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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斑星天牛
學名： Anoplophora macularia (Thomson)
英名：White spotted longicorn beetle
致大量繁殖，同時其生物天敵未能隨同增

˘ă݈֏
斑星天牛在六○年代之前被視為華星天
）的一變
牛（Anoplophora chinensis （Forster）

殖，因而失去抑制，造成大量發生猖獗為害
，為了防治此一大害蟲，曾綜合中、日兩

(4,5)

，後將其獨立為斑星天牛（A. macular-

國學者歷年來所提出的防治法，計有刷白

，其為臺灣果樹及森林的重要害蟲，然而
ia）
據記載六○年前此蟲並無嚴重為害之紀錄，
其嚴重之為害乃肇因於自然生態之平衡遭到
破壞，即大量栽植柑橘類果樹及大面積栽植
木麻黃防風林，使其食物因子巨量增加，以

法、包紮法、DDT或r-BHC粉劑塗刷法及安

種

(16)

特靈（Aldrin）等四種方法均有成效，其中
以安特靈或地特靈(Dieldrin)之施用最為有效
而持久(7)，惜因上列藥劑先後禁用之後，現
僅推薦加保扶水懸粉劑進行防治，效果大不

圖一：斑星天牛成蟲。（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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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斑星天牛常在柑橘
樹幹基部產卵。
（羅幹成）

如前，且藥效持久性不及一個月，因近年來

約經7∼10日，孵化為幼蟲，初齡幼蟲先在

斑星天牛又猖獗發生。與斑星天牛屬近緣種

樹幹之皮層內嚙食，成環狀為害溝紋，成長

有分布於馬來西亞和印度的 A.versteegi

後逐漸蛀入木質部（圖三），並向上下四周

(15,20)

分布於日本的 A. malasiaca

環繞蛀食，破壞水份和養份的輸導系統，輕

(11,12,13,14)

及分布於中國大陸的 A. chi-

者使一條主枝枯萎而死，重者可使整株柑橘

nensis （Forster） 等三種，均為害柑橘之主
幹基部。對此三種天牛之防治法亦應予以參
考。

逐漸黃化而枯死。偶然也會將卵產在樹枝上

（Ritserna）
Thomson

(16)

˟ăПचې
斑星天牛成蟲（圖一）於春夏之交羽
化，產卵前先至嫩枝上剝食綠色皮層或葉片
為食，但此時期之為害並不嚴重。至產卵
期，雌蟲爬至樹幹基部（圖二），以口器將

（圖四）
，孵化後幼蟲蛀食此樹枝（圖五）而
至枯死（圖六）
。

ˬăचᖪໄ
(一)分類地位
鞘翅目Coleoptera
天牛科Cerambycidae
星天牛屬 Anoplophora

樹皮咬成T字形裂隙，將卵產在此裂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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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布

(四)形態及生活史

普遍分布於臺灣、日本及韓國 。
(4)

(三)寄主植物

1.成蟲：體長24∼35公釐，黑色，有亮光，
頭部向下垂直。觸角自鞭節起，每

根據記載，斑星天牛之寄主植物甚廣，

節之基部為白色；前胸背板光滑，

除柑橘類外，尚為害桑類、柳類、苦楝、構

兩側具突出之角，翅鞘基部有瘤，

樹、柳杉、洋紫荊、木麻黃類、銀樺、杉

翅鞘上有白色星狀大小不等的斑點

樹、紅檜、無花果類、番石榴、荔枝、楊

30∼40個，中間凹陷，兩邊隆起；

桃、樹豆、木瓜、篠懸木、野桐及印度棗。

顏面、足及腹面具有光澤之灰色

在柑橘種類中，椪柑被害最烈，桶柑次之，

毛；一般雌蟲體型較大，雄蟲體型

雪柑，夏橙又次之，柚子、文旦則較少被害

較小，在比例上，雄蟲之觸角較

。

(７)

長，約超過體長之 1.5 倍。成蟲出
現於四至九月，五、六兩個月為產
卵盛期。

圖四：斑星天牛偶然也會在柑橘樹
枝上產卵。（羅幹成）

圖三：斑星天牛幼蟲在柑橘樹幹為害
狀。（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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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卵 ：為長橢圓形，兩端略尖，大小如粒

毛，蛹體向內微屈，成淺弧形，體

米，微彎曲，長 5 ∼ 6 公釐，寬 1.5

長 30 ∼ 40 公釐，體寬 15 ∼ 20 公

∼ 2 公釐，初產卵粒呈乳白色，至

釐。蛹期10∼15天，即羽化為成蟲

孵化前，轉變為黃褐色，卵期僅約

。

7∼10天即孵化。
3.幼蟲：初孵化時體長約 5 公釐，全體乳白

αă൴ϠϠၗ

色，頭部淡黃色，大顎黑色，上下

斑星天牛在臺灣出現時期，因南北天候

唇白色。胸部較寬大至腹末逐漸狹

之差異，在南部提早約一個月，中部出現期

小，胸部第一節略扁平，硬皮板呈

則界於南北之間，茲將斑星天牛在臺灣北、

現暗褐色之凸字形紋，前端有飛鳥

中、南地區之各蟲期出現情形列於下表一：

形紋；硬斑頗大，疏生短剛毛，足

斑星天牛在臺灣每年一世代，通常在 3

退化，幼蟲發育成熟，體長約為60

月上、中旬幼蟲開始化蛹，約經 10 ∼ 15 日

公釐。幼蟲期長達10個月以上，有

羽化為成蟲，羽化後之成蟲，通常在樹幹內

8∼12齡期，一般為8∼9齡，成熟

靜止一段時日後才鑽出樹幹，並剝食較幼嫩

的幼蟲蛀食至近皮層的樹幹木質孔

枝條之皮層，有時也取食葉片，數日後即可

道中營蛹室而化蛹。

交尾，產卵多在中午及午後進行，六至七月

4. 蛹 ：為裸蛹，乳黃色具臘光。成蟲之外

間成蟲出現密度最高，成蟲出現期甚長，有

部構造均可見，觸角在胸下側捲成

時至十一月仍可見成蟲，其產卵期僅一星

二圈，眼點深紫色，尾器有稀毛，

期，一雌蟲一生可產卵七、八十枚，卵孵化

反翹，尖端向上，嘴喙有黃褐色短

為幼蟲，幼蟲期為該蟲之主要為害時期，在

表一、斑星天牛在臺灣北、中、南地區之出現情形
蟲期
地區

成蟲出現

成蟲產卵

卵期

幼蟲期

蛹期

南部

3月下旬至
4月上旬起

4月中旬起

7-10日

10-12個月
(6-8月為害最烈)

10-15日
(3月起化蛹)

中部

4月上旬至
4月中旬起

4月下旬起

7-10日

10-12個月
(6-8月為害最烈)

10-15日
(3月中起化蛹)

北部

4月下旬至
5月上旬起

5月中旬起

7-10日

10-12個月
(7-9月為害最烈)

10-15日
(4月起化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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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十月為害最為顯著，尤以六至八月最甚
。

黃粉 0.5 份，水 10 份，自煮石灰硫黃液，塗
刷柑橘樹幹，以防止天牛產卵，效果可維持

(1)

至今已發現一種屬釉小蜂科（Eulophidae）
之寄生蜂 Aprostoctus furutai Miwa et Sonan，
，但該寄生蜂寄生率極低。另一種絨細堅

60 天之久(8)，現今石灰硫黃合劑是最便宜之
藥劑，如能改變成份及濃度，應可予以應

(10)

用。

，在晚秋時找到
蟲（Dastarcus longulus Sharp）

(二)主幹包紮法

斑星天牛幼蟲，會咬破表皮，鑽入寄主體內

早期果農利用棕衣、竹片包裹，再用麻

寄生，取食體內組織，發育成熟後，幼蟲即

繩或鐵線予以捆綁，以防止天牛產卵 (7)。近

在寄主墜道內結繭化蛹，翌年二、三月間羽

年來，日本以防蚊之紗網圍捆於柑橘主幹高

化，成蟲似為腐生性，壽命甚長 (5)。

約 50 公分處，並將紗網散開埋於土內，有
如穿裙狀，對防止天牛產卵效果甚佳

̣ă֨ڱ͞ڼ

(11,12)

但對主幹太短即分出支幹的柑橘操作不易，

斑星天牛對柑橘及木麻黃之為害，古往

效果不佳（圖七）。主幹包裹後，天牛產卵

，且均能解決

習性隨之改變可在枝幹上產卵，亦為此法之

今來，防治方法甚多

(1,2,3,6,7,9,11,17,19)

當時之問題，但隨著人力的缺乏，工資之高

缺失。

漲，防治藥劑推陳換新，諸多先人有效方法

(三)黏蟲膠之利用

已不再適用現今之需要。但為解決此一重大

田間以標識再釋放的試驗進行評估黏蟲

害蟲問題，前人之防治技術仍有參考和改進

膠防治斑星天牛之效果，結果發現第一週可

之價值，如能配合最近研究之新技術，可擬
訂出有效綜合防治斑星
天牛之模式，現逐
項予以說明，以
供防治該蟲之
參考。
(一)藥物塗刷法
學者曾推薦
用生石灰粉，硫
圖五：斑星天牛在柑橘樹枝上之為害狀。
（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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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柑橘樹枝被斑星天牛為害而致枯
死。（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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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殘效不及一個月，且效果有每況愈下之
勢，在目前講求安全和無殘餘毒之條件下，
企望選得長效性防治天牛之藥劑，極為困
難。
(五)生物防治法
兩種白殭菌（Beauveria bassiana （Bsls.）
，似對斑星天牛之生物防治
與 B. brongniartii）
甚有效果，以後者為佳。以孢子108/㎝ 3 之濃
度液浸漬不織布或泡棉帶，掛於柑橘主幹上
方主枝分叉處或包裹主幹，防治柑橘星天牛
，防治率可達55-100%
（Anoplophora malasiaca）
。

(13,14,18)

̱ă͔ϡ͛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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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銅綠金龜
學名： Anomala expansa Bates
英名：Scarabaeid beetles
˘ă݈֏

˟ăПचې

金龜子種類多，食性雜，分布廣，多發

成蟲食性雜，常食害嫩葉形成不規則孔

生在山區新開墾或新栽植柑橘園，幼蟲取食

洞（圖一），又常咬斷嫩枝（圖二）及花

根部及近土表的樹幹基部，成蟲危害幼株、

柄，卵產在土表，孵化後，幼蟲在土中危害

花蕾、花及幼嫩枝葉。臺灣較長見的種類除

根部，常切斷鬚根，並危害主根表皮 (1,2,3)。

臺灣銅綠金龜外，尚有茶色金龜（Adoretus

formosanus Ohaus），大陸茶色金龜（Adoretus
sinicus Burmeister），紅色金龜（ Anomala
cupripes Hope ），和小綠金龜（ Echlora trachypyga Bates）(3)。現以臺灣銅綠金龜為代表
說明如下。

ˬăचᖪໄ
(一)分類地位
鞘翅目 Coleoptera
金龜子科 Scarabaeidae
(二)分布
臺灣及中國大陸。

圖一：臺灣銅綠金龜成蟲為害柑橘的
嫩葉。（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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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臺灣銅綠金龜成
蟲為害柑橘的
嫩枝。（羅幹
成）

(三)寄主植物
柑橘、葡萄、鳳梨、龍眼、檬果、榕

每年發生一世代，成蟲在四至十二月間

樹、相思樹、煙草、油桐、黃麻、鐘麻、泰

出現，有趨光性和假死性，成蟲多在夜間取

國麻、甘蔗 。

食，早晨便飛離寄主植物，七至八月間危害

(四)形態及生活史

最烈。卵產於土表，幼蟲孵化在土中危害作

(3)

成蟲體長 19 ∼ 20 公釐，背面綠色，有
較強光澤，複眼紅黑色，觸角褐黑色，前胸
背板兩側邊緣綠色，翅鞘上無縱脊，在翅鞘
近末端各具一小丘狀凸起，腹面具古銅光
澤，各足均呈綠色，每年僅發生一世代，以
幼蟲在土中越冬，四月幼蟲開始爬出土表取
食活動，五月上旬化蛹，五月中旬成蟲羽
化，七至八月間是成蟲發生盛期，卵產於土
表 (1,2,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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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根部，在土中活動範圍為距土面 13 ∼ 48
公分的深處

。

(1,2,3)

1914 年曾從夏威夷引進黑殭菌

Metarrhzium anisopliae （Metsch.）防治臺灣金
龜子類，效果甚佳。1961年曾發現該菌可寄
生臺灣銅綠金龜幼蟲，尤以高溫多雨季節具
有相當的控制力。另據柳原政之（1935 年）
、寄生蠅及線蟲也
報告，黑土蜂（Tiphia sp.）
會寄生金龜子幼蟲，但寄生率不高。另發現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食蟲虻幼蟲，也是牠的捕食性天敵 (3)。

̣ă֨ڱ͞ڼ
(一)燈光誘殺成蟲，金龜子趨光性強，使用
黑光燈、電燈、火堆誘殺，效果均佳
。

(1)

(二)利用成蟲假死習性，搖動樹枝，使之落
地予以捕殺之 (1)。
(三)利用丁基加保扶 48.34%乳劑稀釋 2500 倍
噴施樹冠，殺除金龜子成蟲 (4)。
(四)柑橘園進行冬季翻耕，殺死土內幼蟲及
蛹體 (1)。

̱ă͔ϡ͛ᚥ
1.任伊森。1996。柑橘病蟲害防治手冊（第
二版）
。pp.203-204。金盾出版社。
2.中國農業科學院柑橘研究所。1977。柑桔
病蟲圖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26p。
3.羅幹成、邱瑞珍。1986。臺灣柑橘害蟲及
其天敵圖說。臺灣農業試驗所特刊 20 ：
61-62。
4.植物保護手冊。 2000 。果樹病蟲害。
37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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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綿介殼蟲
學名： Icerya purchasi Maskell
英名： cottony cushion scale
至為困難。當時即採用生物防治法防治此害

˘ă݈֏
吹綿介殼蟲（Icerya purchasi Maskell）原

蟲，先在臺灣調查獲得數種本地天敵，均無

產於澳洲，可能在1902年由澳洲引進相思樹

良好之防治效果；後來於1909年二度自夏威

種同時侵入臺灣，初期寄生於臺北地區之相
思樹上，1907年以後，逐漸擴大蔓延至桃園

夷引進澳洲瓢蟲（Rodolia cardinalis Muls.）
(8,12,14)

，經繁殖後釋放於田野與臺灣原有的另

一帶，加害柑橘及相思樹林，此後即漸次蔓

一種小紅瓢蟲（R. pumila Weise）共同抑制吹

，柑橘被害嚴重者

綿介殼蟲之發生，目前雖仍零星發生吹綿介

可致整株枯死。雖當時曾用松脂合劑及砍伐

殼蟲，但短期內便可被此兩種天敵所控制，

燒毀被害植株為對策，但因其寄主植物多達

完全可不必施藥防治

30科76種，尤其在山林原野地帶發生，防治

）和
埃及吹綿介殼蟲（I. aegyptica （Douglas）

延至全臺各地

(2,6,7,8,9,10,11,12,13,14)

圖一：吹綿介殼蟲為害枝葉狀。（羅幹成）

20

。有兩種類似種：

(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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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田吹綿介殼蟲（I. seychellarus Westwood）
亦在臺灣發生，但為害不烈，澳洲瓢蟲和小
紅瓢蟲亦可予以防治。美國更早於 1868 或
1869年間自澳洲引種相思樹種時，將吹綿介
殼蟲引入加州，使美國柑橘遭受嚴重的打
擊，至 1888 年自澳洲引進澳洲瓢蟲共 127
隻，釋放之後在一年半期間，完全將吹綿介
殼蟲予以有效防治

，這是害蟲生物防

(6,11,13,14,)

治史上的最神奇的成功事例。

˟ăПचې
第一、二齡若蟲多大量棲息於葉之下表
中脈附近吸食（圖一），同時分泌大量之蜜
露（honeydew），使葉表產生黑色煤煙病，
嚴重影響葉部光合作用（圖二）；第三齡若
蟲期逐漸移行至枝幹上為害，雌蟲均在枝幹
上固著吸食為害（圖三、四），使被害枝葉
枯黃，葉片果實脫落，樹勢衰弱，嚴重者整
株枯死。
圖二：吹綿介殼蟲嚴重危害柑橘。
（羅幹成）

ˬăचᖪໄ
(一)分類地位
同翅目 Homoptera
吹綿介殼蟲科 Monophlebidae
(二)分布
臺灣，中國大陸，琉球，日本，菲律
賓，印度，斯里蘭卡，馬來西亞，越南，東
印度群島，澳洲，紐西蘭，北美洲，中南美
洲，歐洲，非洲 (1,2,3,4,5,9,10,11,13,14)。

