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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瓢蟲原產自澳洲，1847年方知此種

瓢蟲，然當時並不被人注意，直到 1888 至

1889年將此瓢蟲引入美國加州防治極為嚴重

的柑橘吹綿介殼蟲，意想不到竟發揮極為神

奇之效果，自此便成為世界知名的有益天

敵，舉凡有吹綿介殼蟲為害的地區包括美

洲、夏威夷、歐洲、亞洲。紛紛引進以防治

吹綿介殼蟲效果均極優異，臺灣亦於1909年

自夏威夷引入，也發揮了顯著的效果，對柑

橘和木麻黃樹上的吹綿介殼蟲均能予以抑

制，為亞洲地區自外地引進天敵防治害蟲首

次成功事例。

鞘翅目 Coleoptera

瓢蟲科 Coccinellidae

1.成蟲：體長2.6∼4.0公釐，體成卵圓形，

澳洲瓢蟲
學名：Rodolia cardinalis Mulsant

英名：Vedalia lady beetle

圖一：自蛹體羽化的澳洲瓢蟲之成蟲。（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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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表密佈細毛；頭黑褐色，觸角 8

節，棍棒狀，赤褐色，基部第1節

膨大，第 2 節至第 3 節逐漸縮小，

第 4 節起漸大，第 8 節較第 2 節稍

大；口器小，呈褐色，小鰓鬚 4

節，較觸角為強大，下唇鬚亦 4

節，較細小。前胸背之後緣圓凸而

前緣中央凹入，大部分赤色，後半

部具黑色橫紋，稜狀部細小，正三

角形，黑色；翅鞘大部紅色，兩翅

鞘之結合處具狹窄之黑色縱形紋，

位於稜狀部之下方，此縱紋較為膨

大，翅鞘前端外側具向外彎曲之黑

斑一對，中後部具一對粗大橫行之

黑紋，末端也具一對黑斑。足三對

同大小，腿脛節同大，扁平，腿節

黑色，內緣則略呈赤色，脛跗節赤

色。腹部短大，腹面黑色，可見 6

節。雄蟲之陰莖對稱，較為粗短；

雌蟲之輸精管短，貯精囊成腎形，

並著生囊狀附器（圖一）。

2. 卵 ： 橢圓形，一端稍細，紅色，表面散

佈點刻，長約0.7公釐，寬約0.3公

釐，其形態與吹綿介殼蟲卵甚相

似，然其色澤較濃，且多附著於吹

綿介殼蟲之卵囊外表，故易於分

辨。

3.幼蟲：澳洲瓢蟲之初齡幼蟲體呈暗紅色，

短紡綞形，頭小，黑色；前胸大，

為長方形，背面具有二凹點，中後

胸背面有四突起，各突起之端部黑

色，內方一對為圓點狀，外方一對

新圓形。腹部8節，每節各具小突

起二對，突起頂端著生刺毛一條；

足細而短，黑色，體長1.5∼2.0公

釐。二齡幼蟲體較為扁平，略被白

色臘粉，前胸扁平而廣闊，中央凹

成環狀，黑色；中後胸側緣又有乳

頭狀突起，腹節末端作吸盤狀，常

分泌黏液，以支持身體，體長 2.7

公釐；三齡幼蟲（圖二）形與二齡

幼蟲相若，惟中後胸背面之突起彼

圖二：澳洲瓢蟲之三齡幼蟲正在捕食吹

綿介殼蟲。（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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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接近，且中胸上之突起幾已連貫

成為一個，中後胸側各有乳頭狀突

起2個，體長約5.0公釐，老熟幼蟲

由尾端分泌黏液，固著於枝葉上而

化蛹。

4. 蛹 ： 化蛹後，末齡幼蟲之蛻皮自前向後

成V字形裂開，將蛹體之大部包入

其中，蛹體（圖三）呈紅褐色，體

長3.0∼4.0公釐。

每當冬末初春發生吹綿介殼蟲之橘園，

澳洲瓢蟲（圖四、五）隨之出現捕食，此期

均為三月中旬之後。據1965至1966年在臺北

調查，發育期為30∼39日；卵期8∼12日；

幼蟲期12∼15日；蛹期10∼12日；成蟲壽

命在食物充足時可達2∼3個月，每日產卵

數5∼20粒，一生可產卵150∼250粒，每一

雌蟲一生可捕食吹綿介殼蟲數（包括卵，若

蟲與成蟲在內）約在1000以上。一般成蟲羽

化後並不立即自蛹殼內爬出，需經1∼2日

之休息始出，再經2∼3日便能交尾，產卵

前期約為一星期。卵多產於吹綿介殼蟲之卵

囊表面或枝葉上。幼蟲性敏捷，初齡幼蟲常

鑽入吹綿介殼蟲卵囊內，捕食其中卵粒或初

孵化之吹綿介殼蟲之若蟲。對環境氣象條件

之抗力似不如本地的小紅瓢蟲（R. pumila），

分散能力也較弱，但其繁殖能力似較小紅瓢

蟲為強，二者常相伴出現捕食吹綿介殼蟲，

對臺灣吹綿介殼防治價值甚為可觀，使吹綿

圖三：澳洲瓢蟲的蛹體。（羅幹成）
圖四：一隻澳洲瓢蟲之成蟲正在捕食吹綿介

殼蟲。（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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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殼蟲不再為柑橘之主要害蟲，僅屬次要偶

