銅色反

光，前足脛節上端部和外緣有2排

齒（圖二）。

2.  卵 ：橢圓形，乳白色，直徑長2.5公釐。

3. 幼蟲：初孵化時呈圓形彎曲，體乳白色，

頭部漸轉為黃褐色，老熟時變卵黃

色，腹部因取食逐漸膨大呈袋狀

（圖三）。

4 . 蛹 ：淡黃褐色，紡綞形，頭及尾端較

細，長達25 ~ 30公釐。

（五）生活史

成蟲黃昏時開始活動，交尾產卵皆在夜

間舉行，交尾後經1 ~ 5日產卵，卵期13 ~ 19

日，卵產於地下或堆肥中，孵化後，幼蟲以

腐植質為食，幼蟲期約8 ~ 10個月，老熟幼

蟲鑽入根附近土中營蛹室而越冬，次年化

蛹，蛹期21 ~ 27日，成蟲壽命1 ~ 3個月。

每年發生一至二世代，成蟲在5 ~ 8月夜

間飛來取食荔枝之嫩梢及幼葉，時常食盡整

個嫩梢或葉片只剩葉脈，並排泄大量糞粒留

置，白天時飛離，藏匿於附近雜草或陰暗地

方。雌蟲交配後潛入堆肥或腐植土中藏卵，

卵孵化後幼蟲取食腐植質，幼蟲期甚長，長

達8個月以上。

（一）耕作防治

清除枯枝、落葉以減少成蟲產卵。

（二）物理防治

1. 於清晨其飛翔力差容易捕殺時，利用人

工捕殺。

2. 於夜間設螢光燈誘殺。

（三）生物防治

其天敵為黃柑蟻（Oecophylla smaragdina

圖三：赤腳銅金龜幼蟲。（溫宏治）圖二：赤腳銅金龜成蟲。（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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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icius ）。

（四）化學防治

1. 發現堆肥有金龜子幼蟲（蠐螬），混入如

加保扶粒劑，加以防治。

2. 成蟲防治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荔枝細蛾推

薦用藥。

1. 王文哲、劉達修。1991。數種殺蟲劑對

赤腳銅金龜成蟲之毒性。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研究彙報 32：17-24。

2. 朱耀沂、石正人、魯仲螢。1982。赤腳

銅金龜生態學研究。中華昆蟲 8（1）：

39-49。

3. 朱耀沂、莊志立。1986。赤腳銅金龜幼

蟲 期 發 育 速 度 （ 摘 要 ）。 中 華 昆 蟲 6

（1）：113。

4. 吳蘭林。1973。嚴重危害葡萄之金龜子

類。臺灣農業9（4）：133-141。

5. 林珪瑞。2002。臺灣和中國大陸果樹害

蟲名錄。p. 84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

試驗所印行。

6. 林珪瑞。 2002 。台灣和中國果樹害蟲名

錄。p. 84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

所印行。

7. 章加寶。1988。葡萄園金龜子發生及防

治方法改進（摘要）。植物保護會刊 30

（4）：425。

8. 章加寶。1988。葡萄害蟲及其他有害動

物 種 類 及 其 季 節 消 長 。 中 華 昆 蟲 8

（1）：39-49。

（作者：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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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斑星天牛以往在臺灣主要危害木麻

黃、苦楝等樹木，後來由於農地之開發，成

為荔枝、番石榴、柑桔及印度棗等重要果樹

之害蟲，因其於樹幹基部危害，早期發生不

易被察覺，危害嚴重時植株枯死，造成農民

慘重損失。

成蟲平時棲息於枝葉上，咬食嫩枝表皮

及葉片，致嫩枝枯死，雌成蟲交尾後，以口

器咬破樹幹基部之樹皮呈”丁”字形裂縫產

卵其中；卵孵化後，幼蟲旋即於皮層內蛀

食，形成馬蹄隧道，並向外穿鑿小孔排出蟲

糞，此時樹幹上有流膠現象，約經2個月後

幼蟲鑽入木質部，在其內穿梭蛀食，此時樹

白斑星天牛
學名：Anoplophora macularia（Thompson）

英名：White spotted longicorn beetle、Long horn beetle
俗名：天牛、水牛郎、牛角蟲、鑽木蟲、山牛仔、

水牛公、樹象、砲蟲、鐵牛港橫

圖一：株幹受星天牛

危害情形。

（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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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上有少許木屑粉溢出，受害植株因樹液無