(三)寄主植物
除柑橘外，尚為害木麻黃（圖五），相
思樹等30科76種木本植物 (2)。
(四)形態及生活史
1.成蟲：雌蟲無翅，雄蟲有翅。雌蟲體橢圓
形，橘紅色，腹面平坦，背面隆
起，全體有黑色細毛及小孔，隨時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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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吹綿介殼蟲之雌成蟲。
（羅幹成）
圖三：吹綿介殼蟲為害主幹。（羅幹成）

分泌白色臘粉及絮狀纖維；觸角黑

棍，足亦黑色。腹 8 節，遍生黃白

褐色，位於頭下方，11節，第10節

色細毛，末端有肉質突起 2 個，上

最長，第 3 節次之，各節膨大部有

著生長毛 3 條及黃褐色小毛數條，

褐色細毛，全體被有薄層臘粉，單

體長 2.9 公釐。交尾後，雄蟲不久

眼為黃褐色突起，位於觸角後斜

死亡，雌蟲則在 6-11 日後產卵，卵

方。口器由 4 條黃褐色絲狀物組合

產於白色半球形卵囊內，卵囊之背

而成，位於前中足間，氣門 4 對，

面有縱向隆起線15條，初時甚小，

前2對位於前中足後方，第3、4對

產卵後逐漸膨大，至卵粒充滿後，

位於第 7 、 8 對腹節邊緣。足黑

腹端被卵囊墊起成45度角，此時卵

色，略等長，遍生黃褐色刺毛 ,體

囊較體形猶大，一生產卵 32-1245

長 4 公釐，寬 5 公釐。雄蟲體橘紅

粒，產卵期 5-45 天，成蟲自開始產

色 （ 圖 六 ）， 口 器 退 化 ， 觸 角 黑

卵即不再遷移。直至死亡。

色，遍生黃褐色毛，10節，在複眼

2. 卵 ： 為長橢圓形，初產時為橙黃色，後

之前，複眼大而突出，黑色，半圓

轉為橘紅色，長 0.65 公釐，寬 0.29

形，其間又有單眼 1 對。前翅狹

公釐，卵期9-42日。

長，黑色，後翅退化為極小之平均

3.若蟲：初孵化之若蟲甚為活躍，不久即尋
覓適所為害，雌性若蟲三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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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齡若蟲：體橘紅色，不久分泌白色臘粉及
纖維，體側有縱溝一條，背面腹
端中央可分泌白色柱狀纖維，兩
側亦有毛 3 條，觸角 6 節，黑
色，足亦黑色，體長1公釐寬0.7
公釐。
二齡若蟲：體深橙紅色，橢圓形，背面隆起，
疏生黑色細毛，並分泌白色臘粉
及纖維，在邊緣者較長，觸角 6
節，體長 1.7 公釐，寬 1.2 公釐，
此期雌雄個體相似，惟雄體較長
而僅被薄臘粉。
三齡若蟲：體初深橙紅色，一、二日後轉為

圖五：吹綿介殼蟲為害木麻黃之枝葉。

暗紅色，全體被以薄層黃色臘粉

（羅幹成）

及纖維，觸角 9 節，體長 3 ∼ 3.5
公釐，寬2∼2.2公釐。雄性無第

4.2公釐，蛹期5∼44天；雌蟲第一齡18∼22

三齡，即第二齡若蟲變為前蛹

天，第二齡 13 ∼ 37 天，第三齡 15 ∼ 48 天，

期，雌性則無蛹期。

若蟲期共 48 ∼ 106 天，一年發生三代，第一
代四至六月出現，為期 54 ∼ 64 天；第二代

αă൴ϠϠၗ
雌性若蟲除第一次脫皮後，稍有移動

七至十月出現，為期 58 ∼ 96 天；第三代 10
月至次年三月出現，為期98∼164天。

外，多為固著寄生不再活動，雄性則不然，
第二齡雄性若蟲，尤為活躍，常尋覓枝幹之

̣ă֨ڱ͞ڼ

裂隙，鬆土或雜草間結繭化蛹，繭為白色，

自從引進澳洲瓢蟲之後，吹綿介殼蟲可

近長橢圓形，由白色臘質絲狀物構成，疏

被澳洲瓢蟲和小紅瓢蟲共同有效抑制，如發

鬆，繭長4∼6公釐，寬1.5∼2.0公釐，蛹橘

現少數吹綿介殼蟲出現，應調查有無上述二

紅色，有淡黃色細毛及被以薄層白色臘粉，

種瓢蟲之存在，如有瓢蟲之活動應避免用藥

眼黑褐色，位於觸角後方，翅芽可見，腹端

防治，予以保護天敵。據過去數十年之調

中央稍為凹下，兩側向後延長，體長 2.5 ∼

查，吹綿介殼蟲雖在臺灣並未絕跡，偶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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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柑橘或木麻黃上出現，但兩種瓢蟲常尾隨
而至，短期之內，即將其完全抑制，故此害
蟲在臺灣已不必施藥防治。

望。植物保護學會會刊 39：85-109。
7.羅幹成、邱瑞珍。1986。臺灣柑橘害蟲及
其天敵圖說。臺灣農業試驗所特刊。
20：75。

̱ă͔ϡ͛ᚥ
1.余致遠。1936。國產紅瓢蟲防治吹綿介殼
蟲法。科學的中國7(6)：12-15。
2.邱瑞珍。1966。臺灣農作物害蟲之生物防
治。 pp.11-22 。臺灣植物保護工作(昆蟲
篇) 。
3.陶家駒。 1966 。柑橘害蟲。 pp.137-193 。
臺灣植物保護工作（昆蟲篇）
。
4.陳方潔。1934。兩種瓢蟲。昆蟲與植病 2
(8)：142-148。
5.翟光宇。 1940 。黃岩柑橘類之重要病蟲
害。pp.22-25，pp.38-44。浙江農業。
6.羅幹成。1997。害蟲生物防治之回顧與展

8.羅幹成、陶家駒。1966。臺灣柑橘吹綿介
殼蟲之天敵。農業研究 15(3)：52：54。
9.素木得一。1940。臺灣における輸入害益
蟲。植物及動物 8：293-330。
10.新渡戶稻雄。1909。恐るべを綿吹介殼蟲
にフいひ。臺灣農事報 29。
11.新渡戶稻雄。1910。臺灣におはる綿介殼
蟲。昆蟲世界 14：299-301。
12.Beardsley, Jr. J. W. 1955. Fluted scales snd their
biological control in United States. Administered
Micronesia. Proc. Hawaii Ent. Soc. 15(3)：391399。
13.Chiu, S. C, K, C. Lo, C. C. Chien, C. C. Chen
and C. F. Chen 1985. Biological control of citrus
pests in Taiwan. TARI. Special publ. No.19：18。
14.Essig, E. O.1931. A history of entomology. The
Macmillan Co., New York, 1029, pp.175。
15.Quayle, H. J. 1938. Insects of citrus and other
subtropical fruits. Comstock Publ. Co., Ithaca,
N. Y. 583p。
（作者：羅幹成）

圖六：吹綿介殼蟲之雄成蟲。（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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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粉介殼蟲
學名： Nipaecoccus filamentosus (Cockerell)
英名：Mealybug
橘重要的害蟲，為害植物種類甚多，世界分

˘ă݈֏
球粉介殼蟲之學名原由 Cockerell 氏於
1893年以 Dactylopius filamentosus 首先發表；
其 後 先 後 以 Pseudococcus filamentosus
Cockerell， P. filamentosus corymbatus Green，

P. perniciesus Newstead et Willcocks及 P. solitarius
Brain 為其學名，經屬名之更易為
Nipaecoccus ，故仍以最早之種名為準，名之
，其他學名皆
為 N. filamentosus （Cockerell）
(7)
為同物異名 。球粉介殼蟲與另一種桔粉介
）同為臺灣柑
殼蟲（Planococcus citri（Risso）

布甚廣，對柑橘之為害不僅限於當年，並且
對翌年結果亦有不利之影響。

˟ăПचې
孵化若蟲即爬出卵囊，均喜群集在嫩枝
和葉柄之間為害，除分泌白色臘粉覆蓋體
表，同時分泌大量蜜露，誘發煤煙病，葉部
被黑色黴菌沾染，影響光合作用至鉅，使樹
勢衰弱，果實若被感染，黑色黴菌斑紋不易
擦除，商品價值大減。由於多集中為害嫩
枝、葉柄、果柄或果肩部（圖一、二、
三），枝條被害變為畸型，果實被害肩部呈
畸型隆起（圖四）
，失去商品價值。

ˬăचᖪໄ
(一)分類地位
同翅目 Homoptera
粉介殼蟲科 Pseudococcidae
(二)分布
球粉介殼蟲可能源自於東南亞，據文獻
圖一：球粉介殼蟲為害柑橘葉柄。
（羅幹成）

記載，本種已分布於臺灣，中國大陸，泰
國，印度，斯里蘭卡，菲律賓，日本（琉
球）
，夏威夷，澳洲，南美洲及非洲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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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三：球粉介殼蟲為害柑橘枝條狀。
（羅幹成）

(三)寄主植物
柑橘、葡萄、李、蓮霧、咖啡、桑、榕

觸角，胸及足均褐色。頭圓，眼上

樹、莢竹桃、大豆、槴子花、木槿、棉等

下兩面紅色，但下面者深而大，前

(6)

端彼此接近，觸角10節，細小而有

(四)形態

毛。足之腿節頂端有粗刺 2 條，脛

1.成蟲：雌成蟲體紫黑色，分泌白色臘質粉

節長於跗節，有 1 球狀毛，爪尖細

狀物蓋於全身。複眼小，暗褐色，

而彎曲。翅透明白色，略具光澤，

位於觸角之側腹面；觸角短， 7

翅脈僅 2 支， 1 支由基部伸出，並

節，每節有毛，末節之毛更多。口

分支而達外端， 1 支向上與前緣平

器非常發達，位於前足之間，吻甚

行，後翅退化為平均棍。腹部 7

狹長，末端摺起。各足短小而相

節，末端圓錐形，有刺，又有一對

似，腿節褐色，脛節和跗節等長，

極長之臘毛，白色，末端有外生殖

爪細短，彎曲，肛門口圓，環狀角

器。體長0.9∼1.6公釐，寬0.2∼0.4

片有刺毛6條，位於體末端，氣孔2

公釐。

。

26

釐。雄蟲有翅，體長形，紅褐色，

對，位於腹面前中、中後足之間，

2. 卵 ： 卵紫色，橢圓形，光滑，長0.1∼0.2

體長 1.6 ∼ 3.5 公釐，寬 1.0 ∼ 2.8 公

公釐，寬0.05∼0.1公釐，產於卵囊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內，卵囊由雌蟲分泌臘質粉狀物而

出現，38天；第七代十月至次年一月出現，

成，為淡黃色，初局部遮蓋體背，

為期約80天。第二代卵期約15天，第一齡 8

後逐漸加厚，卵粒增多，卵囊擴

天，第二齡15天，第三齡6天，雌蟲之產卵

大，將其體豎起，卵囊與身體成圓

前期 7 天，產期 15 天，平均每雌產卵 254

球形，當群集在枝葉上，外觀近似

枚。

連串之葡萄狀。
3.若蟲：初孵化之若蟲體呈淡紫色，後漸變

αă൴ϠϠၗ

為紫色，至固著為害後，體背即始

多發生於春季至初夏之幼果期，通常雌

分泌白色臘粉，體長 0.2 ∼ 0.5 公

蟲在春季開花期，即大量產卵，若蟲孵化時

釐，寬 0.1 ∼ 0.4 公釐，至第一次脫

正值幼果期，若蟲可爬行至較隱蔽之枝條，

皮後即另覓棲息處所，固著寄生，

葉柄及果蒂處棲息，通常至七月達到棲群之

此期分泌之臘粉增多而厚，呈白或

高峰，至盛暑颱風季節，族群即大量減低。

淡黃色，體長0.6∼1.0公釐，寬0.3

臺灣記載有 3 種天敵，即蒙氏瓢蟲

∼ 0.5 公釐，第二次脫皮即為雌成

）
，二星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Mulsant）

蟲；雄蟲至第 2 齡末期即可與雌蟲

小黑瓢蟲（Scymnus （Nephus) ryguus Kamiya）

區分，分泌白色長橢圓形絲狀物，

。蒙
以及廣角跳小蜂（Anagyrus sawadai lshii）

狀若蠶繭，體長 0.9 ∼ 1.1 公釐，寬

氏瓢蟲原產於澳洲，引進澳洲瓢蟲（Rodolia

0.5∼0.55公釐，若蟲在此繭內行第

cardinalis Muls.）時一併引入臺灣，對球粉介
殼蟲及其他粉介殼蟲類均有顯著之壓抑效
果，而二星小黑瓢蟲和廣角跳小蜂均在夏季
才普遍發生，對粉介殼蟲類族群之抑制力尚
需深入評估 (2,3,4,5)。

2次脫皮變為前蛹，體長0.9∼1.1公
釐，寬 0.5 ∼ 0.55 公釐，雄性 1 ∼ 3
天後再脫皮為蛹，體長 1.0 ∼ 1.2 公
釐，寬0.4∼0.5公釐。
(五)生活史
在臺灣一年發生 7-9 世代，各地發生不
一致，在北部一年發生 7 代，第一代於二至

̣ă֨ڱ͞ڼ
(一)藥劑防治

三月出現，完成一個世代53天；第二代四月

由於球粉介殼蟲多發生於春夏之交，當

出現，為期38天；第三代五至六月出現，為

在春季雌蟲卵囊形成，應採取防治措施。防

期 32 天；第四代六至七月出現， 28 天；第

治之時機甚為重要，一般均應在春梢發生之

五代八至九月出現，29天；第六代九至十月

前予以防治最為有效，在春梢出現之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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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受損害，應在粉介殼蟲發生初期，以人
工飼育之蒙氏瓢蟲釋放於田間，否則將緩不
濟急的。

̱ă͔ϡ͛ᚥ
1.陶家駒。 1966 。柑橘害蟲。 pp.154-156 。
臺灣植物保護工作（昆蟲篇）
。
2.羅幹成。1997。害蟲生物防治之回顧與展
望。植物保護學會會刊39：85-109。
3.羅幹成。1997。捕食性天敵在臺灣的利用
與展望。中華昆蟲特刊 10：57-65。
4.羅幹成、邱瑞珍。1986。臺灣柑橘害蟲及
其天敵圖說。臺灣農業試驗所特刊 20 ：
圖四：球粉介殼蟲為害柑橘果實狀。
（羅幹成）

29-31。
5.羅幹成、陶家駒。1966。臺灣柑橘球粉介
殼蟲之天敵。農業研究 15(4)：53-56。

即刻把握在卵孵化之前防治。在開花後，應
再予防治，通常初孵化之若蟲在尚未找到隱
蔽棲息場所之前，為較容易防治之時機。
(二)生物防治
蒙氏瓢蟲為自澳洲引進之天敵，成蟲產
卵於介殼蟲之卵囊內，幼蟲孵化後，即捕食
粉介殼蟲之卵粒，至第三齡幼蟲時可分泌白
色條狀臘粉覆蓋全身，幼蟲成熟即在捲葉或
陰暗縫隙內化蛹，臘粉仍蓋住蛹體。春夏之
交，柑橘花謝，幼果形成，正是桔粉介殼蟲
類發生盛期，蒙氏瓢蟲伴隨出現，捕食並產
卵。但在自然情況下，將粉介殼蟲完全抑制
需時 1 個半月至 2 個月，但為了確保柑橘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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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beling, W. 1959. Subtropical fruit pests. Univ
Calif., Div. Agric. Sci., pp229-284.
7.Tao, C. C. C. 1978. Check list and host plant
index to scale insects of Taiwan. Jour. Agric.
Res. China. 27(2)：112。
（作者：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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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介殼蟲
學名： Coccus viridis (Green)
英名： Green scale，Green coffee scale ， Soft green scale
˘ă݈֏
綠介殼蟲之學名首先是由 Green 氏以

Lecanium viridis Green 而命名；後又經Kuwana
命 名 為 L. colemani ; Newstead 氏 命 名 為
Trechocoris hesperidum africanum ，經屬名之更
，其他學名
易，而為 Coccus viridis （Green）
均為同物異名。
綠介殼蟲為世界熱帶地區普遍分布之害
蟲，產地應為南美洲。臺灣於1929年首次發

