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柑橘潛葉蛾
學名： Phyllocnistis citrella Stainton
英名： citrus leaf m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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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害柑橘之潛葉性害蟲全世界紀錄包括

幼蟲孵化後就近潛蛀入葉片組織內，潛

鞘翅目，鱗翅目，膜翅目及雙翅目四類，但

食葉肉，在葉片內蛀食成蜿蜒曲折的隧道

在臺灣僅有柑橘潛葉蛾（Phyllocnistis citrella

（圖一），發育成熟幼蟲多數潛食至葉片邊

Stainton）之紀錄種，為柑橘幼樹之主要害

緣，將葉緣捲起（圖二），在其中吐絲結繭

蟲；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將此蟲歸類為六大柑

化蛹，被害葉片多成縱向捲曲（圖三），如

橘害蟲之一；在印尼記載此蟲為柑橘苗圃之

多數嫩葉被害，影響枝條發育，尚未結果的

重要害蟲；日本雖有此蟲之分布，但並非主

幼株被害較烈，有時也會為害嫩技（圖

要之害蟲；中國大陸記載為重要之害蟲；而

四），不過被害葉的總面積若在 20 ﹪左右

菲律賓則記載為主要害蟲 ，最近此蟲已侵

時，尚不致對柑橘造成時顯的損傷。

(3)

入美國佛羅里達州 ，由上述之記錄可知此
(6)

蟲如在亞熱帶或熱帶地區，發生較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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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溫帶地區則不嚴重。

(一)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潛葉蛾科 Phyllocnistidae

圖一：柑橘潛葉蛾幼蟲在嫩葉上潛食狀。（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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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三：柑橘潛葉蛾為害葉片
狀。（羅幹成）

(二)分布

紋相接成 Y 字形，前緣近中央經外

據記載，此害蟲分布於臺灣、中國大

緣有濃黃色長緣毛，前緣角前有圓

陸、越南、泰國、緬甸、印度、斯里蘭卡，

形黑毛及 3 黑紋，再前又有 2 黑紋

印尼、菲律賓、琉球、日本、澳洲和南非

與後緣平行。後翅針葉狀，緣毛較

1993年出現於美國佛羅里達州 ，並且快

翅長，足之腿節有一刺，脛節先端

速地在佛州 860,000 英畝的柑橘園立足危

有二刺，體長 2 公釐，翅展開體全

害，成為生物防治的標的害蟲。

長5公釐，入夜產卵於嫩葉上。

(1,3,5)

(6)

(三)寄主植物
僅發現寄生於柑橘類、月橘和枳殼。
(四)形態及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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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卵 ： 扁圓形，無色透明，狀如水滴，徑
約 0.27 公釐，卵期 3 ∼ 7 天（圖
六）
。

1.成蟲：銀白色小蛾（圖五）
，前胸具銀白色

3.幼蟲：孵化後幼蟲就近潛入葉肉內，蛀食

長毛，前翅白色，尖葉狀，前翅之

表皮以下之葉肉，僅留下透明的表

內角有粗黑紋二條，長及翅之 2/3

皮，可透視葉肉內幼蟲之形態、取

處分叉，前緣中央有一斜黑紋，僅

食之情形及肛門排出之褐色條形糞

及翅寬之半，前緣之 1/3 處，又有

便。幼蟲期 18 ∼ 23 天，老熟之幼

黑色斜紋，達及後緣中央，此兩黑

蟲，多潛至葉之邊緣，將葉緣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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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柑橘潛葉蛾亦可寄生嫩枝之表皮內。

圖五：柑橘潛葉蛾之成蟲。（羅幹成）

（羅幹成）

起，為結繭化蛹之處所，幼蟲淡黃

能抑制潛葉蛾之危害，至 7 、 8 月後，串繭

綠色，頭小，體扁平，中胸最為寬

跳小蜂（Ageniaspis citricola Lagvinoskaya）出

大，第 5 、 6 節起向後逐漸細小，

現

腹末二節特細，老熟幼蟲體長 3 公

上，故柑橘潛葉蛾在 7 月之後既可不必施藥

釐（圖七）
。

防治，串繭跳小蜂足可將潛葉蛾壓至經濟危

4. 蛹 ： 初呈淡黃色，後變為深黃色，羽化前成

(5)

，其對潛葉蛾之寄生率可高達 90%以

害水平以下。

黃褐色，頭胸明辨，翅芽達及腹末
第二或第三節，後足達及腹部末
端。蛹期7∼10天（圖八）
。

̣ă֨ڱ͞ڼ
柑橘潛葉蛾雖在春稍期開始發生，但危
害程度較輕微，加以柑橘對此蟲之危害度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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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以下，均具忍受力，故春稍期不必針

柑橘潛葉蛾在臺灣周年出現危害柑橘嫩

對此蟲防治，但至夏稍期，則此蟲大為活

葉，年發生10代以上，一般春稍期既有少量

躍，應把握在夏稍初期即採取防治措施，以

發生，但危害較輕微，至夏稍期，則大肆發

防成蟲至嫩葉產卵，因一但幼蟲孵化蛀入葉

生，此後既有寄生天敵之出現，先為黑釉蜂

肉內，藥劑防治效力便會大打折扣，且此期

（ Tetrastichus sp.）， 隨 之 便 是 黃 釉 蜂

施藥次數應有 2 ∼ 3 次，方能確保夏稍之不

（Cirrospilus ingennus Gahan）之出現 。但此

被危害。但七、八月之後之秋稍，因有寄生

兩種寄生蜂之總寄生率約在30%以下，尚不

蜂之抑制，應避免用藥，以保障天敵之生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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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和功能。美國佛州從臺灣引進串繭跳小蜂
後，已經發揮對柑桔潛葉蛾之強大防治效
果，並發現臺灣之串繭跳小蜂與澳洲及東南
亞之串繭跳小蜂為不能互相雜交之隱性種
（cryptic specie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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