法上升，造成莖部上端逐漸乾枯，植株易被

強風吹斷，若蛀食隧道與地面平行，可使植

株枯死，俗稱”圍頭”後死亡（圖一）。

（一）分類地位

鞘翅目 Coleoptera 

天牛科 Cerambicidae 

（二）分布

臺灣、中國、緬甸、日本、韓國、海南

島、北美。

（三）寄主

柑橘、木麻黃、楊桃、印度棗、龍眼、

苦楝、無花果、番石榴、臺灣蘋果、梧桐等

多種果木。

（四）形態

1. 成蟲：成蟲體長2.4 ~ 4.0公分，寬0.7 ~ 1.3

公分，體黑色有光澤，顏面、足及

體之腹面有灰色毛，頭部向下垂

直，觸角長愈體長，鞭狀，黑白相

間（每節基部呈白色，端部呈黑

色），前胸背板尖，兩側有突出的

角刺，翅鞘基部有細瘤，中央凹

陷，兩邊隆起，足、翅鞘、前胸及

背板共有星狀白色斑點30 ~ 40個，

約略形成 5 排，故稱之為星天牛

（圖二）。

2.  卵 ：卵長 5.5 ~ 6.5 公釐，為長橢圓形

如米粒，初產時乳白色，漸呈黃

褐色（圖三）。

3. 幼蟲：剛孵化之幼蟲為乳白色，一至二齡

幼蟲為淡黃色，三齡以後體呈白色

略帶黃，背、側、腹面均有黃褐色

斑紋，體12節1足退化，頭小，前

胸背板顯著，上具1凸字形褐色斑

圖二：星天牛成蟲。（溫宏治） 圖三：星天牛卵。（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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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4.  蛹 ：為乳白色至黃褐色，長3 ~ 4公分，

裸蛹之頭、觸角、口器及足均可自

由活動。

（五）生活史

本蟲卵期7 ~ 10天，卵孵化後，幼蟲先

蛀食果樹皮層，2個月後蛀入木質部，幼蟲

期長達10個月，至第2年春天化蛹，蛹期1 ~

2 星期，成蟲羽化常在樹皮內靜止約 1 個半

月後，咬1圓孔外出，成蟲壽命約1個月，

其間產卵期約10天，每一雌成蟲一生產8 ~

20粒卵。

本蟲1年發生一世代，幼蟲在樹幹基部

蛀道或主根內越冬，成蟲在4 ~ 5月羽化出

現，5 ~ 7月最多，成蟲羽化後先在蛹室內停

留一段時間，然後咬出羽化孔，初羽化之成

蟲白天活動，取食寄主葉片、枝條皮層以補

充營養，取食2 ~ 3天後即可交尾，成蟲一生

交尾多次，並多次產卵，每1隻雌成蟲產卵

數10餘粒，產卵方式為散產，卵多產於樹幹

離地面相接處，卵孵化後，幼蟲初齡至第三

齡蟲通常在皮層下之韌皮部危害，第四齡蟲

（約經2 ~ 3個月）時大部份已蛀入木質部危

害，至8 ~ 10月幼蟲已在樹皮內、木質部嚴

重蛀食，養液無法運送，導致植株死亡。

（一）物理防治

1. 於清晨成蟲飛翔力較弱捕殺之。

2. 於7 ~ 10月間，逐株檢查主幹部，如發現

新鮮蟲糞及樹液外流，即用鐵絲刺殺

之。

3. 於成蟲出現之前，以紗網將主幹包裹，以

阻絕其產卵。

4. 成蟲有趨光性，可以燈光誘殺。

（二）生物防治

天敵包含釉小蜂（Aprostocetus fukutai

Miwa et Sonan）（卵）、花絨堅甲 （Dastarcus

longnlus sharp）（ 幼 蟲 ）、 斑 頭 陡 盾 繭 蜂

（Ontsira palliates （Cameron））（幼蟲）、蟻類

（Formicids）（幼蟲、蛹）。

（三）化學防治

1. 以棉花沾殺蟲劑原液，塞入蟲孔，再用泥

土封口，使其幼蟲中毒死亡。

48

圖四：星天牛幼蟲。（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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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每年4 ~ 5月間，成蟲羽化產卵期，用

40.64％加保扶水懸粉稀釋100倍，將藥液

噴於離地面45公分之樹幹基部。

1. 何坤耀、羅幹成、李啟陽、黃阿賢。

1995 。柑桔斑星天牛之生態與防治研

究。p. 263-278。臺灣柑桔之研究與發展

研討會專刊。

2. 林珪瑞。2002。台灣和中國大陸果樹害

蟲名錄。p. 84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

試驗所 印行。

3. 張開拔。1970。荔枝最大害蟲，斑星天

牛。臺灣農業 6（3）：143。

4. 黃振聲。1988。荔枝及龍眼主要害蟲之

生態與防治。中華昆蟲特刊 2：33-42。

5. 溫宏治。1987。星天牛危害印度棗調查

及 其 他 防 治 試 驗 。 中 華 農 業 研 究 37

（1）：100-104。

6. 羅幹成、李啟陽。1995。斑星天牛在柳

橙上的繁殖生物學研究（摘要）。中華昆

蟲 15（4）：382。

7. 羅幹成、邱瑞珍。1985。臺灣柑桔害蟲

及其天敵圖說。臺灣省農業試驗所特刊

20：3-5。

（作者：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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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蟲發生與農民之管理有直接關係，一