現此害蟲 (3,4)。

˟ăПचې
成蟲和若蟲多集中於幼嫩枝葉為害（圖
一、 二）
，同時分泌蜜露，誘發煤煙病（圖
三），葉片佈滿黑色病菌菌絲，嚴重妨礙葉
片之光合作用，並誘集螞蟻、蜂、蠅之取
食，使植株發育受阻而成衰弱之勢。

圖一：綠介殼蟲為
害柑橘葉片
狀。（羅幹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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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綠介殼蟲為害柑橘
枝葉狀。（羅幹成）

ˬăचᖪໄ
(一)分類地位
同翅目 Homoptera
硬介殼蟲科 Coccidae
(二)分布
介於南北緯之25度之間，但美國佛羅里
達州和歐洲西西里島為例外，現依地區分別
列舉於下：
1.印度洋地區：斯利蘭卡，馬達加西，留尼
旺及色契里斯。
2.東南亞地區：印度，印尼 ，馬來西亞，菲
律賓，新幾內亞，索馬托，保根維里，伯
馬，臺灣，泰國。
3.太平洋地區：夏威夷，馬利安那群島，帕
勞群島，撒摩阿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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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 洲：比屬剛果，肯亞，烏干達，愛瑞特
亞，北羅德沙 ，坦剛易卡 。
5.歐 洲：西西里島。
6.南美洲：玻利維亞 ，巴西，哥倫比亞，委
內瑞拉，蓋圭那。
7.中美洲及西印度群島：安替瓜，巴哈馬，
巴貝多 ，哥斯達黎加 ，古巴，格里那格里
達島，瓜納，瓜地馬拉， 海地，牙買加，
墨西哥，蒙撒瑞特，內維斯，波多黎各，
撒爾瓦多，聖文生，千里達及維爾琴群
島。
8.北美洲：美國、佛羅里達州。
(三)寄主植物
綠介殼蟲之寄主植物包括7科植物，如：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圖三：綠介殼蟲為害誘發煤煙病。
（羅幹成）

莢竹桃科：卡梨撒屬（Carissa carandus）
、印
。
度素馨屬（Plumeria acutifolia）

內之黑褐色排泄物，邊毛極細，形
狀不一，大部先端分叉，臀板方

忍 冬 科 ：莢迷屬。

形，端毛極細，腹摺有 4 條長毛，

桃金孃科：蒲桃屬（Eugenia javanica）、番石

腹面臀板及生殖孔之下面有許多小

。
榴屬（Psidium guajava）

孔，此等小孔可達及後足基節。在

茜 草 科：阿拉伯咖啡樹、梔子科（Gardenia

中基節及後基節間之中區有管狀構

、酒味果屬
florida ， G. grandiflora）
（ Genipa americana ）、山丹花屬
。
（Ixora chinensis）
芸香科：㢃ⅈߡ、柑橘類、黃皮果屬
。
（Clausena lunulata）
、山欖屬
山 欖 科：人心果屬（Achras zapota）
。
（Sideroxylon ferrugineum）
。
梧 桐 科 ：大白葉仔屬（Heritiera littoralis）
(四)形態及生活史
1.成蟲：體淡綠色，卵圓形扁平，體皮膜質
具光澤而透明，可透見體內消化道

造，觸角細而發達， 7 節，足發
達，體長2∼2.8公釐。多寄生於柑
橘嫩葉背面，通常行單性生殖。
2. 卵 ：產於成蟲體下，卵為卵形，淡綠色，
有光澤，長 0.25 公釐，寬 0.15 公
釐。
3.若蟲：孵化後之若蟲即就近吸食嫩枝葉，
體呈淡綠色，肛門裂明顯，體長0.3
∼0.4公釐；第2齡若蟲為淡綠色，
體長0.7∼0.85公釐，若蟲期發育在
臺灣夏季需時 24 ∼ 39 天，冬季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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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天;完成一世代夏季 50 ∼ 70

蟲之發生，但仍應予以適度之保護 (1,2,4)。

天，冬季80∼100天，年發生4∼5
代。成蟲產卵前期20∼46天，產卵
期 10 ∼ 28 天，一生產卵 100 粒左
右。

̣ă֨ڱ͞ڼ
採果後之果樹休眠期，作適度之枝條修
剪，將被害之枝條剪除，集中焚燒，然後全
園施藥，以徹底去除蟲源。在冬季及春季低

αă൴ϠϠၗ

溫時，可添加夏油，可達更完全之防治效

綠介殼蟲通常多發生於夏季，尤在枝葉

果。春稍和夏梢期為介殼蟲活躍之時期，應

茂密，通風不良之果園常發生，初期發生在

注意其防治工作，以防止其為害果柄及果

少數嫩枝葉上，多棲息於枝條葉柄及葉片下

實，避免產量和品質之損失。

表為害，不易發覺，待大量繁衍，誘發黑色
煤煙病時，才被發覺，此時防治為時已晚。

̱ă͔ϡ͛ᚥ

此蟲在管理良好，剪枝通風之果園不易發

1.陶家駒。1966。柑橘害蟲。pp.156-157。臺

生，多發生在疏於管理修剪之果園。

灣植物保護工作（昆蟲篇）
。

綠介殼蟲雖非臺灣原產，因侵入臺灣已

2.羅幹成、邱瑞珍。1986。臺灣柑橘害蟲及

甚長久，有三種寄生蜂在適當時機可發揮抑

其天敵圖說。臺灣農業試驗所特刊 20 ：

制綠介殼蟲之功效（圖四）。三種寄生蜂學

32-33。

名 為 斑 翅 黑 小 蜂 （ Aneristes ceroplastes
Howard）， 黑 小 蜂 （ Coccophagus tibialis
Compere）及黃斑跳小蜂（Microterys speciosus
Ishii）
，此三種寄生蜂雖無法完全控制綠介殼

3.Ebelling, W. 1959. Subtropical fruit pests. Univ.
Calif., Div. Agric. Sci., 188 p.
4.Cheng, C. H. and C. C. C. Tao. 1963. Green scale,

Coccus viridis （Green）. Plant Port. Bull.
5(2):80-89.
（作者：羅幹成）

圖四：綠介殼蟲被寄生蜂寄生情形。（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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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圓介殼蟲
學名： Chrysomphalus aonidum (Linnaeus)
英名： Florida red scale
˘ă݈֏
褐圓介殼蟲是由Linnaeus 氏於1758年定
名 為 Coccus aonidum ， 後 來 Ashmead 和

年 (3,4,8)，仍以更易之屬名與Linnaeus 氏原定之
種名為其正式學名，其他學名均屬同物異
名。

Comstock 氏 又 先 後 於 1880 與 1881 年 以

褐圓介殼蟲多分布於熱帶和亞熱帶地

Chrysomphalus ficus 為 名 發 表 ， 1899 年
Cockerell 又以 Chrysomphalus aonidum 為名發
表， 1900 年 Hempel 和 Cockerell 先後又以
Aspidiotus aonidum 為名發表 (1,2,6,7,8)，但由於最
早是由Linnaeus 氏於1758年定名發表，雖然
屬名有更易且Takagi氏與陶氏延用 C. ficus 多

區，為害許多果樹及熱帶植物，臺灣記錄其
寄主植物達34種

，中國大陸記載164種之

(4,8)

多 ，美國 Florida 記載有 191 種
(1)

(7,8)

，可能是

由古巴入侵該州，由於褐圓介殼蟲不適乾燥
氣候，故在美國加州未有發生，為墨西哥和
地中海地區最嚴重的柑橘害蟲 (6)。柑橘普遍

圖一：褐圓介殼蟲為害使葉片
黃化，並誘使不正常
的發芽。（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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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褐圓介殼蟲為害葉片狀。（羅幹成）

被其為害，為害部位多在葉片之下表，密集

ˬăचᖪໄ

為害常導致葉片黃化凋落，也喜為害果實，

(一)分類地位

被害果實品質大受影響，商品價值大減。近
年來可能由於柑橘價格低迷不振，果農用藥

同翅目 Homoptera
盾介殼蟲科Diaspididae

減少，介殼蟲反而發生不如從前猖獗，究其

圓盾介殼蟲亞科Aspidiotinae

原因乃是一種寄生蜂發揮了抑制之功效。

˟ăПच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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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頂盾介殼蟲族Chrysomphalini
金頂盾介殼蟲屬 Chrysomphalus
(二)分布

若蟲孵化後，爬行尋找合適部位固著寄

根據文獻記載，此介殼蟲分布於全世

生，吸食葉部或果皮之養液，被害部變為黃

界，包括臺灣，中國大陸，日本，印度，斯

色（圖一、二、三），且逐漸擴大，蟲數多

里蘭卡，菲律賓，土耳其，埃及，以色列，

時往往造成落葉，枯枝，為害果實形成黃綠

敘利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剛果，坦桑

色斑點，降低其商品價值。

尼亞，南羅得西亞，南非，馬達加斯加，英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圖三：褐圓介殼蟲為害檸檬果實狀。
（羅幹成）

圖四：褐圓介殼蟲之介殼及其介殼下之黃
色蟲體。（羅幹成）

國，法國，義大利，南斯拉夫，希臘，羅馬

木、石楠、鱷梨、月桂、樟、木蘭、檀

尼亞，德國，馬德拉，留尼旺島，毛利求

香、歐洲堅果、桑 、棟、柳、松、柏、

斯，澳洲，紐西蘭，夏威夷，加羅林島，新

南美杉、紫杉、羅漢松、銀杏、竹、棕

加來多尼亞，薩摩阿群島，美國，古巴，牙

櫚、蘇鐵、雙子蘇鐵、莢㡳、梔子花、

買加，波多黎各，小安的里斯島，圭亞那，

槍彈木、金葉樹、長春花、杜鵑花、桃

巴西，阿根廷等。

葉珊瑚、常春藤、紅膠木、車桑仔、阿

(三)寄主植物

開木（Blighia）、福木、南蛇藤、檳榔

1.中國大陸記載有：柑橘、檸檬、葡萄、椰

青、玫瑰、紫菀、金盞花、紫金牛、玉

子、無花果、香蕉、蘋果、梨、桃、

蕊、散沬花、仙人掌、秋海棠、大風

李、山楂、枇杷、檬果、栗、棗、柿、

子、大戟、大丁草、刺子莞、耐寒苣

石榴、楊梅、番石榴、番荔枝、木菠

苔、牽牛花、蕕、假連翹、鴛鴦茉莉、

蘿、油橄欖、檳榔、海棗、茶、山茶、

假虎刺、黃蟬花、羅望子、巢菜、山扁

百合、花椒、蓖麻、石刁柏、芋、油

豆、溲疏、石竹、鶯爪花、商陸、沿階

桐、黃麻、棉、桑、梓樹、木犀、尖藥

草、紐西蘭麻、龍血樹、朱蕉、蜘蛛抱

木、女貞、素馨、桉、漆樹、紅千層、

蛋、蘆薈、石柑子、八角金盤、盃芋、

番櫻桃、欖仁樹、桱柳、紅厚殼、木

蓼、莧、石斛、竹芋、美人蕉、望鶴

槿、鼠李、槭樹、韋予、冬青、黃楊、

蘭、旅人蕉、唐昌蒲、龍舌蘭、菝、

葉下珠、巴豆、變葉木、枸杞、洋槐、

虎尾蘭、水芋、紐西蘭椰子、莎草、蔍

刺桐、角豆樹、洋蹄甲、相思樹、石斑

草、薹、金芧、狗牙根、露兒、白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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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秋茄樹、巴拿馬草、肯特棕、拉唐

物上，介殼直徑為 1 ∼ 2 公釐。雄

棕 。

蟲介殼顏色與雌蟲者相同，為卵

(1,2)

36

2.臺灣記載有：檳榔、鶯爪花、黃楊、瓊崖

形，後端延長，色較灰白，介殼長

海棠樹、茶、山茶花、納塔爾梅子、

0.8 ∼ 1.0 公釐，寬約 0.75 公釐。雌

樟，柑橘類、楊桐、可可椰子，蘇鐵、

性成蟲體闊梨形（圖四），前體部

大葉吳菜萸、榕樹、福木、日本女真、

較闊，圓形，臀板突出，體最闊處

楠、十大功勞、香蕉，紅頭肉荳蔻、桂

在後胸，後胸後側角有尖銳的距，

花、大葉山欖、林投、松、大葉羅漢

頭胸部的外緣，著生細長毛，每側

松、薔薇、 Thevetia sp.

6 ∼ 7 支，每腹節兩側具 1 ∼ 2 支，

。

(3,7)

3.國外記載有： Coprossma 、 Markhamia 、

皮膚均為膜質，均呈橙黃色。觸角

Taxicophlaea 、 Royena 、 Argania 、
Leucopogon 、 Oreopanax 、 Sciadophyllum 、
Leptospermum 、 Angophora 、
Pterospermum 、 Botorhus 、 Sclerocarya 、
Poinsettia 、 Ptaeroxylon 、 Listia 、
Castarospermum 、 Brexia 、 Cotyledon 、
Muehlenbeckia 、 Brassia 、 Coelogyna 、
Odontoglossum 、 Ocidlium 、 Vanda 、 Ixia 、
Doryanthus 、 Furcraea 、 Calostemma 、
Mondo 、 Nolina 、 Anthurium 、
Perichardia 、 Caryota 、 Dictyosperma 、
Howea 等36屬植物 (5,6)。
(四)形態
1.成蟲：雌蟲介殼正圓形而扁，中央隆起呈
圓錐形，厚而堅硬，紫褐色，沿邊
緣灰白色、蛻皮位於中心，色較
淡，通常呈橙黃色或紅褐色，第一
次蛻皮為臍狀常被以白色分泌物
塊，似小形白盤，扁薄，遺留在植

瘤狀，側生 1 長剛毛，氣門開口圓
形，無盤狀腺孔，在腹部第二節側
角 1 群短小的背腺管亞緣群，約 6
∼ 19 個，第三節上只有 1 個。臀板
短闊，端部鈍形，有 3 對同樣形狀
和發達的臀葉，均端圓，兩側平
行，內側具淺缺刻，外側角有 1 深
刻，中臀葉稍寬，第四臀葉只留遺
跡，呈圓形突出。體長 1.0 ∼ 1.4 公
釐，寬0.82∼1.2公釐。雄性成蟲體
粗壯頭胸部緊相結合，觸角10節，
念珠狀，多毛，眼 6 對，除側眼
外，並有背眼和腹眼各 1 對，前翅
寬，端圓，後翅成平衡棒狀。足
長，纖弱而多毛，跗節 1 節，前跗
節爪狀，各有冠球毛 1 對，腹部 9
節，末端具長生殖刺。全體橙黃
色，足、觸角生殖刺和中胸盾片均
為褐色。體長 0.75 公釐，觸角長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0.64公釐。

至春季成蟲產卵，卵孵化後若蟲即爬行至枝

2. 卵 ： 長卵形，不規則產於雌蟲介殼下，

葉上為害，秋季出現之若蟲常喜爬行至果實

橙黃色，長0.16∼0.20公釐，寬0.15

上寄生。第一代若蟲孵化在三至四月間，孵

公釐。

化盛期為四月中旬，經歷約40天完成發育；

3.若蟲：若蟲有二齡：

第二世代在六月上旬，經歷30天；第三世代

一齡若蟲：體卵形，橙黃色，口器發達，顎

在七月上旬，經歷 25 天；第四世代在八月

後很長可超過體長，觸角大， 5

初，經歷20天；第五世代在九月初，經歷25

節，體的末節即臀板，背面滿布

天；第六世代在十月中旬經歷40天；第七世

細條紋，邊緣附屬器體長0.23∼

代在十一月下旬，經歷 150 天。每年之九、

0.25公釐，寬0.185公釐。

十月間為發生之高峰期。

二齡若蟲：體闊卵形，臀板特徵似雌性成蟲，

褐圓介殼蟲之天敵種類甚多，捕食性者

但外腎櫛的形狀簡單，背腺管

有瓢蟲科（Coccinellidae）的四星小黑瓢蟲

少，體長0.6∼0.8公釐，寬0.4∼

（ Pharoscymnus taoi Sasaji），粉白小黑瓢蟲

0.6公釐，亦呈橙黃色。

（ Telsimia nitida Chapin） ； 出 尾 蟲 科

(五)生活史
第一代若蟲孵化盛期為四月中旬，卵產
在雌性成蟲之介殼下，若蟲發育最適溫在25
∼28℃之間，成蟲產卵期7∼60天，雌蟲若
在葉部寄生，一生可繁殖80隻若蟲，如果寄
生於果實則每隻雌成蟲平均繁殖 145 隻若
蟲；雄蟲於第一齡若蟲蛻皮後，約經 2 星期
即羽化，雄蟲壽命最長僅 4 天，若蟲孵化
後，在缺乏食物、較高濕度情況下，可以存
活 6 ∼ 13 天，但在乾燥情況下，只能存活 3
∼4天。

