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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刺粉蝨 （Aleurocanthus spiniferus

（Quaintance））原為臺灣地區柑橘之次要害

蟲，在嘉義梅山、苗栗卓蘭等普遍施用有機

磷劑之柑橘園常出現局部危害 (1)。該蟲除直

接刺吸葉片汁液使細胞組織與有機氮損失，

開花與著果率減少外，所分泌之蜜露亦誘致

煤煙病之發生，影響光合作用，造成樹勢衰

弱 (2)。Clausen認為柑橘刺粉蝨與柑橘黑粉蝨

（Aleurocanthus woglumi Ashby）不論在習性與

生物特性方面均無多大差異 (5)。美國在1968

至1972年曾進行柑橘黑粉蝨之危害調查，發

現每葉若蟲數達50∼100隻時，會造成柑橘

葉片上之含氮量低於2.2%，導致90%之果實

無法著生；但若每葉若蟲數迅速降低至20∼

30隻，葉片上之含氮量很快回升至 2.3%，此

時果實之著生不受影響。又每葉柑橘黑粉蝨

與葉 密度相同時，則柑橘黑粉蝨對葉片細

胞質之危害僅約為葉 危害之1/200 (6)。

柑橘刺粉蝨發生多時，葉片背面佈滿各

生長期之該蟲，狀似芝麻（圖一），而若蟲

分泌之蜜露則誘發煤煙病（圖二），致使寄

主植物枝葉變黑，樹勢衰退 (4)。

(一)分類地位

同翅目 Homoptera

粉蝨科 Aleyrodidae

(二)分布

日本、中國大陸（廣東、福建、浙江、

江蘇、湖南、雲南）、香港、印度、斯里蘭

柑橘刺粉蝨
學名：Aleurocanthus spiniferus (Quaintance)

英名：Spiny whitefly

圖一：柑橘刺粉蝨為害柑橘葉片狀。（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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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臺灣、泰國、越南、馬立安納群島、卡

羅林島、夏威夷、汶萊（Brunei）、馬來西

亞 、 菲 律 賓 、 蘇 門 答 臘 、 毛 利 求 斯

(Mauritius）、肯亞、坦尚尼亞、烏干達等地
(2,8)。

(三)寄主植物

牛心梨、番荔枝、亨利氏伊立基藤、

柿、歡喜猴、烏 、膠樹、楓樹 、木通、枇

杷、梨、薔薇、檸檬、甜橙、崖椒、筆羅

子、柳、葡萄等 (8)。

(四)形態

1. 卵 ： 長橢圓形，彎曲，約0.19×0.09公

釐，基端有短柄。初產時為淡橙紅

色、半透明，發育後顏色加深至紅

褐色 (3)（圖三）。

2.若蟲：共有 4 齡。一齡若蟲體長、體寬約

0.3×0.12公釐；二齡若蟲約 0.43×

0.25公釐；三齡若蟲約 0.66×0.42

公 釐 （ 雄 ）， 0 . 7 8 × 0 . 4 9 公 釐

（雌）；四齡若蟲約 1.0×0.69公釐

（雄），1.2×0.86公釐（雌），三齡

若蟲、四齡若蟲可由其體軀大小分

辨雌、雄性。各齡若蟲初蛻皮時均

透明無色，隨即由灰黑色變為漆黑

色。體形隨發育程度由細長轉為橢

圓形且背面隆起。若蟲體周圍分泌

有白色臘質物，且隨齡期增長而增

多。其蛻下之舊皮連帶白色臘質物

常保留在體背中區之刺毛上 (3)。

3.成蟲：雌蟲體長約 1.4公釐，雄蟲約 1.0公

圖二：柑橘刺粉蝨為害同時分

泌蜜露誘生煤煙病。

（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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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初羽化時，體為橙紅色，翅黑