般荔枝園管理佳者，銹 發生機會少，而管

理差者罹患銹 之機會大。本蟲除危害葉

片，造成腫葉病、毛氈病、歪曲病、毛銹

病、縮葉病（圖一）外，也危害果實，故果

實外銷他國，必為重要檢疫之害 ，因其體

微小，肉眼難見，早期危害不明顯，造成防

治之困難，是故把握適期及時防治，是控制

本蟲的防治要領。

成、幼 在氣候溫暖時潛移至花、嫩

芽、幼葉、幼果上，銼吸汁液，同時分泌某

些物質，刺激表皮細胞產生絨毛，形成毛

氈。嫩葉被害後，最初為綠色加深，葉面出

現針狀微突，被害部擴大加厚，於是葉部產

生銀白色絨毛，此時大量蠕蟲狀的微小銹

，在絨毛間活動吸食汁液，並產卵於其

間，另一面葉表腫脹突出呈癭瘤狀，致使葉

片呈彎曲或扭轉等畸形現象，絨毛色澤變化

依序為銀白、黃褐、紅褐、深褐，最後變為

黑色，腫脹部位由綠色轉為紫褐色，危害嚴

重造成植株發育不良，甚至不結果；花穗受

害時，花穗不伸長，亦不能成長；花受害，

畸形膨大成簇狀，不會開花結果；幼果受

荔枝銹
學名：Eriophyes lichii Keifer

英名：Litchi rust mite、Erinose mite
俗名：毛蜘蛛、毛壁蝨

圖二：嫩梢遭受荔枝銹 危害情形。（溫宏治）圖一：銹 引起腫葉病。（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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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腳部末端漸細，除腹部有1對偽足外，

其餘退化；末節背面有長毛兩根，胴部由多

數環節構成。

（五）生活史

銹 因其個體微小，觀察困難，生活史

及生態方面少有研究，唯知其生活史經由

卵、第一若 、第二若 而至成 ，各期脫

皮前均須經過一段靜止期，各期長短尚不

詳。卵甚小、多產於絨毛基部，若、成 均

生活在絨毛間。

本 全年均會發生，1年發生10餘代，

其發生消長主要受氣象條件之影響，平均氣

溫24 ~ 30℃之間，雨量多及濕度在80％以

上，加上新梢抽出多時，發生密度較高，2

~ 3月及7 ~ 8月為族群發生密度高峰期，受

害經2 ~ 3個月後危害徵狀最為顯著，故4 ~ 5

月及10 ~ 12月間受害明顯，成 於冬季在葉

背或樹皮間隙越冬，2 ~ 3月春暖時，藉動

物、鳥類及風吹傳播，早期危害嫩芽、葉；

由於屬被動分散，除靠苗木運輸外，風、昆

蟲、農機工具或人為活動，均可助其分散傳

播，田間發生往往由園內少數植株開始，漸

而擴及其他周圍植株，另由葉片上之絨毛轉

色可預測銹 密度，當絨毛紅褐色時其密度

達最高峰，絨毛呈銀白色及黑色時，其密度

較低。

害，則停止發育或呈畸型，終至乾縮脫落，

若成果受害，果面產生褐色絨毛，影響果實

品質甚大（圖二、三）。

（一）分類地位

蜘蛛網 Arachnida 

蜱亞綱 Acari 

節蜱科 Eriophyidae 

（二）分布

臺灣、中國、印度、夏威夷、琉球。

（三）寄主

荔枝、龍眼。

（四）形態

體為圓柱形，淡黃至橙黃色，一端尖

細，大小約0.16 × 0.04公釐，體壁柔軟，頭

小向前方伸出，口器為吸收式，具有一對不

發達之針狀觸鬚，用以吸食；足2對生於前

圖三：銹 危害果實情形。（溫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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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耕作防治

宜於荔枝採收後，將被害葉片修剪並移

離。

（二）生物防治

天敵包含卵圓真綏 （Euseius ovalis

（Evans））、亞熱沖綏 （Okiseius subtropicus

Ehara）。

（三）化學防治

發生嚴重地區於嫩梢抽出時開始施藥，

7 ~ 10天後再施藥1次，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推

薦藥劑可施用35％滅加松乳劑（Mecarbam）

1,000 倍、 80 ％可濕性硫磺水分散性粒劑

（Sulfur）320 倍、 75 ％可濕性硫磺粉劑

（Sulfur）300 倍或 40.64 ％加保扶水懸劑

（Carbofuran）800 ~ 1,200倍。

1. 林珪瑞。2002。台灣和中國大陸果樹害

蟲名錄。p. 84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

試驗所印行。

2. 黃讚、黃金池、簡和順。1966。荔枝銹

防治試驗。植物保護會刊 8（4）：

401-405。

3. 黃讚。1967。荔枝銹 之形態特徵及其

危害消長觀察。植物保護會刊9（3,4）：

35-36。

4. 黃讚、黃坤煒、洪英傑。1989。危害荔

枝之二種節 。中華昆蟲特刊 3 ： 57-

64。

5. 溫宏治、李錫山、林正忠。臺灣南部荔

枝毯 之發生與防治。中華農業研究 40

（3）：298-304。

6. Pinese, B. 1981. Erinose mite- a serious litchi

pest. Queensland Agric. J. 107（2）：79-81.

（作者：溫宏治）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