αă൴ϠϠၗ

（Nititulidae）的小黑菌蟲（Cybocephalus gib-

bulus Erichson）和腐捕㤈科（Hemisarcoptidae）
，寄生性天敵有
的腐捕㤈（Hemisarcoptes sp.）
擬跳小蜂科（Aphelinidae）的好勞黃小蜂
（Aphytis holoxanthus De Bach）和柑橘跳小蜂
（Aspidiotiphagus citrinus Craw.）兩種，其中以
好勞黃小蜂最具防治潛力，使近年來褐圓介
殼蟲發生有逐年減輕之勢，故應予以保護。
另有數種寄生真菌如 Fusarium coccophilum ，
在多雨潮濕季節會寄生於介殼蟲，其潛力和
利用之可行性尚待評估 (4,5)。

̣ă֨ڱ͞ڼ

由於臺灣南北氣候明顯差異，周年發生

褐圓介殼蟲多寄生於枝條和葉片之下

之世代數有 4-7 代之別，通常以成蟲越冬，

表，具隱蔽性，又因其體型微小，初局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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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常易被忽視，又由於其蟲體被介殼覆蓋

有力天敵，臺灣近年來褐圓介殼蟲的發生逐

保護，藥劑防治常不易徹底。因此防治介殼

漸減少，與此天敵關係密切。該蜂在以色列

蟲必須掌握預防為主的綜合防治的原則

和美國，對褐圓介殼蟲，均能發揮良好的防

，其中包括：

(1,2,3,7)

治效果(5,6)。

(一)栽培防治
由於介殼蟲營固著生活，為害初期在植
株枝條上局部發生，此時採用剪枝或刷除等
法可收顯著之效果，尤其在越冬期，應作徹

̱ă͔ϡ͛ᚥ
1.周堯。1985。中國盾蚧志第二卷。pp.284287。陝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底之檢查和剪枝。剪下附有介殼蟲之枝葉，

2.湯祊德。 1977 。中國園林主要蚧蟲第一

應集中予以燒毀，此為介殼蟲防治之關鍵

卷。山西農學院科研究成果叢刊之一。

期。

259p。

(二)化學防治
化學藥劑防治介殼蟲必須注意其生物特

3.陶家駒。 1966 。柑橘害蟲。 pp.137-188 。
臺灣植物保護工作（昆蟲篇）
。

性：其一是介殼蟲的主要施藥適期是在第一

4.羅幹成、邱瑞珍。1985。臺灣柑橘害蟲及

齡若蟲之孵化期，此期牠的身體尚未分泌臘

其天敵圖說。臺灣農業試驗所特刊 20 ：

殼保護，而且活動性大，最易著藥。若能把

33-36。

握介殼蟲各世代之第一齡若蟲期予以防治，

5.Chiu, S. C. K. C. Lo, C. C. Chien, C. C. Chen,

效果最優;其次是介殼蟲若蟲至第二齡以

and C. F. Chen.1985. Biological control of citrus

後，蟲體已蓋臘殼此期防治必須採用溶臘性

pests in Taiwan. TARI. Special publ. 19:1-8。

強或系統性藥劑方能具顯著之治蟲效果，又

6.Clausen, C. P. 1978. Biological control of citrus

由於介殼蟲多棲於隱蔽處所，施藥應仔細周

insects. The citrus industry. IV:285-286.

全，且應添加展著劑，以輔助藥劑之均勻散

7.Ebeling, W. 1959. Subtropical fruit

布，增強防治之成效。近年來性費洛蒙已廣

pests.Univ.Calif. Div. Agric. Sic. pp.197-199.

泛應用於介殼蟲之預測，可藉以掌握防治適

8.Tao, C. C. C. 1978. Check list and host plant

當時機，做有效的防治措施。

index to scale insects of Taiwan, Republic of

(三)生物防治

China. Jour Agric. Res. China. 27(2):77-141.

利用天敵防治介殼蟲是今後研究的主要
方向，臺灣介殼蟲之天敵種類甚多，其中不
乏有效者，如好勞黃小蜂即是褐圓介殼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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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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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點介殼蟲
學名： Parlatoria pergandei (Comstock)
英名： Chaff scale
打臘時的洗刷，仍不易脫落，如果剝落，會

˘ă݈֏
黃 點 介 殼 蟲 （ Parlatoria pergandei
Comstock），亦名糠片介殼蟲，可為害柑橘
之各部，尤其枝條上為其最佳之寄生處，密

在果皮上留下青色斑點，使售價大為降低。

˟ăПचې

度高時，層層相疊，如同糠片覆蓋在枝條

若蟲孵化後，即爬行尋找適合部位固著

，近年來臺灣發生

寄生，吸食葉部（圖一）、枝幹（圖二）或

上，有時亦危害果實

(1,2,4)

普遍，取代了黑點介殼蟲（P. zizyphi Lucas）

果皮（圖三）之養液，被害部變為黃色，蟲

和 褐 圓 介 殼 蟲 （ Chrysomphalus aonidum

體密度甚高時，往往造成落葉和枯枝（圖

（Linnaeus））的地位。蟲體死亡後，介殼仍

四），被害之果實皮表呈現黃綠色斑點，大

固著在枝、葉、果皮上，受風雨沖刷或果皮

幅降低其商品價值。

圖一：黃點介殼蟲為害柑橘葉片狀。（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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ˬăचᖪໄ

前端隆起，呈圓錐形，較厚，後端較扁平，

(一)分類地位

漸呈灰白色，略為透明。雄蟲介殼長形與雌

同翅目 Homoptera
盾介殼蟲科 Diaspididae

蟲介殼同色，殼頂在前端突出。雌性成蟲體
近梨形，長約0.8公釐，寬約0.6 公釐。前氣
門腺約 3 ∼ 5 條，腺瘤在腹面側緣，計前氣

(二)分布
全球

門前1∼5個，前氣門側3∼10個，後氣門側

(三)寄主植物

約 1 ∼ 6 個，前、後氣門間約 2 ∼ 7 個；第一

柑橘、榕樹、山茶、林投、楊桐、魯花

腹節側約1∼4個；第二腹節側約2個。眼點

樹、豊歲蘭、崖石榴子、枸杞、桂花、茉莉

不發達，觸角退化成一根毛。陰腺 4 群，每

(2,4)

群約 5 ∼ 8 個。臀葉三對發達，形狀相似，

(四)形態

每側有一缺刻，從中葉起順次變小，第四葉

等

。

雌性成蟲介殼直徑約 1.8 公釐，呈土黃

約為中葉之半大，僅為一硬化的錐狀突，常

色，成不正之圓形至橢圓形，介殼殼頂位於

在內側有 1 ∼ 2 個齒，外側有 2 ∼ 3 齒，而有
一明顯端齒；第五葉存在，似第四葉，但不
很硬化。中葉間臀櫛細長，端成刷狀，
其中第三、四葉間者寬，但刷齒較
少，而粗，以後直至游離腹節
者大部短而端圓。肛門約在
板中，陰門稍前。後氣門
與體緣間無皮囊存在。緣
腺在葉間存在正常。背
腺在臀板亞緣部和臀線
腹節亞緣部大量存在，即
29 ∼ 70 條，每側平均約 50
條，中部背腺無。第 5 、 6 腹
節背面亞中部有少數很細之腺管
。

(1,3,4)

圖二：黃點介殼蟲為害柑橘枝條狀。（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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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ă൴Ϡ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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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點介殼蟲每年發生 5 ∼ 6 代，在臺灣

如褐圓介殼蟲

無明顯之越冬，春季成蟲產卵，第一世代若
蟲孵化在三至四月間，第二世代在六月間，

̱ă͔ϡ͛ᚥ

第三世代在七月間，第四世代在八月間，第

1.湯祊德。 1977 。中國園林主要蚧蟲第一

五世代在九月間，第六世代在十一月間。春

卷。山西農學院科研成果叢刊。122 p。

夏所產之若蟲多危害枝葉，而秋季所產之若

2.羅幹成、邱瑞珍。1985。臺灣柑橘害蟲及

蟲常喜爬行至果實上寄生，秋季常為其發生

其天敵圖說。臺灣農業試驗所特刊 20 ：

之高峰期

。

36-37。

(1,2)

黃點介殼蟲的捕食性天敵和寄生性真菌
與褐圓介殼蟲相同。寄生性天敵有黃點蚧黃

3.Ebeling, W. 1959. Subtropical fruit pests. Univ.
Calif. Div. Agric. Sci. pp.122-123.

）和柑橘跳
金小蜂（Aphytis proclia （Walker）

4.Tao, C. C. C.1999. List of Coccoidea

，但由於
小蜂（Aspidiotiphagus citrinus Craw）

（Homoptera） of China, Taiwan. Agric. Res.

黃點介殼蟲之介殼甚為扁平，並且與寄生部

Inst., Spec. Publ. No. 7：106.

位緊密貼合，寄生蜂產卵較為困難，故寄生
率甚低，未能發揮生物防治之功效。寄生性

（作者：羅幹成）

真菌僅能在多雨潮濕季節方能寄生介殼蟲，
其潛力和利用之可行性有限 (2)。

圖三：黃點介殼蟲為害柑橘果實狀。
（羅幹成）

圖四：黃點介殼蟲為害使柑橘枝條枯死。
（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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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葉蚜
學名： Aphis citricola van der Goot
英名： Spirea aphid，citrus green aphid
˘ă݈֏
為害柑橘之蚜蟲種類甚多，如棉蚜

）及
膚木蚜（Toxoptera odinae （van der Goot）
月桔蚜（Sinomegoura citricola （van der Goot）
）

、捲葉蚜（Aphis citrico（Aphis gossypii Glover）

等9種 (1,2,5)。其中以大桔蚜、小桔蚜、棉蚜和

la van der Goot.）、豆蚜（Aphis medicaginis
Koch）
、桃蚜（Myzus persicae （Sulzer）
）
、茄
蚜( Myzus solani （Kaltenbach））、小桔蚜
）
、
（Toxoptera aurantii （Boyer de Fonscolombe）
）
、鹽
大桔蚜（Toxoptera citricidus （Kirkaldy）

捲葉蚜四種蚜蟲最普遍，然近年來又以捲葉
蚜之為害最為嚴重

(1,2,3)

，此種蚜蟲亦為美國

加州和佛州柑橘之大患。

˟ăПचې
成蟲和若蟲群集在柑橘新梢和嫩葉吸取
汁液（圖一、二）
，被害嫩葉捲縮（圖三）
，
新梢生長受阻（圖四）；為害開花期至幼果
期，引起幼果之落果，又分泌蜜露，誘引螞
蟻並致生煤煙病，影響柑橘葉片行光合作用
及果實之品質，並傳播柑橘毒素病害。

ˬăचᖪໄ
(一)名分類地位
同翅目 Homoptera
蚜蟲科 Aphidae
圖一：捲葉蚜有螞蟻協助
為害柑橘嫩芽狀。
（羅幹成）

(二)分布
臺灣、中國大陸、日本（琉球）、韓
國、印尼、北美洲、中南美洲 (1,5)。
(三)寄主植物
據記載有柑橘類，繡球花，石斑木，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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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霍香薊，紫背草，鬼針草，車桑子
。

生部位組織老化或硬化及個體太過擁擠，使

(1,2,3)

其有需要作遷移之預備。捲葉蚜喜為害幼

(四)形態及生活史

樹，因為幼樹周年均不受季節影響而發新

捲葉蚜屬於小形蚜蟲，體長 1.5 公釐，

梢。每年發生18世代左右，以成蟲越冬，在

體呈蘋果綠色，有翅型蚜蟲當翅芽出現時，

溫度較低的地區，秋後產生兩性蚜蟲，並可

胸部即轉變顏色，而腹部仍然為綠色，最後

產卵，至春季孵化為無翅幹母蚜，並產胎生

變為深褐色，至翅完全伸展，胸部顏色轉變

有翅的雌性蚜，柑橘春芽伸展時，始飛往芽

呈黑色，而腹部仍然綠色；無翅型蚜蟲，全

部為害，自此便以胎生無翅雌蚜繁衍，至嫩

體均呈蘋果綠色；雄蟲及產卵型蚜蟲周年均

芽被害嚴重萎縮或老化時，便產生有翅雌性

未發現。冬季多寄生於繡球花。一般有翅型

蚜蟲，以便飛離遷移。

之若蟲期較無翅型長，但其生殖力較無翅型
蚜蟲弱，在臺灣全年均有出現。

捲葉蚜的天敵種類極多，可分為捕食性
和寄生性兩大類，捕食性者有瓢蟲類，食蚜
虻類和草蛉類；寄生性者有蚜繭蜂和擬跳小

αă൴ϠϠၗ

蜂兩科。瓢蟲科（Coccinellidae）有11種，其

捲葉蚜在臺灣周年均出現，但在四、五

，錨紋
中以赤星瓢蟲（Lemnia swinhoei Crotch）

月間發生量最高，有翅型個體的出現是因寄

瓢 蟲 （ L. biplagiata Swartz）， 六 條 瓢 蟲

圖二：捲葉蚜嚴重為害嫩葉
狀。（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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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臺灣草蛉
（M.boninensis （Okamoto）
，
（Chrysopa formosana Matsumura）
由於草蛉食性複雜，且在卵
期有卵寄生蜂之寄生，故
其重要性不如前二者。寄
生蜂主要有蚜繭蜂科
（Aphidiidae）的 Ephedrus
（ E .） robustus Lin ， E .

圖三：捲葉蚜嚴重為害嫩葉狀。（羅幹成）

（Menochilus sexmaculatus Fabricius）較重要，成
蟲和幼蟲可同時捕食蚜蟲，在春、夏季節可
以抑制蚜蟲危害，然夏季瓢蟲的蛹多被寄生

（E.） plagiator （Nees）,
Lipolexis gracilis Forster， L.
scutellaris Mackauer， Lysiphlebia
japonica （Ashmead）以及 Trioxys
（B.） communis （Gahan） 等6種；擬跳
小 蜂 科 （ Aphelinidae） 僅 Aphelinus mali
（Hableman） 1種。一般在五至十一月間出現
最多，其間又以八至十月間密度最高，故秋
季之蚜蟲應無需施藥，可藉由天敵予以有效
抑制。

蜂寄生，使其族群密度及防治效果大打折
扣；食蚜虻科（Syrphidae）主要有6種，其中

̣ă֨ڱ͞ڼ

以 黑 點 食 蚜 虻 （ Epistrophe balteata （ De

蚜蟲發生多在春夏之交，即春稍和夏稍

Geer）），刺腿食蚜虻（ lshiodan scutellaris

期，故為了保護芽期受害，在嫩芽萌發初期

Fabricius）和斑翅食蚜虻（ Asarcina aegrota

即施藥，但不必全面施藥，僅噴施嫩芽部即

Fabricius）較重要，幼蟲期捕食蚜蟲，其捕食

可，既可節省工本，又能保育天敵，至秋季

數量約佔天敵總捕食量之三分之二，可視為

之後，蚜蟲因有天敵抑制，可不必施藥防

柑橘蚜蟲類的主要天敵，可惜其蛹體亦有多

治。

種寄生蜂寄生，常使其密度突然降低；草蛉
科（Chrysopidae)亦有多種，但較常見者為基
）
，安平草蛉
徵草蛉(Mallada basalis （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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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家駒。 1990 。臺灣蚜蟲誌。 p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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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臺灣立博物館印行。
2.陶家駒。1966。柑橘害蟲。臺灣植物保護
工作（昆蟲篇）
。141p。
3.羅幹成、邱瑞珍。1986。臺灣柑橘害蟲及
其天敵圖說。臺灣農業試驗所特刊 20 ：
9-10。
4.Chiu, S. C., K. C. Lo, C. C. Chien, C. C. Chen
and C. F. Chen. 1985. Biological control of citrus pests in Taiwan. Special Pub. No.19. TARI.
pp.1-8。
5.Ebeling, W. 1959. Subtropical fruit pests, Univ.
Calif., Div. Agric. Sci., pp.171-172.
6.Tao, C. C. and S. C. Chiu. 1971. Biological control of citrus, vegetables and tobacco aphids.
Special pub. TARI. 10：110.
（作者：羅幹成）

圖四：捲葉蚜嚴重為害嫩芽，使嫩芽停止生
育。（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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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木蝨
學名： Diaphorina citri Kuwayama
英名： Asian citrus psyllid
。

(5)