紫色，稍後體色漸漸變暗。經 24

小時後，翅被覆白色臘粉，雄蟲尤

為顯著 (3)。

(五)生活史

雄蟲常比雌蟲較早羽化，最初 1 ∼ 2 天

羽化出之雌雄性比為 1:2.1，3∼5天羽化之

雌雄性比為1:1，6∼15天羽化之雌雄性比為

1:0.5。羽化盛期在上午9 至11時。成蟲群集

於新葉背面取食，雌蟲於羽化當天即可產

卵，常見其一面取食一面產卵，因此卵粒大

多成弧形排列，5∼27 粒不等，直立插入葉

肉內。雌、雄蟲壽命各為 2.7 與 2.1 天。單產

雄性孤雌生殖。每一雌成蟲產卵量與成蟲密

度有關，在直徑 15 公分、高 30 公分的小空

間收容20、40 及80 對成蜂時，每一雌成蟲

終生產卵量各為 8.2、19.6 及 12.5 粒。一齡

若蟲在孵化後約 2 個半小時內，常在其卵殼

附近四處爬行覓食，移動範圍達 5 ∼ 7 公

釐，其餘各齡若蟲在蛻皮後僅略為移動約

0.1公釐，隨即固定取食。在 3∼5 月溫室內

之柑橘上，柑橘刺粉蝨完成一世代需時 65.7

天，存活率為 20.9%。其中卵及一至四齡若

蟲期各需 24.4、10、7.4、10.6 及 13.3 天；

存活率各為77.4、76.7、77.7、69.6及66.2%
(3)。

柑橘刺粉蝨在臺灣地區柑橘園內，夏、

秋季節發生密度最高，尤其在陰暗不通風之

柑橘園發生更為普遍。在中部地區該蟲每年

發生6代，分別為 三至五月、五至七月、六

至八月、八至九月、九至十一月及十一月至

翌年三月。其中十一月至翌年三月為該若蟲

之越冬期，但無休眠現象，僅見發育期延長

達 3 至 4 個月，各代之存活率均在 20% 以

下。成蟲初羽化時易受雨水沖刷致死，並減

少產卵量。卵產後，卵與若蟲均固著於葉

背，則較不易受雨水影響。雌雄性比為

1:0.7。第一世代與第二世代成蟲偏好在柑橘

樹冠下半部周圍與中央部分產卵；第三至第

六代之成蟲則無此習性；而第六代之第四齡

若蟲則以樹冠中央部分最多，下半部周圍次

圖三：柑橘刺粉蝨之卵粒。（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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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半部周圍最少。在馬來西亞，關島及

日本南部等地該蟲一年各發生 6 、 5 及 4 代
(5)。

(一)化學防治

植物保護手冊推薦之藥劑有40.64%加保

扶 （ carbofuran） 水 懸 劑 與 50%陶 滅 蝨

（chlorpyrifos + MIPC）可濕性粉劑兩種。

(二)生物防治

已記錄之柑橘刺粉蝨天敵共有19 種。

包括寄生性之矮蜂（Ablerus macrochaeta

Silvestri、Encarsia divergens Silvestri）、石井氏

黃 小 蜂 （ E. ishii Silvestri））、 E. merceti

Silvestri、E. merceti var. modesta Silvestri、E.

nipponica Silvestri 、粉蝨黃小蜂（E. smithi

（Silvestri））、薛氏小蜂（Eretmocerus silvestri

Gerling）、扁腹細蜂（Amitus hesperidum

Silvestri、A. hesperidum var. variipes Silvestri、

Amitus sp.）及蟲生真菌（Aschersonia sp.、

Aegerita webbneri Fawc.），與捕食性之瓢蟲

（Cryptognatha sp.、Delphastus sp.、小黑瓢蟲

Serangium sp.、粉蝨蠅Acletoxenus sp.、安平草

蛉（Mallada boninensis Okamoto）及蜘蛛等
(3,8)。日本與關島兩地均已證實粉蝨黃小蜂與

扁腹細蜂對柑橘刺粉蝨具有生物防治之實效
(7,9)，且 Clausen 認為Encarsia clypealis（Silvestri）

及 E. opulenta（Silvestri）、粉蝨黃小蜂、

Eretmocerus serius Silvestri、扁腹細蜂，其中

任何一種寄生蜂一旦立足則對Aleurocanthus

屬之大部分粉蝨均具防治能力 (5)。又 Dowell

et al.認為馬拉松之撒佈會急速降低扁腹細蜂

與 E. opulenta成蟲之羽化率，但若在柑橘開

花後施用對寄生蜂不造成任何慢性毒害，而

影響其對害蟲之抑制能力 (6)。在臺灣柑橘刺

粉蝨之天敵有記錄共8種，包括寄生性之粉

蝨 黃 小 蜂 、 扁 腹 細 蜂 、 蟲 生 真 菌

（Aschersonia webbneri Fawc.， Aschersonia

sp.），與捕食性之粉蝨蠅、安平草蛉、小黑

瓢蟲及蜘蛛等 (3)，此等天敵之發生易受到寄

主害蟲密度影響，在未施藥之柑橘園內，柑

橘刺粉蝨發生量均少，平均每葉不到 1 隻，

因此其天敵雖有發生，亦難得一見。在一年

施用二次44%大滅松乳劑之柑橘園，柑橘刺

粉蝨若蟲數每葉0.02∼24隻，時其天敵幾乎

終年存在且與該蟲之發生一致，每一葉片上

寄生蜂與粉蝨蠅之密度各為0∼0.1與0∼2.7

圖四：柑橘刺粉蝨之成蟲。（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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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於慣用施藥柑橘園，柑橘刺粉蝨發生多

而其天敵之寄生率亦頗高，如1985年4月在

卓蘭採集得980隻柑橘刺粉蝨中，該蟲之被

寄生率高達 90%以上，其中扁腹細蜂占

60.2%，粉蝨黃小蜂占39.8%。另在高溫潮濕

季節，蟲生真菌發生普遍，對柑橘刺粉蝨亦

有相當高之抑制效果。柑橘園中不當施藥，

將影響寄生蜂對柑橘刺粉蝨之寄生率，於不

施藥、適當撒佈藥劑及不當撒佈藥劑防治之

柑橘園中，柑橘刺粉蝨被寄生率各為 36 ∼

80%、24∼53% 及2∼18%，由此可知，當

施用藥劑防治柑橘害蟲時，應考慮其對天敵

的安全性，如此可達害蟲綜合防治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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