˘ă݈֏
柑橘木蝨（Diaphorina citri Kuwayama）又

柑橘木蝨成蟲取食罹病植株後即可傳播

稱東方柑橘木蝨，為柑橘之害蟲，除若蟲與

柑 橘 立 枯 病 (3)， 若 蟲 雖 無 此 媒 介 之 能 力

成蟲直接吸食嫩葉、分泌蜜露導致柑橘葉片
捲曲、枝條萎凋及誘發煤煙病外，更重要的
係該蟲可媒介柑橘立枯病，又稱黃龍病或維
綠病
(4)

(1,22)

（圖一）。不但造成多數果園廢耕

，且普遍縮短柑橘樹齡、產量低、品質欠

佳，嚴重影響柑橘產業

，但第四齡與第五齡若蟲取食病株獲得

(26,29,33)

病原後，成蟲期即可終生傳播柑橘立枯病
。柑橘木蝨成蟲取食獲毒時間自15分鐘

(42,43,44)

至 5 小時

(15)

(44)

不等。病原在該蟲體內之潛伏

期最短3天，最長達26∼27天 (3)。目前認為
該病原可從柑橘木蝨成蟲口器經消化管和體
腔循環回到唾液腺內，後該蟲即具媒
介該病原之能力 (3)。帶毒柑橘
木蝨取食健株後能夠媒介
病原的時間為 1 ∼ 5 小
時

(15,43)

，亦有記載 8

∼ 12 天

(15,29)

。柑橘

木蝨之媒介病原能
力依不同地區之病
株與柑橘木蝨唾液
腺內之病原含量而
異，在中國大陸柑橘木
蝨之傳病率為 0.5 ∼ 66% (2)，
臺灣為1.3% (22)。在田間柑橘木蝨存
圖一：木蝨傳播柑橘立枯病使整株柑橘罹病
而死亡。（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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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同時種植罹病苗與健康苗時，柑橘立
枯病之蔓延極速，6個月後30株供試健康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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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罹病率為 57%， 1 年後為 73%， 2 年後為
100% (5)。

˟ăПचې
成蟲與若蟲吸食嫩葉分泌蜜露，並導致
寄主植物葉片捲曲、枝條萎凋及誘發煤煙
病。另亦媒介立枯病，發病初期，罹病株僅
1 至 2 枝條葉脈與相鄰組織黃化。繼之，全
葉變黃或黃斑，葉脈木栓化（圖二），落
葉，梢枯，開花異常，結果不良，新葉小而
細長，呈現微量元素缺鎂、鋅或鐵等症狀相
似，側根腐朽，樹勢衰弱終至枯死。其間歷
時約2至4年 (4)。

圖二：柑橘木蝨分泌白色條狀的蜜露。
（錢景秦）

ˬăचᖪໄ

2.若蟲：共有5齡：

(一)分類地位

一齡蟲：體長0.3∼0.4公釐，寬 0.1 ∼ 0.2 公

同翅目 Homoptera
木蝨科 Psyllidae
(二)分布

釐，體扁，色黃，薄被臘粉，無
骨片及無翅芽。
二齡蟲：體長0.5∼0.6公釐，寬0.4公釐，體

東方區、阿拉伯半島、留尼旺島，模里
斯島及巴西 (20,21)。
(三)寄主植物
芸香科植物，尤其偏好月橘。
(四)形態及生活史

扁，色黃，前、後翅芽分明。
三齡蟲：體長 0.8 ∼ 0.9 公釐，寬 0.5 ∼ 0.6 公
釐，體扁，色黃，前、後翅芽不
分明，前翅芽上端長達複眼之下
方。

1. 卵 ：長 0.3 ∼ 0.4 公釐，寬 0.11 ∼ 0.14 公

四齡蟲：體長 1.0 ∼ 1.3 公釐，寬 0.7 ∼ 1.0 公

釐，橢圓形、橙黃色，頂端尖而無

釐，體扁，呈黃色至淡黃褐色，

色，底端較鈍，有一無色之卵柄，

前翅芽長達複眼，中胸骨片為一

其上附有膠質凝固物，卵柄長 0.04

整片。

。
∼0.06公釐 (1)（圖四）

五齡蟲：體長 1.6 ∼ 1.9 公釐，寬 1.4 ∼ 1.5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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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柑橘木蝨之卵。（錢景秦）

圖三：立枯病主要病徵是造成葉脈木栓化。
（錢景秦）

釐，體扁，呈黃色至黃褐色，前

生。寄主植物發芽時柑橘木蝨活動力較強，

翅芽長過複眼，中胸骨片分為大

僅產卵在寄主植物新芽上；當寄主植物休眠

。
小兩片 (1)（圖五）

時成蟲不活動，棲息在老葉或枝條上取食，

3.成蟲：體長2.2∼2.6公釐，前翅長2.2∼2.2
。
公釐。體一般為褐色 （圖六）
(1)

(五)生活史

壽命長達 3 ∼4 個月

。成蟲自行分散能力

弱，受驚時僅跳飛幾秒後，降落於起飛處附
近

成蟲羽化後呈斜伏狀棲息與取食，有時

(11)

(13,14)

。但環境不適時，成蟲可乘風飛行，

多受到寄主植物新芽之引誘而降落

。喜乾

(35)

一葉上可發現百餘隻。成蟲喜至生長不到 5

熱氣候，對不良氣候之適應性強，在柑橘致

公分嫩芽上產卵，產卵前期依寄主植物嫩芽

死之低溫下仍能存活，但在 -2至 -5℃下處理

之存在而定，為 17 ∼ 60 天；產卵期 30 ∼ 80

100 小時以上時，明顯縮短成蟲之壽命；冬

天，一生產200∼870粒卵，每天產5∼35粒

季長期之低溫將影響翌年春季柑橘木蝨之發

卵。卵與若蟲之分布均呈聚集型，若蟲有 5

生密度

齡，各齡均能自由生活 。25℃時，卵期4.2

30 % RH 時，若蟲數大減

天，若蟲期15.2天，成蟲壽命93天 。

感，晴天時偏好黃色，陰天時較偏好褐黃色

(1)

(11)

(39)

；在印度，日溫高於 40 ℃、 10 ∼
(24)

。成蟲對光敏

。成蟲每天活動時間，晴天時為下午2至

(12,27)

αă൴Ϡ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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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時，陰天為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遇到大

柑橘木蝨之發生視寄主新芽而定，因而

雨、強風則不活動。在月橘上成蟲垂直活動

雨季、樹齡、施肥及修剪等均影響該蟲之發

範圍為距樹冠上 5 公尺之間，或距地面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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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柑橘害蟲之藥劑亦對柑橘木蝨有效。柑橘
木蝨之防治適期為寄主植物之嫩芽期，此時
施用 44%大滅松（dimethoate）、 33%福木松
（formothion）等乳劑。可同時防治柑橘木
蝨、柑橘蚜蟲類：捲葉蚜（Aphis citricola van
der Goot）、 大 桔 蚜 （ Toxoptera citricidus
（Kirkaldy）
）及柑橘潛葉蛾（Phyllocnistis cit-

圖五：柑橘木蝨各期若蟲。
（錢景秦）

公尺的高度；而在柑橘園內，當柑橘株高為
2.5 公尺時，成蟲垂直活動範圍則為離地面
1.5公尺處 (12,23)。

̣ă֨ڱ͞ڼ
(一)顏色黏板誘集
可利用黃色（晴天）或褐黃色（陰天）
之double panelled Rebell trap誘集成蟲，設置
。
高度為距月橘樹冠5公尺處 (12,27))（圖七）
(二)栽培管理
柑橘園栽培之品種與樹齡應求劃一、注
意灌溉、切勿隨時修枝、講求肥培管理等，
促使寄主植物發芽迅速、整齊，以減少柑橘
木蝨產卵危害之機會；柑橘園附近禁止以月
橘為綠籬；颱風過後尤需注意柑橘嫩芽之發
生與保護(1)。
(三)藥劑防治
柑橘木蝨對藥劑相當敏感，一般防治各

rella Stainton）等害蟲 (1)。據植物保護手冊建
議使用 50%馬拉松（malathion）乳劑或 47%
得拉松(dia1ifors）乳劑。在國外雖施用
0.012% methyl demetop 、 0.05% 福賜米松
（phosphamidon）及 0.03% 亞素靈（monocrotophos）等藥劑對柑橘木蝨有防治效果，但
因會影響寄生蜂之活動，故推薦施用有效成
分0.01% 之大滅松，如此既可防治柑橘木蝨
又不嚴重影響寄生蜂之活動 (9)。在中國大陸
則施用 40%歐滅松（omethoate）防治柑橘木
蝨 (41)。
(四)生物防治
柑橘木蝨寄生性天敵有4種 ，分別為亮
）
、
腹釉小蜂（Tamarixia radiata （Waterston）
紅腹跳小蜂（Diaphorencyrtus diaphorinae （Lin
et Tao）） 及 2 種寄生菌 Capnodium citri B. &
Desm.與 Cephalosphorium lecanii Zimm (9,40)。其
中以亮腹釉小蜂為最重要之寄生性天敵。捕
食性天敵則有 10 種，分別為大草蛉
（ Chrysopa pallens （Rambur））、安平草蛉
）
、四斑瓢蟲
（Mallada boninensis （Okamoto）
（Chilomenes quadriplagiata （Swartz）
）
、雙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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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利用價值甚低

。茲簡介各地區曾進行

(31)

或已成功防治之事例如下。
留尼旺島在1978年自印度引進亮腹釉小
蜂8隻，經繁殖後共釋放6,000隻（10∼20隻
。釋放2年後，柑橘木蝨密度銳減。由
/km2）
於在橘園內進行綜合防治，柑橘木蝨僅在月
橘上低密度發生，若蟲之被寄生率高達
92.5% (11)。
臺灣於 1983 年 12 月至 1986 年 5 月曾分 4
次自留尼旺島引進亮腹釉小蜂，共62隻（19
雄， 43 雌），經飼養室增殖後自 1984 年 5 月
至 1988 年 6 月間，分別在臺灣省農業試驗所
甜橙園以及 13 縣市之 39 處月橘綠籬上釋放
21,164隻，至1987年11月該蜂被證實已在臺
灣全島立足

。另自1987年10月至1990年6

(8,16)

月在臺灣中部與南部亮腹釉小蜂原釋放區選
定一處月橘盆栽、七處月橘綠籬及二處甜橙
圖六：柑橘木蝨之成蟲。（錢景秦）

園為調查地點，調查柑橘木蝨成蟲、若蟲及
被寄生之若蟲數，評估寄生蜂對柑橘木蝨之
抑制效果。結果顯示亮腹釉小蜂僅適用於甚

50

瓢蟲（Coelophora biplagiata （Swartz）
）
、異色

少修剪或不常修剪之月橘且未撒佈殺蟲劑，

）
，六條瓢蟲
瓢蟲（Harmonia axyridis （Pallas）

較為穩定之棲所，因此如在臺中地區亮腹釉

、粉白小黑
（Menochilus sexmaculatus Fabricius）

小蜂寄生效果顯著，約占95%之優勢。二至

瓢蟲 Serangium sp .、八斑瓢蟲（ Harmonia

四月間對柑橘木蝨之寄生率可達 80 ∼

）
、長椿 Geocoris sp.及
octomaculata （Fabricius）
蠅虎 Marpissa tigrina Tikader等 (1,6,9,34)。此等捕食
性天敵之發生期較晚，繁殖慢與柑橘木蝨之
發生無法同步，對寄主之專一性也弱，且有
些種類較偏好蚜蟲，因而在柑橘木蝨生物防

99.7%，顯著抑制柑橘木蝨族群之增長，並
穩定維持每10公分長月橘枝條上柑橘木蝨成
蟲 0.2 ∼ 1.1 隻，且未見顯著的遷飛；與紅腹
跳小蜂之種間競爭而言，非但不明顯且對柑
橘木蝨之防治具協力效果；被重複寄生率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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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8,37,38)

及寄生菌 C. lecanii 之篩

選 (40) 等。
(五)綜合防治
1985 至 1988
年間，中國大
陸廣東省西
湖縣曾利用
綜合防治之
方法，成功
地復建罹病
柑橘園達70公
頃，其中在 16
公頃之一個農場，
每公頃柑橘產量由原
先之 15.6 增至 30 公噸。所
用之方法包括下列三項 (32)：

圖七：利用黃色黏板偵測柑橘木蝨之發生。
（錢景秦）

1.病勢較輕者去除罹病枝條；病勢較重者強
勢修剪；病勢更重者挖除病株，補植健康植

5.6%，尚不影響亮腹袖小蜂對柑橘木蝨之抑
制效果。至於施藥或廢棄之柑橘園，由於園
內柑橘發芽期與施藥影響柑橘木蝨發生之穩
定性及病株之存在，致使這些天敵不適用於
柑橘園內柑橘木蝨之防治 (6,7,17)。
中國大陸、尼泊爾、菲律賓、泰國、馬
來西亞及印尼等地，於1987至1992年也積極
進行柑橘木蝨之生物防治，其工作內容包括
亮腹釉小蜂之引進、繁殖、釋放及調查
(10,18,19,25,27,28,30,36)

、柑橘木蝨重複寄生蜂之調查

株。
2.施用藥劑保護樹勢。
3.厲行檢疫法，封鎖疫區等。
另在1987至1990年，中國大陸福州地區
亦曾分別在立枯病疫區中之一罹病柑橘園與
非疫病區之一新建柑橘園內進行柑橘立枯病
之綜合防治。前者之防治方法係：(1)挖除罹
病柑橘，補植健康植株。(2)每年定期施用藥
劑 10 ∼ 13 次。後者之防治方法則為：(1)在
遠離病區 2 ∼ 3 公里以上處種植健康植株。
(2)嚴格執行植物檢疫與防治柑橘木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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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之柑橘罹病率自1.3%降至0.1%，且每公
頃柑橘增產量為 3.6 公噸，而後者柑橘園內

8.錢景秦、邱瑞珍、古琇芷。1988。柑橘木

。顯示不論

蝨之生物防治 l.亮腹釉小蜂（ Tamarixia

罹病柑橘園或新設立之柑橘園經採行上述之

radiata）之引進繁殖與釋放試驗。中華農
業研究 37:430-439。
9.Aubert, B. 1987. Trioxa erytreae (Del Guercio)
and Diaphorina citri Kuwayama (Homoptera:
Psylloidea), the two vectors of citrus greening
disease: biological aspects and possible control
strategies. Fruits 42: 149-162.
10.Aubert, B. 1989. Report on citriculture in
Thailand, Feb. 16th-23rd 1989 (Cited by Y. Q.
Tang, 1990).
11.Aubert, B., and S. Quilici. 1984. Bio1ogical control of the African and Asian citrus psyllids
(Homoptera: Psylloidea), through eulophid and
encyrtid parasites (Hymenoptera: Cha1cidoidea)
in Reunion Island. pp. 100-108 in S. M.
Garnsey, L. W. Timmer, and J. A. Dodds, eds.
Proc. 9th Conf. Intern. Organization Citrus
Viro1. Riverside, CA.
12.Aubert, B., and Y. H. Xia. 1990. Monitoring
flight activity of Diaphorina citri on citrus and
Murraya canopies. pp. 181-187 in B. Aubert, S.
Tontyaporn, and D. Buangsuwon, eds.
Rehabilitation of citrus industr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Proc. Asia Pacific Intern. Conf.
Citriculture. Chiang Mai.
13.Catling, H. D. 1968. Report to the government of

柑橘木蝨與柑橘罹病率均為零

(41)

綜合防治後，均可達柑橘立枯病與柑橘木蝨
之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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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刺粉蝨
學名： Aleurocanthus spiniferus (Quaintance)
英名： Spiny whitefly
（Aleurocanthus woglumi Ashby）不論在習性與

˘ă݈֏
柑橘刺粉蝨 （ Aleurocanthus spiniferus

生物特性方面均無多大差異 (5)。美國在1968

（Quaintance））原為臺灣地區柑橘之次要害

至1972年曾進行柑橘黑粉蝨之危害調查，發

蟲，在嘉義梅山、苗栗卓蘭等普遍施用有機

現每葉若蟲數達 50 ∼ 100 隻時，會造成柑橘

磷劑之柑橘園常出現局部危害 。該蟲除直

葉片上之含氮量低於2.2%，導致90%之果實

接刺吸葉片汁液使細胞組織與有機氮損失，

無法著生；但若每葉若蟲數迅速降低至20∼

開花與著果率減少外，所分泌之蜜露亦誘致

30隻，葉片上之含氮量很快回升至 2.3%，此

煤煙病之發生，影響光合作用，造成樹勢衰

時果實之著生不受影響。又每葉柑橘黑粉蝨

弱 (2)。Clausen認為柑橘刺粉蝨與柑橘黑粉蝨

與葉㤈密度相同時，則柑橘黑粉蝨對葉片細

(1)

胞質之危害僅約為葉㤈危害之1/200 (6)。

˟ăПच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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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ˬăचᖪ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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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柑橘刺粉蝨為害柑橘葉片狀。（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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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柑橘刺粉蝨為害同時分
泌蜜露誘生煤煙病。
（錢景秦）

卡、臺灣、泰國、越南、馬立安納群島、卡

2.若蟲：共有 4 齡。一齡若蟲體長、體寬約

羅林島、夏威夷、汶萊（Brunei）、馬來西

0.3×0.12公釐；二齡若蟲約 0.43×

亞、菲律賓、蘇門答臘、毛利求斯

0.25 公釐；三齡若蟲約 0.66 × 0.42

(Mauritius）、肯亞、坦尚尼亞、烏干達等地

公 釐 （ 雄 ）， 0 . 7 8 × 0 . 4 9 公 釐

。

(2,8)

（雌）；四齡若蟲約 1.0 × 0.69 公釐

(三)寄主植物

（雄）， 1.2 × 0.86 公釐（雌），三齡

牛心梨、番荔枝、亨利氏伊立基藤、

若蟲、四齡若蟲可由其體軀大小分

柿、歡喜猴、烏 、膠樹、楓樹 、木通、枇

辨雌、雄性。各齡若蟲初蛻皮時均

杷、梨、薔薇、檸檬、甜橙、崖椒、筆羅

透明無色，隨即由灰黑色變為漆黑

子、柳、葡萄等 。

色。體形隨發育程度由細長轉為橢

(四)形態

圓形且背面隆起。若蟲體周圍分泌

1. 卵 ： 長橢圓形，彎曲，約 0.19 × 0.09 公

有白色臘質物，且隨齡期增長而增

釐，基端有短柄。初產時為淡橙紅

多。其蛻下之舊皮連帶白色臘質物

色、半透明，發育後顏色加深至紅

常保留在體背中區之刺毛上 (3)。

(8)

。
褐色 (3)（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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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蟲：雌蟲體長約 1.4公釐，雄蟲約 1.0公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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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柑橘刺粉蝨之卵粒。（錢景秦）

αă൴ϠϠၗ
柑橘刺粉蝨在臺灣地區柑橘園內，夏、

釐。初羽化時，體為橙紅色，翅黑

秋季節發生密度最高，尤其在陰暗不通風之

紫色，稍後體色漸漸變暗。經 24

柑橘園發生更為普遍。在中部地區該蟲每年

小時後，翅被覆白色臘粉，雄蟲尤

發生6代，分別為 三至五月、五至七月、六

為顯著 。

至八月、八至九月、九至十一月及十一月至

(3)

(五)生活史

翌年三月。其中十一月至翌年三月為該若蟲

雄蟲常比雌蟲較早羽化，最初 1 ∼ 2 天

之越冬期，但無休眠現象，僅見發育期延長

羽化出之雌雄性比為 1:2.1 ， 3 ∼ 5 天羽化之

達 3 至 4 個月，各代之存活率均在 20% 以

雌雄性比為1:1，6∼15天羽化之雌雄性比為

下。成蟲初羽化時易受雨水沖刷致死，並減

1:0.5。羽化盛期在上午9 至11時。成蟲群集

少產卵量。卵產後，卵與若蟲均固著於葉

於新葉背面取食，雌蟲於羽化當天即可產

背，則較不易受雨水影響。雌雄性比為

卵，常見其一面取食一面產卵，因此卵粒大

1:0.7。第一世代與第二世代成蟲偏好在柑橘

多成弧形排列，5∼27 粒不等，直立插入葉

樹冠下半部周圍與中央部分產卵；第三至第

肉內。雌、雄蟲壽命各為 2.7 與 2.1 天。單產

六代之成蟲則無此習性；而第六代之第四齡

雄性孤雌生殖。每一雌成蟲產卵量與成蟲密

若蟲則以樹冠中央部分最多，下半部周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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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stri、 A. hesperidum var. variipes Silvestri、

圖四：柑橘刺粉蝨之成蟲。（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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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ă֨ڱ͞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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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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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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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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於慣用施藥柑橘園，柑橘刺粉蝨發生多

A. Reinert, and J. L. Knapp. 1981. Biology,

而其天敵之寄生率亦頗高，如 1985 年 4 月在

plant-insect relations, and control of the citrus

卓蘭採集得 980 隻柑橘刺粉蝨中，該蟲之被

blackfly. Agric. Exper. St. Inst. Food Agric. Sci.,

寄生率高達 90%以上，其中扁腹細蜂占

Univ. Florida Bull. 818, 49 p.

60.2%，粉蝨黃小蜂占39.8%。另在高溫潮濕

7.Kuwana, I. 1934. Notes on a newly imported

季節，蟲生真菌發生普遍，對柑橘刺粉蝨亦

parasite of the spiny white fly attacking citrus in

有相當高之抑制效果。柑橘園中不當施藥，

Japan. 5th Pacific Sci. Cong. Proc. (1933) 5:

將影響寄生蜂對柑橘刺粉蝨之寄生率，於不

3521-3523 (Cited by C. P. Clausen, 1978).

施藥、適當撒佈藥劑及不當撒佈藥劑防治之

8.Mound, L. A., and S. H. Halsey. 1978. Whitefly

柑橘園中，柑橘刺粉蝨被寄生率各為 36 ∼

of the world. A systematic catalogue of the

80%、 24 ∼ 53% 及 2 ∼ 18%，由此可知，當

Aleyrodidae (Homoptera) with host plant and

施用藥劑防治柑橘害蟲時，應考慮其對天敵

natural enemy data. British Museum (Natural

的安全性，如此可達害蟲綜合防治之目的。

History). 340 p.
9.Peterson, G. D. Jr. 1955. Biological control of

̱ă͔ϡ͛ᚥ
1.林秀貞、魏秀蘭、陶家駒。1975。柑橘刺

the orange spiny whitefly in Guam. J. Econ.
Entomol. 48: 681-683.

粉蝨綜合防治試驗。農業研究 24: 55-61。
2.陶家駒。1980。果菜害蟲。中國文化大學

（作者：錢景秦）

臺北。209 p。
3.錢景秦、邱瑞珍。1986。柑橘刺粉蝨之生
物特性。中華農業研究 35: 222-229。
4.羅幹成、邱瑞珍。1985。臺灣柑橘害蟲及
其天敵圖說。臺灣省農業試驗所特刊 20:
19-23。
5.Clausen, C. P. (ed.). 1978. Introduced parasites
and predators of arthropod pests and weeds: A
world review. USDA Agric. Handbook. No.
480, 545 p. Washington, D. C.
6.Dowell, R. V., R. H. Cherry, G. E. Fitzpatrick,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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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薊馬類
學名： Scirtothrips dorsalis Hood（小黃薊馬）
學名： Thrips hawaiiensis (Morgan)（花薊馬）
英名： Assam thrips, Chillie thrips,Yellow tea thrips.（小黃薊馬）
英名： Hawaiian flower thrips（花薊馬）
為食葉性，主要棲息於幼嫩的葉部，柑橘萌

˘ă݈֏
為害柑橘的薊馬常見有小黃薊馬

發新葉的時候，小黃薊馬因食物充足，故發

（圖一）與花薊馬
（Scirtothrips dorsalis Hood）

生量增加，此時在葉部的受害較明顯。花薊

）
（圖二）
，這兩
（Thrips hawaiiensis （Morgan）

馬為食花性薊馬，在葉片上較少發生，每逢

種薊馬均為雜食性，在多種植物上出現，只
要有適當的寄主，全年都會發生。小黃薊馬

圖一：小黃薊馬成蟲。（王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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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花薊馬之成蟲。（王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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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小黃薊馬若蟲正在為害柑橘嫩葉。
（王清玲）

柑橘開花時期，芬芳的香氣，總能吸引附近
其他植物上的花薊馬飛來，然後在花部產卵
繁殖，因而開花期薊馬密度迅速升高，在花
萼、幼果果皮上造成傷害，其為害可能直接
損及果實外觀。
其它偶而出現於柑橘上的薊馬尚有溫室
、臺
薊馬（Heliothrips haemorrhoidalis Bouche）
）
、
灣花薊馬（Frankliniella intonsa （Trybom）

圖四：小黃薊馬危害柑橘嫩葉狀。（王清玲）

中國薊馬（Haplothrips chinensis Priesner）等，
但牠們發生密度不高，對柑橘生產不至於有
明顯不利的影響。

現黃褐色或灰黃色不規則斑塊（圖四），嚴
重時被害之新葉皺縮捲曲，無法伸展，因而

˟ăПचې

影響植株之生長。

小黃薊馬幼蟲與成蟲均在葉面吸食（圖

花薊馬多聚集於花器（圖五），開花末

三），蟲數少時只在葉面形成少數細微斑

期仍在花瓣包圍中的柑橘幼果最易被害，薊

點，蟲數多時使葉片黃化，薊馬棲息的葉背

馬沿花萼基部的一圈吸食，幼果表面因受薊

面處出現灰黃色斑點，正面略有凹陷，並顯

馬口器銼吸破壞，或分泌唾液毒素的刺激，

63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三)寄主植物
本種食性甚雜，寄主植物種類多，其中
較為重要的包括茉莉、非洲菊、大理花、波
斯菊、玫瑰、花生、綠豆、空心菜、茶、芒
果等。
(四)形態
雌蟲製片後體長0.7∼0.9 公釐。體橙黃
色至灰褐色，腹部第 3 ∼ 8 背板中央約 1/3 至
1/2 之前緣脊深褐色，下方連接灰褐色塊
區；腹部第 4 ∼ 7 節前緣脊褐色。觸角暗於
體色，第 1 節淡黃，第 2 節金黃，第 3 ∼ 8 節
圖五：柑橘開花時常見薊
馬在花器內為害。
（王清玲）

褐色，有時第 3 ∼ 5 節基部稍淡。前翅橙黃
色或灰褐色，亞基部及翅端部顏色稍淡。頭
寬，單眼前毛 2 對，單眼間毛位於兩後單眼
內側。觸角8節，第3、4節有叉狀感覺錐。

使幼果表皮細胞畸形分裂，在果皮上形成圓

前胸寬，背板前緣毛 2 對，背板毛 12 ∼ 15

圈狀的食痕，果實漸成熟後，即會沿果蒂出

支，後緣與後緣角毛共 4 對，中央第 2 對稍

現一圈黃褐色的銹痕，隨果實的增長而擴

長，其餘 3 對約等長。前翅鱗瓣前緣毛 4

大，果實成熟後成為明顯的傷疤（圖六），

支，上脈毛基部 3 支，中部 3 ∼ 4 支，端部 3

影響外觀。

支，下脈毛 2 支，後緣纓毛直形。腹部第 2

ˬăचᖪໄ
〔I〕小黃薊馬（茶黃薊馬、姬黃薊馬）
(一)分類地位
纓翅目 Thysanoptera
薊馬科 Thripidae
(二)分布
臺灣、日本、東南亞、孟加拉、印尼、
澳洲。

64

∼8背板兩側1/3有緊密排列之微毛，其上每
邊生有剛毛3支；第2∼7節背板中對毛間距
短於此毛長；第 8 背板中對毛長於亞中對
毛。腹板亦有微毛占據該節全部寬度。第 2
∼7腹板無附毛。
雄蟲製片後長約 0.7 公釐。形狀與雌蟲
相似，至少灰褐色型之身體有紅色素。前翅
下脈剛毛只有1支。腹部第9節無鎌鉤。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圖六：薊馬為害幼果使果
皮形成疤痕狀。
（王清玲）

(五)生活史

高，在柑橘、檸檬、文旦等果園中為害植株

卵產在植物較幼嫩的新芽、幼葉等組織

葉部，於植株抽新稍至長嫩葉期間，因有適

內，成蟲與幼蟲個體雖小卻活潑好動，不時

合的食物，密度會更升高（邱等， 1991）。

擺動身體或穿梭爬行。幼蟲與成蟲的外形與

幼蟲與成蟲在嫩葉背面中肋兩旁或附近爬行

習性相若，棲息處所相同，化蛹時老齡幼蟲

活動及吸食植物汁液，至柑橘開花期，小黃

彈跳離開植株，掉落在附近土中發育成蛹。

薊馬成蟲亦可能由葉片轉飛至花部吸食花

待羽化為成蟲後，再飛至植株上。於室內以

蜜，但此時密度不高，不至於造成柑橘明顯

茶嫩葉飼養，在五至七月氣溫範圍 23 ∼ 30

被害。

℃時，卵期 5 ∼ 6 日，幼蟲期約 4 日，蛹期 3
日，雌成蟲平均壽命 30 日，平均產卵 45
粒；雄性成蟲壽命較短，可活約10日（陳，
1984；Dev，1964）
。
(六)發生生態

〔II〕花薊馬（香蕉花薊馬、黃胸薊馬）
(一)分類地位
纓翅目Thysanoptera
薊馬科Thripidae

全年均會發生，乾燥溫暖的季節密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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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布
以亞洲及太平洋區分布最為普遍，亦分

10 背板部分縱裂。第 2 ∼ 7 腹板有附毛 12 ∼

布於澳洲、牙買加、墨西哥、美國南部各

19 支。第 2 ∼ 7 側板後緣有細小之齒。雄蟲

州。

第9背板有4支長短相似之矛狀毛，中央2支

(三)寄主

相距較同側之2支遠。

雜食性，普遍出現於各種蔬菜、果樹、

(五)生活史

花卉及一般植物的花部，如蔥、辣椒、敏

卵產在植物較幼嫩的部分，例如新芽、

豆、月橘、番石榴、香蕉、茶、芒果、合

幼葉、花瓣等組織內。成蟲與幼蟲大多活躍

歡、李、梅、柚、龍眼、梨、蘭、桂花等均

好動，白晝均為其活動期，不時在葉面、花

為其寄主。

瓣、果皮上穿梭爬行，化蛹時老齡幼蟲彈跳

(四)形態

離開植株，掉落在附近土中發育成蛹，不久

雌蟲製片後體長1.4∼1.6 公釐。雙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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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支。腹部第8背板後緣梳毛完整；第

即羽化為成蟲。

褐色，雙色者頭與胸黃、橘黃或褐色，具橘

在實驗室以香蕉花為食物， 25 ℃定溫

色素，腹部褐色，第 2 ∼ 8 背板前緣脊深

下，卵期3.0日，幼蟲期3.8日，蛹期2.8日，

褐。觸角第 1 節黃色或淡黃色，第 2 節褐

雌性成蟲壽命 13.8 日，每雌總產卵數 33.5 粒

色，第 3 節淡黃，第 4 ∼ 7 或 4 ∼ 8 節褐色。

（湯， 1974）。當環境中溫度與寄主植物適

前翅淡褐色，基部較淡。足黃色。褐色型之

宜，每一雌蟲產卵超過 500 粒（Murai,

觸角褐色，第 2 節顏色最深。前翅淡黃。前

2001）
。

足腿節淡褐，脛節與跗節淡黃，中後足褐

(六)發生生態

色，只跗節淡黃。頭寬於長，頰約與複眼等

花薊馬是在臺灣發生甚為普遍的食花性

長。單眼間毛位在前後單眼間，三單眼外緣

薊馬，寄主植物十分廣泛，木本與草本植物

連線之外，眼後毛6對，第2、3對約等長，

均有；農耕作物與山區郊野均普遍存在，常

眼後有橫紋。觸角多數 7 節，少數為 8 節，

與他種薊馬混雜生存於同一植株的花部。成

第 3 、 4 節具叉狀感覺錐。前胸背板平滑，

蟲通常尋找開花的植物棲息與產卵，花期一

只後緣有數條細橫紋，後緣角各具 2 支長

過，成蟲就另行尋找附近其他開花植物，因

毛，後緣 3 對毛，中央 1 對稍長，有小毛 40

此通常在開花期間大量發生本種薊馬，於非

餘支；後胸背板密布紋路，中對毛極接近前

開花期間的植物芽葉上則為數不多。橘園開

緣縫，有 1 對感覺孔。前翅前緣毛 25 ∼ 35

花季節有大量花薊馬趨集於花部銼吸及產

支，上脈毛基部7∼8支，端部3支，下脈毛

卵，開花初期薊馬為害會影響著果率（何，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1987）。開花末期剛形成的幼果表皮因被薊

as a major pest. Bull. Entomol. Research 91:193-

馬銼吸而產生傷痕（邱等，1991）
。

198.
（作者：王清玲）

αă֨ڱ͞ڼ
(一)溫暖乾燥季節薊馬特別容易發生，
在 新 葉萌發時，須經常檢查葉片，或
於樹冠附近懸掛黃色黏板，偵測園內是
否有薊馬發生，開花時期則注意花部薊
馬成蟲之數目，當薊馬密度升高，立即
開始防治。
(二)於花期中、花落後幼果期間，施用
48.34%丁基加保扶（carbosulfan）乳劑
1000 倍稀釋液二次，每公頃施藥量 1 ∼
2公升，採收前21天停止施藥。

̣ăણ҂͛ᚥ
1.何坤耀。1987。花薊馬對柑橘之著果與傷
害調查及防治探討。中華昆蟲 7：17-23.
2.邱煇宗、沈秀美、吳美雲。1991。南臺灣
柑橘園薊馬類之發生消長及其為害。中
華昆蟲11：310-316。
3.陳惠藏。1984。茶黃薊馬（Scirtothrips dor-

salis Hood）生態觀察。臺灣茶葉研究彙報
3：5-14。
4.Dev, H. N. 1964. Preliminary studies on the biology of the Assam thrips, Scirtothrips dorsalis
Hood on tea. Indian J. Entomol. 26:184-194.
5.Murai, T. 2001. Development and reproductive
capacity of Thrips hawaiiensis and its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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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肩椿象
學名： Rhynchocoris humeralis Thunberg
英名： Large citrus stink bug , Southern green stink-bug
˘ă݈֏
角 肩 椿 象 （ Rhynchocoris humeralis
Thunberg）
，亦名蜜柑刺椿象、青椿象或大綠
椿象等，與澳洲昆士蘭一種大刺橘椿象
（Biprorulus bibax Breddin）之形態甚為相似。
角肩椿象成蟲之前胸背板之前側向兩側擴
展，末端成角狀，先端趨向側後方；而大刺

散，喜集體爬行至果實上為害（圖一），為
害部位常集中在果蒂部之周圍，因此被害果
實常不待成熟，而提前落果(1,2,3)。

ˬăचᖪໄ
(一)分類地位
半翅目Hemiptera
椿象科Pentatomidae

橘椿象之前胸背板之前側向兩側擴展成尖刺
狀，尖端指向側前方。大小相似，均為害柑
橘類之果實，嚴重被害果常未熟而落果
。

(1,3,4)

(二)分布
臺灣、廣東、福建、浙江、印度、斯里
蘭卡、緬甸、泰國、越南、菲律賓。臺灣主
要分布於臺中以北地區，臺中以南較少出

˟ăПचې
成蟲必先吸食果實汁液，才會產卵，卵
多產於葉片上，若蟲有 5 齡，第 2 齡起即分

現。
(三)寄主植物
柑橘類。
(四)形態
1.成蟲：鮮綠色，頭黃褐色，突出前方，中
央之縱線淡黃色，兩側黑色，單眼
1對，口吻長達第2腹節末端，觸角
5 節，黑色，前胸背兩側突出，略
向後彎曲，末端尖銳，稜狀部長及
圖一：角肩椿象正在為害柑橘之果實。（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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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角肩椿象的卵塊（羅幹成）

圖三：角肩椿象的卵粒中亦有未受孕者。（羅幹成）

腹部之 2/3 處。半翅鞘基部有大、

絲比下唇鬚長，生於頭之前方，

小黃色紋各 1 個；前翅膜質部黑色

觸角與體等長，第 4 節最長，後

有光澤，腹部背面各節之後緣，兩

胸兩側稍突出於外方，體長 5 公

端成棘狀突起，先端尖。體腹面淡

釐。

色。胸腹中央隆起若樑，前胸隆起

三齡若蟲：觸角與體等長，後胸兩側不突出

更顯著，氣門 5 對，黑色。足與體
同色。跗節 3 節，黑色，腹部 7

於外方，體長6.5公釐。
四齡若蟲：體呈綠色，翅芽長出，但不發達，

節。臭腺開口於胸之腹面。體長約
23公釐。

體長12∼13公釐。
五齡若蟲：體呈綠色，翅芽發達，體長16∼

2. 卵 ：灰白色，球形，光滑，直徑 1.5 公
釐，通常由 10 ∼ 20 粒排列在葉片
上，頗為整齊（圖二、三）
。

17公釐。
(五)生活史
成蟲羽化後必先吸食果實汁液，羽化後

3.若蟲：易與成蟲之區別，即若蟲觸角僅 4

30日開始交尾，如為晚秋羽化之成蟲，當年

節，無單眼，足之跗節 2 節，前胸

不交尾，至次年五月上旬開始交尾。雌雄一

背兩側不突出，稜狀部小，無翅。

生可交尾數次，開始產卵之後，幾乎不再交

共有5齡：

尾。卵多產於葉片上，一生產卵3∼18次，

一齡若蟲：頭胸部黑色，腹部黃色，口絲不

通常為 6 ∼ 7 次，一次產一卵塊，卵粒在 10

出頭之前方，包入下唇內，體長

∼ 20 粒之間，一生產卵 42 ∼ 252 粒。卵期 4

2.3∼2.4公釐。

∼ 10 日，若蟲孵化時自三角形之孵化孔鑽

二齡若蟲：胸部背面綠色或有黑色斑紋，口

出，若蟲有 5 齡，一齡若蟲約 3 天，脫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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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wford）
）
、短卵蜂（Telenomus sp.）
、細卵
蜂（Trissolcus sp.）和釉卵蜂（Tetrastichus
sp.）。其中以凹胸小蜂和短卵蜂較重要，卵
圖四：角肩椿象的卵
粒常被卵蜂寄
生。（羅幹成）

塊被寄生率達 71%，卵粒被寄生率為 57 ∼
100%，顯然在田間，卵寄生蜂對角肩椿象有
很好的防治效果 (1,2)。

̣ă֨ڱ͞ڼ
二齡若蟲，此期才吸食柑橘汁液，6∼13天

越冬成蟲自五月起活躍取食為害並產

後脫皮為三齡若蟲，7∼12天後變為四齡若

卵，此期天敵較少，若蟲在六、七月間出

蟲，8∼19天後變為五齡若蟲，16∼35天後

現，如危及幼果，應予防治，但因此期需要

即羽化為成蟲，若蟲全期約 36 ∼ 68 天。成

防治之重要害蟲很多，不必特別針對角肩椿

蟲壽命甚長，雄蟲 33 ∼ 73 日，雌蟲 27 ∼ 92

象用藥，在防治其他害蟲時，角肩椿象亦可

日，九、十月羽化者，經過越冬，可活 8 、

一併防治即可，而至九、十一月間天敵大量

9個月之久，一年通常發生2∼3代。若蟲或

出現寄生角肩椿象之卵粒，效果甚佳，故此

成蟲受驚時，常分泌臭腺，而分泌臭腺之個

期亦可不必防治 (1,2)。

體常會提早死亡。

αă൴ϠϠၗ
成蟲在十二月至來年三月間潛伏於柑橘

1.陶家駒。 1966 。柑橘害蟲。 pp.137-188 。
臺灣植物保護工作（昆蟲篇）
。

枝葉間越冬，尤以一、二月間多不活動。五

2.羅幹成、邱瑞珍。1984。臺灣柑橘害蟲及

月間出現活躍，於中、下旬開始交尾、產

其天敵圖說。臺灣農業試驗所特刊 20 ：

卵，卵至十月中旬尚可發現。成蟲必先吸食

75。

果實汁液，才可產卵，如吸食果液之機會少

3.高橋良一。1940。ミカいノトゲカメムレ

時，則產卵期延長。成蟲喜居樹之上部及外

（Rhynchocoris humeralis Thung. 椿象科）に

部，高溫時甚活躍，不易捕捉，但在清晨雨
天或雨後，氣溫低時，不常飛行，多靜止不
動，此時易於捕殺。卵期有 4 種卵寄生蜂
（圖四），即凹胸小蜂（Anastatus formos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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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する研究。臺灣農事報36：14-41。
4.Ebeling, W. 1959. Subtropical fruit pests.
pp.501-502. Univ. Calif. Div. Agric. Sci.
（作者：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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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潛葉蛾
學名： Phyllocnistis citrella Stainton
英名： citrus leaf miner
˘ă݈֏

˟ăПच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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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ˬăचᖪ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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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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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ă൴Ϡ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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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ă͔ϡ͛ᚥ
1.陶家駒。 1966 。柑橘害蟲。 pp.137-188 。
臺灣植物保護工作（昆蟲篇）
。
2.羅幹成、邱瑞珍。1986。臺灣柑橘害蟲及

圖六：柑橘潛葉蛾如小水滴狀的卵。
（羅幹成）

其天敵圖說。臺灣農業試驗所特刊
20：.50-53。
3.Ebeling, W. 1959. Subtropical fruit pests. Univ.
Calif., Div. Agric. Sci., 242p.
4.Hoy, M. A., A. Jeyaprakash, R. Morakote, Paul K.
C. Lo., and Ru Nguyen. 2000. Genomic analyses
of two papulations of Ageniaspis citricola
(Hymenoptera: Encyrtidae) suggest that a cryptic
species may exist. Biological Control. 17:1-10.

圖七：柑橘潛葉蛾之幼蟲。（羅幹成）

5.Logvinoskaya, T. V. 1984. A new species of

Ageniaspis Dahlbom, 1857 (Hymenoptera,
Encyrtidae) from Vietnam. UDC 595, 792(597):
150-152.
6.Zhang, A., C. O'Leary and W. Quarles. 1994.
Chinese IPM for citrus leafminer. IPM
Practitioner 16(8):10-13.
（作者：羅幹成）
圖八：柑橘潛葉蛾之蛹體。（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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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鳳蝶
學名：Princeps demoleus libanius Fruhstorfer
英名： Swallow tail (成蟲)；Citrus dog (幼蟲)
˘ă݈֏

˟ăПचې

為害柑橘之鳳蝶種類不少，如碧鳳蝶

成蟲產卵在柑橘嫩芽和葉上，幼蟲孵化

、
（Menelaides aristolochiae interpositus Fruhstorfer）

後即以嫩葉片為食， 1 ∼ 3 齡幼蟲多喜取食

、黃紋
黑鳳蝶（Papilio bianor kotoensis Sonan）

嫩葉， 4 、 5 齡幼蟲則多蠶食老葉，苗圃之

、長崎鳳
鳳蝶（P. helenus fortunius Fruhstorfer）

幼株及未結果樹被害較烈，常使整枝葉片盡

、玉帶鳳蝶
蝶（P. memnon heronus Fruhstorfer）

遭嚼食。

（P. polytes pasikrates Fruhstorfer）、黑鳳蝶（P.

protenor amauna Jordan）、春鳳蝶（P. coxuthus
hoxinga Fruhstorfer）及無尾鳳蝶（ Princeps
demoleus libanius Fruhstorfer）共8種，其中以無
尾鳳蝶最為普遍而重要 (1,2,3)。

圖二：無尾鳳蝶的卵粒和幼齡
幼蟲。（羅幹成）

圖一：無尾鳳蝶的成
蟲。（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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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無尾鳳蝶的蛹
體。（羅幹成）

圖三：無尾鳳蝶的末齡幼蟲。（羅幹成）

ˬăचᖪໄ

狀斑紋相同，前翅散佈大小不等的

(一)分類地位

淺黃色塊狀紋，腹部背面，前翅基

鱗翅目 Lepidoptena
鳳蝶科 Papilionidae

翅前緣圓形黑斑出現青藍鱗片，肛
角有 1 紅色圓斑，中橫線黃色斑連

(二)分布
臺灣、中國大陸、菲律賓、馬來半島、

接成一寬帶，反面斑紋略似正面，

印度、新幾內亞、非洲東岸及澳洲東部等

但黃色部份較多，後翅外緣至中橫

地。

線間有黑、藍、橙三種色彩層次地

(三)寄主植物

重疊，前翅 3 ∼ 8 室有褐色斑（圖

幼蟲均攝食芸香科的柑橘，食茱萸，雙
面刺和枳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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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及後翅中室散佈淺黃色小點，後

一）
。
2. 卵 ：每當春、夏、秋季柑橘嫩葉萌發時，

(四)形態及生活史

成蟲即飛來產卵，卵散產，淡黃

1.成蟲：中型鳳蝶，展翅 7.5 ∼ 8.2 公分，翅

色，球形，直徑約 1 公釐，卵孵化

底色為黑色，無尾狀突起，雌雄形

前轉變為藍黑色，卵期 7 天左右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圖五：被赤眼卵蜂寄生之
無尾鳳蝶的卵粒。
（羅幹成）
圖六：被寄生蠅寄生之無尾鳳蝶的幼蟲。（羅幹成）

（圖二）
。

體長3.0公分左右，蛹期夏季8∼ 12

3.幼蟲：孵化後之為黑色，有刺毛突起，稍

天，冬季24∼60天，完成一代夏季

大時幼蟲體呈灰褐色（圖二），有

36∼52天，冬季61∼90天，一年可

白色斑紋，很像鳥糞，四、五齡幼

發生6∼7代。

蟲體轉呈黃綠色（圖三）
，有3對灰
白色短斜帶，體側下方及腹面呈白
色，老熟幼蟲體長約40公釐，幼蟲
期13∼21天。

αă൴ϠϠၗ
無尾鳳蝶在臺灣全年均發生，其發生與
柑橘新梢之發生一致，柑橘苗圃之幼株周年

4. 蛹 ：老熟幼蟲於化蛹前，停於枝上吐絲

均可萌發新梢，故此蟲對柑橘幼株危害較結

繫身固著化蛹，蛹色多呈綠色（圖

果株嚴重，其一至三齡幼蟲體色及斑紋似鳥

四）
，亦有黃綠色，淡褐色或暗褐色

糞，為一種絕妙的擬態，藉以不致遭致鳥類

者，前端有兩個短而大之角狀突

的捕殺，四、五齡幼蟲則多嚼食老葉，體色

起，觸角基部有並立之 2 個顆粒狀

轉變為綠色，且蟲體多藏於枝葉間，又是一

隆起，前胸背之氣孔較小，中胸背

種很好的保護色，幼蟲胸背前方有一對臭角

之隆起不長，腹之寬度較頭胸之長

（osmeterium)），受到干擾時，常突然翻出橘

度短，第1、2腹節中央有縱皺紋，

紅色之叉狀臭角，同時放出臭味，具防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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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被蛹金小蜂寄生之無尾鳳
蝶的蛹。（羅幹成）

用。

治，不必特別對此蟲進行防治措施，夏季之
無尾鳳蝶除成蟲期外，各蟲期均有天

敵：卵期有赤眼卵蜂（Trichogramma chilonis

後結果樹上此蟲可被各種天敵予以自然抑
制，故無防治之必要。

Ishii）
（圖五）和黑卵蜂（Telenomus sp.）寄
生;幼蟲期有長腳蜂（Polistes spp.）之捕食；
（圖六）
另有寄生蠅（Exorista sorbillans Wiod.）

̱ă͔ϡ͛ᚥ
1.范義彬、張玉珍。1990。臺灣蝴蝶(I)。臺

和鳳蝶姬蜂（ Melalophacharops papilionis

灣野生動物資源調查手冊(5)。行政院農

Ashmead）；蛹期有蛹金小蜂（ Pteromalus

業委員會印行。29p。

（圖七）和 Brachymeria obscurapuparum Linn.）
ta Walker之寄生，其中以赤眼卵蜂和蛹金小
蜂最為重要。其實在較少施用殺蟲劑之柑橘
園，此蟲並非主要害蟲，因各種天敵均能發
揮抑制之功能，使之不致成為大患 (3)。

2.陶家駒。 1966 。柑橘害蟲。 pp.146-147 。
臺灣植物保護工作（昆蟲篇）
。
3.羅幹成、邱瑞珍。1986。臺灣柑橘害蟲及
其天敵圖說。臺灣農業試驗所特刊 20 ：
56-59。
（作者：羅幹成）

̣ă֨ڱ͞ڼ
由於無尾鳳蝶幼蟲多發生於新梢萌發
期，故在防治芽期其他害蟲時，可予一併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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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壺夜蛾
學名： Oraesia emarginata Fab.
英名：fruit-piercing moth
˘ă݈֏

˟ăПचې

危害柑橘的吸果夜蛾在臺灣紀錄上者有

每年通常在八月間開始出現危害柑橘，

、鳥嘴壺
嘴壺夜蛾（Oraesia emarginata Fab.）

至採收期均有發現，此夜蛾白天分散在雜草

夜蛾（ Oraesia excavata Butler）、枯葉夜蛾

間作物、籬笆、牆洞、樹幹等處潛伏，至黃

（ Adris tyrannus （ Guenée））、 艷 葉 夜 蛾

昏時分即飛至果園危害，以其口吻刺穿果

（ Maenas salaminia （Fab.））、肖毛翅夜蛾

實，吸食汁液，被害柑橘果實刺孔周圍出現

（Lagoptera dotata（Fab.））、安紐夜蛾（Anua

似水浸狀軟腐，並逐漸擴展，有時刺孔周圍

triphaenoides（Walker））、蚪目夜蛾（Metopta
rectifasciata（Menestries.））及魚藤毛脛夜蛾
（Mocis undata（Fab.））等七種 (1,4)。危害柑
橘、梨、蘋果、葡萄、桃、李、枇杷、檬
果、番茄等多種果實 (1,2,3,4)，吸果夜蛾以成蟲
在夜間飛往果園危害果實，是山區及鄰近山
區果園的重要害蟲之一，幼蟲廣泛分布於山
區野生植物上取食，並不危害果實。在此以
嘴壺夜蛾為例說明如下：

軟腐的果皮上出現大量白霜狀的菌落，或在
刺孔邊緣略現白色結晶狀物。使果瓤腐爛，
色變淡，並在刺孔周圍出現近圓形褐色組
織，呈乾疤或軟腐狀態。被害果刺孔周圍常
出現不同症狀，嚴重時果實軟腐脫落，輕者
外表僅有一小孔，內部果肉成海綿狀或腐
爛，早期被害不易被發現，常在儲運中才逐
漸腐爛 (1,2,3,4)。

ˬăचᖪໄ
(一)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夜蛾科 Noctuidae
(二)分布
分布於臺灣、中國大陸、東南亞、印度
。

(3)

圖一：嘴壺夜蛾之成蟲。（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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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花紋（圖二）
。
3.幼蟲：老熟幼蟲體長約 38.7 公釐，體黑褐
色，背面各節黃色斑紋處雜有白色

1

4

或橙紅色斑點，大小數目不等，呈
二行縱線排列；第 6 ∼ 11 節氣門兩
側各有六個紅色小點，腹面各節每
對黃色斑紋之間出現黃色小點，排
成二行，成縱線狀。幼蟲耐寒性

2

3

。
強，能以幼蟲過冬 (1,2)（圖二）
4. 蛹 ： 幼蟲老熟後在枝葉間吐絲黏合葉片
化蛹，蛹體長 17 公釐左右，赤褐

圖二：嘴壺夜蛾成蟲為害柑橘果實狀及其

。
色，能以蛹期亦越冬 (1,2)（圖二）

發育各期 1 ﹒卵； 2 ﹒幼蟲； 3 ﹒
蛹；4﹒成蟲。（羅幹成）

αă൴ϠϠၗ
年發生 4 ∼ 5 代，以幼蟲及蛹越冬，野
外各蟲期發生很不整齊，幼蟲全年可見，成

(三)寄主植物
幼蟲寄主為石月及臺灣野木瓜；成蟲吸

蟲略具假死性，多在晚間產卵，集中在上半

食柑橘、梨、葡萄、桃、無花果、蘋果、枇

夜產卵，成蟲一般自八月上旬即出現危害柑

杷及番茄等果實之汁液 。

橘果實（圖二），九至十月份為高峰期，至

(四)形態及生活史

十二月柑橘果實採收前均有發現，晝伏夜

1.成蟲：體長 17 ∼ 20 公釐，翅展 36 ∼ 40 公

出，一般在黃昏天微黑時飛出危害， 5 、 6

釐，雄蟲前翅赤褐色，觸角雙櫛齒

時蟲數出現高峰，至黎明 4 時逐漸減少危害

狀，雌蟲前翅紫紅褐色，觸角絲

活動，溫度在16℃以上成蟲數較多，溫度降

狀。每年五至十一月出現成蟲，雌

至 13 ℃時顯著減少， 10 ℃時就甚難發現。

成蟲產卵前期約 5 日，每雌蟲一生

柑橘品種中，以早熟品種被害較嚴重，椪

平均產卵 9 次，共 300 ∼ 500 粒，卵

柑、桶柑等晚熟品種被害較輕微；薄皮甜橙

散於寄主植物的葉背部（圖一）
。

被害較重，厚皮者則較輕。影響吸果夜蛾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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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卵 ：扁球形，直徑 0.76 公釐，高 0.69 公

柑橘園取食活動的因子，前期主要是受柑橘

釐，初產呈淡黃色。一天後出現暗

果實成熟度，後期主要是受氣溫降低之影響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

部份集中生長的寄主植物，以便定期捕殺幼

(1,2,3)

成蟲為害時，先伸出口器在果皮表面探

蟲；果園可安置黑光燈進行夜蛾成蟲之誘

索，找到適當部位，以口器尖端固定在果皮

殺；另在柑橘果實被害期之前及被害初期，

上不斷將頭部左右擺動，數分鐘後，口器即

可將引誘力強的甜瓜切成小塊懸掛果園內，

刺入果肉內，取食時間由數分鐘至一小時以

在夜間進行捕殺；在橘園間作芳香的蜜源植

上，果實被害後極易脫落。臺灣果樹栽培自

物，如香蕉可吸引夜蛾取食，可顯著減輕其

初夏至晚秋，均有果實成熟，如枇杷、蕃

對柑橘果實的為害。

茄、蜜桃、葡萄、梨、檬果、柑橘類等，長

(四)果實套袋

期提供了刺果夜蛾豐富的食物資源

。

(1,2,3)

目前發現多種天敵能抑制嘴壺夜蛾發
生，如卵期有赤眼卵蜂和黑卵蜂等五種；幼

對早熟品種一般在八月至九月上旬進行
果實套袋，可達預防目的。但在套袋之前應
做好柑橘㤺㤈的防治。

蟲期有寄生線蟲一種；成蟲則有螳螂可予捕
食 (1)。

̱ă͔ϡ͛ᚥ
1.任伊森。1996。柑橘害蟲防治手冊（第二

̣ă֨ڱ͞ڼ

版）
。pp.127-128。金盾出版社。

可綜合各種防治措施：如栽培晚熟種、

2.任伊森、張志恆、陳玳清。1999。柑橘病

鏟除幼蟲寄主植物、誘殺技術及果實套袋

蟲草害防治手冊。 pp.143-144 。五洲出版

等。

社。

(一)栽培晚熟種
選擇在植被簡單較孤立的山丘栽種，如
山區面積較廣，則宜發展成片的大型果園，
最好多栽植晚熟的品種，避免混栽不同成熟

3.中國農業科學院柑橘研究所。1977。柑6
橘病蟲圖冊。 pp.142-143 。四川人民出版
社。
4.羅幹成、邱瑞珍。1986。臺灣柑橘害蟲及

期的品種及多種果樹。

其天敵圖說。臺灣農業試驗所特刊 20 ：

(二)鏟除幼蟲寄主植物

48。

嘴壺夜蛾幼蟲的寄主植物為石月和臺灣

（作者：羅幹成）

野木瓜，因此將果園及其四周的幼蟲寄主植
物連根鏟除，可以減輕其危害。
(三)誘殺技術
在鏟除幼蟲寄主植物之同時，可保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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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果實蠅
學名：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英名： Oriental fruit fly
俗名：柑果蠅、柑小實蠅
˘ă݈֏
東方果實蠅為臺灣果樹栽培上之最大害
蟲，幼蟲危害鮮果，使果實受損腐爛，不但

實畸形生長，並自此傷口由內開始腐爛，外
部果皮則變色或有自傷口流汁情形，皆為此
蟲為害之特徵。

造成收益上的經濟損失，且為鮮果外銷上之
一大障礙。成蟲之繁殖力及分散力甚強，每
一雌蟲一生可產約1400粒卵。成蟲經常飛行
活動於各果園間，如無妥善防治，在短時間
內大量增加並擴散，果實受害甚難倖免，因
而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對此蟲之防治，過
去臺灣曾實施食餌誘殺、藥劑防治及套袋等
防治方法， 1975 年實施不孕性昆蟲技術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防治法，1984年開始
實施目前推廣中的滅雄處理技術（male annihilation technique）防治法 (11,12)。

˟ăПचې
雌蟲以產卵管將卵產於果實之果皮內，
幼蟲孵化後鑽蛀果肉中取食，造成被害部位
之腐爛並呈水浸狀（圖一、二、三），蛀入
蟲數多時則會造成整個果實內部腐爛，而導
致落果（圖四）。受害果實外觀可見雌蟲產
卵管所造成之傷口呈一黑色凹陷之斑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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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東方果實蠅為害楊桃狀。（劉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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ˬăचᖪໄ
(一)分類地位
雙翅目 Diptera
環裂群 Cyclorrhapha
裂額亞目 Schizophora
無瓣類 Acalyptratae
果實蠅科 Tephritidae
果實蠅亞科 Dacinae
(二)分布
主要分布於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包括
印度、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印尼、菲律
賓、臺灣、中國大陸、夏威夷、關島、塞班
島等，北限止於日本之琉球群島。臺灣除海
拔1500公尺以上之山地較少外，臺灣各地皆

圖二：東方果實蠅為害番石榴狀。（劉玉章）

有分布 (4,9,11,12)。
(三)寄主植物
東方果實蠅可危害 150 餘種寄主植物，
臺灣有記錄之栽培寄主果樹達53種，包括柑
橘類、楊桃、檬果、番石榴、蓮霧、桃、
李、梨、柿、棗、木瓜、枇杷、釋迦、香
蕉、荔枝、龍眼、百香果等 (9,12)。
(四)形態
1.成蟲：頭部黃褐色，複眼具青藍色金屬光
澤；額面中央具一黑色圓紋，兩側
各生刺毛三根，著生處各具一褐斑
紋。胸部黑色密生黃色短毛，肩部
之斑紋、中胸背板兩側之縱帶、菱
形小楯板及後胸兩側之大部皆鵝黃
色。翅透明前緣脈及臀脈具灰黑色

圖三：東方果實蠅為害柚果狀。（劉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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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東方果實蠅之成蟲。
（劉玉章）

圖四：東方果實蠅幼蟲為害番石榴之果肉狀。（劉玉章）

縱紋。腹部黑褐色，第 2 腹節基部
黑褐色，第 3 ∼ 5 節中央有黑色縱

在臺灣一年發生 8 ∼ 9 代，由於世代重

帶。雄性腹部第 3 節後緣兩側具刺

疊，全年皆有不同蟲期之發生。成蟲取食植

毛塊，雌性腹末有外露產卵管。雄

物之花蜜、昆蟲（蚜蟲、介殼蟲、粉蝨、木

性體長6.5∼7.5公釐，雌性7.5∼8.5

蝨等）分泌之蜜露、植株枝葉果實傷口之流

公釐（圖五）
。

汁以及露水乃至鳥糞等。雌、雄性成蟲於傍

2. 卵 ： 紡錘形，中間略彎，白色；卵長約1
公釐，寬約0.2公釐（圖六）
。

晚黃昏時刻交尾

。

(4,8,9,15)

雌蟲產卵前期為羽化後7∼12天。雌蟲

3.幼蟲：長圓錘形，頭端尖小，尾端圓鈍上

以產卵管將卵產於果實之果皮內，每次產卵

具三對氣孔；體乳白色；體長 8 ∼

數量不定，多在10粒左右。雌蟲一生產卵數

10公釐（圖七）
。

約 1400 粒卵，產卵盛期為羽化後之 15 ∼ 25

4.蛹期：蛹橢圓形、淡褐色，長約 5 公釐，
寬約2.7公釐（圖八）
。

84

(五)生活史

天。成蟲壽命一般為 1-3 個月。雌雄性比率
約為1：1

。

(3,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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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東方果實蠅之卵粒。
（劉玉章）

圖七：東方果實蠅之幼蟲。（劉玉章）

大，在16℃以下發育緩慢、產卵量亦少。冬
季成蟲多躲避於較高大隱蔽的樹叢間，尤其
背風方向的山邊雜木林、竹林、甚至蔗園
卵期 1 ∼ 2 天，低溫時可延長至 15 ∼ 20

中、較少活動。卵、幼蟲、蛹及成蟲之有效

天。卵於果實中發育。幼蟲孵化後在果肉中

發育溫度多在 11 ∼ 34 ℃間，而以 25 ∼ 28 ℃

縱橫蛀食，造成果肉之腐爛，嚴重時可造成

為最適溫度。四月以後氣溫回升，溫度的效

落果。幼蟲共三齡，幼蟲期6∼10天。幼蟲

應不再顯著 (9,10)。

老熟後即脫離果實跳入土中化蛹 (4,5,9)。

成蟲白晝活動，多於清晨以後開始取

蛹期 6 ∼ 10 天，多於土表 1 ∼ 20 公分處

食、產卵，中午時刻在樹間陰涼處棲息，下

化蛹，蛹在土中不活動，羽化後之成蟲鑽出

午 3 、 4 點以後再活動。常穿梭飛行於棲息

土面，展翅後飛行 。

之較高大陰蔽樹叢與果園間，飛行分散力甚

(13)

強，飛行距離可達 1 ∼ 3 公里，甚至有數十

αă൴ϠϠၗ
此蟲之發育及活動受冬季低溫之影響較

公里之記錄。通常於日落黃昏時刻交尾，雄
蟲於樹葉間分泌性費洛蒙，雌蟲受引誘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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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三月低溫季節發生較少，此時田
間之族群密度達一年中最低，
四月以後族群數量顯著增
加，於夏、秋季發生最
多，危害亦最嚴重。田
間族群於六至八月達密
度高峰，北部較遲為七
至十月，視各地溫度及
果季而略有不同 (3,4,9,10)。

̣ă֨͞ڼё
(一)滅雄處理技術防治法
利用含毒甲基丁香油誘殺劑誘殺
圖八：東方果實蠅之蛹體。（劉玉章）

雄蟲，使田間雄蟲個體大量減少，雌蟲找不
到雄蟲交尾，無法產生後代。連續的誘殺，
使田間族群代代減少，達到經濟危害水平以

飛來與之交尾，交尾時間 1 ∼ 3 小時，亦有

下。含毒甲基丁香油為 95%甲基丁香油

延續到13小時者。雌、雄蟲皆可多次交尾。

（methyl eugenol） + 5%乃力松（naled）
，利用

交尾後即可產卵，產卵期在一個月以上。卵

4.5ｘ4.5ｘ0.9 公分纖維板吸附10 c.c毒甲基

及幼蟲生活於果實中，不受外界溼度之影

丁香油製成的誘殺板（圖九），以每公頃懸

響，幼蟲具負趨光性，第三齡幼蟲老熟後脫

掛四塊之密度，設置於果園及其周圍，進行

離果實跳入土中化蛹，跳躍時距離可達15∼

雄蟲誘殺，每二個月加掛一次，每年使用時

25 公分，高度 10 ∼ 15 公分。蛹在土中常受

僅須換裝 4 次。滅雄處理必須全年、全面實

濕度之影響，低濕會造成蛹發育遲緩及休

施，始可收良好防治效果 (1,4,11,12)。

眠，雨後常有大量成蟲羽化而出。土壤浸水

(二)套袋防治

72小時內不影響蛹之死亡率。土壤乾燥時蛹

果園於結果實可實施套袋，以保護果實

之羽化率降低、死亡率增高，羽化率與濕度

免於受害，但為達殺蟲之防治目的，仍應配

成正相關

。

(3,4,5,6,9,10,13,)

此蟲在臺灣終年可見其發生，唯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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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全年實施滅雄處理防治，以綜合防治抑制
成蟲的繁衍與擴散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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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含有毒甲基丁香油之
誘殺板可誘殺東方果
實蠅之雄成蟲。（劉
玉章）

(三)藥劑防治

高，另一種 O. oophilus 在夏威夷等地用於生

僅於族群密度發生過高時，噴灑藥劑以

物防治效果最好，頗具應用潛力。生活於土

緊急撲殺過高之族群數量，防止果實被害。

中之蛹常受蟻類、蠼㤇、隱翅蟲、步行蟲等

於結果期噴施 33%福木松乳劑（Anthio）或

之捕食，成蟲亦受鳥類捕食，唯此類天敵在

50%芬殺松乳劑（Fenthion）
，各1000倍，每7

應用上尚無法利用 (3,7)。

∼ 10 天施藥一次，採收前 12 天停止使用
。

(4,10,12)

(四)生物防治
幼蟲及蛹的天敵在臺灣計有： Biosteres
（Opius） longicaudatus 、 Opius formosanus 、 O.

arisanus 、 O. makii 、 Tahcinaephagus sp. （跳小
蜂科）
、 Spalangia sp.、 Cynipidae （沒食子蜂
科）
、 Pachycerepoideus vindemmiae （黃金小蜂
科）等，其中前二種最為常見，寄生率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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