發性之害蟲，已無防治之必要 (1,2,3,4,5,6,7,8)。

澳洲瓢蟲為1909年由素木得一氏自夏威

夷輸入臺灣，加以繁殖，前後經 53 次的釋

放，共計 22,727 隻，不出數載已在全臺立

足，吹綿介殼蟲隨之即被抑制 (2,3,4,5,7)。常與本

土天敵小紅瓢蟲（Rodolia pumila Weise）相伴

壓抑吹綿介殼蟲，自此吹綿介殼蟲即被有效

控制 (2,4,5)。

1.陳方潔。1934。兩種瓢蟲。昆蟲與植病 2

(8)：142-148。

2.陶家駒。1966。柑橘害蟲。pp.13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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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農 業 試 所 特 刊

20:7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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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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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加藤正世。1925。 瓢蟲 新形，

臺灣博物學會會報 15：102-103。

7.新渡戶稻雄。1910。本島 於

其 應用。臺灣農事

報4(42):30-38。

8.Beardsley, Jr., J. W. 1955. Fluted scales and their

biological contro1 in United States.

Administered Micronesia Proc. Hawaii Ent. Soc.

15(3)：391-399。

（作者：羅幹成）

圖五：澳洲瓢蟲之老齡幼蟲正在捕食吹綿

介殼蟲。（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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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氏瓢蟲係由素木得一於1909年前往紐

西蘭採運吹綿介殼蟲之天敵澳洲瓢蟲之同

時，順便引入臺灣者，現已在臺灣各地立

足，對球粉介殼蟲及其他近緣的粉介殼蟲皆

能捕食，惟其行動欠活潑；分散能力較差，

陶氏認為此蟲雖非理想天敵，但在夏、秋季

節可以控制柑橘球粉介殼蟲之為害 (1,2,3,6)。

鞘翅目 Coleoptera

瓢蟲科 Coccinellidae

1.成蟲：體長3.4∼4.5公釐，體成橢圓形，

除頭、前胸、翅鞘末端及腹部為朱

紅色外，其餘各部皆為黑色，頭、

前胸背板及翅鞘表面具細密之點

刻；觸角10節，基節粗壯，

第2節桶狀，第3節細長，頂

端較寬廣，第4∼7節各節長

度略相等，第 8 ∼ 10 節形成

較疏鬆之球節；小鰓鬚共 4

節，末節延長且特別膨大；

下 唇 鬚 3 節 ， 末 節 成 圓 筒

狀，大鰓具有亞頂齒（sub-

apical tooth）一個，前胸腹板

寬廣，前緣環狀，形成一

腔，可容頭部、觸角口器等

之縮入，其中央具一龍骨突

起，然不抵達前胸腹板之前

緣 ， 中 胸 腹 板 非 常 狹

小，後胸腹板最強大，

蒙氏瓢蟲
學名：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Mulsant)

英名：Mealybug destroyer

圖一：蒙氏瓢蟲之成蟲。（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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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緣平直，各脛節無脛距，附節 3

節，雄蟲之陰莖（aedeagus）對

稱；雌蟲之貯精囊另具附屬器官，

輸精管短，漏斗體（infundibulum）

位在交接盤（bursa capulatrix)之基

部，一半骨化且延長三角形體，腹

部可見6節（圖一）。

2.  卵 ：初產時是黃色，後變為紫紅色，成

蟲將卵產於粉介殼蟲之卵囊內，卵

成橢圓形，長約0.8公釐。

3.幼蟲：自第3齡始分泌白色條狀臘粉，並

將身體完全覆蓋，體色黃褐色至紫

褐色，末齡幼蟲體長可達 10 公釐

（連同臘粉） （圖二）。

4.  蛹 ：化蛹部位多在捲葉或陰暗之縫隙

內，化蛹後臘粉仍然覆蓋於蛹體，

蛹體為橢圓形，初呈黃褐色，後成

紫褐色，長約4.0公釐。

每當春夏之交，柑橘花謝形成幼果之時

期，柑橘粉介殼蟲類即大量發生，隨之蒙氏

瓢蟲漸趨往捕食並產卵，由開始捕食至完全

將球粉介殼蟲消滅，需時1.5至2.0個月，故

若在自然情況下完全防治球粉介殼蟲，則柑

橘之幼果將有50%之落果和畸形果之損失。

故事先對蒙氏瓢蟲之保育和人工釋放均屬必

要。

成蟲羽化後，即飛往捕食球粉介殼蟲，

產卵前期為5∼15天，交尾後，即將卵產於

球粉介殼蟲之卵囊內或卵囊外表，或產於附

近之枝葉上，初孵化之幼蟲及二齡幼蟲體表

並不分泌白色條狀臘粉，至三齡始分泌臘粉

將身體覆蓋。幼蟲孵化隨即鑽入球粉介殼蟲

之卵囊內，在其中捕食粉介殼蟲之卵粒和幼

蟲（圖三），至三齡後即在粉介殼蟲之卵囊

外捕食，幼蟲成熟後，在枝葉之縫隙間或捲

圖二：以人工飼養所得的蒙氏瓢蟲之蛹和幼

蟲。（羅幹成）

圖三：蒙氏瓢蟲之幼蟲正在柑橘上捕食球粉

介殼蟲。（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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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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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內化蛹。蛹附於有白色臘粉之幼蟲蛻皮

內，為裸蛹，初呈黃色，羽化前變為紫褐

色。

平均卵期 7 天，幼蟲期 14 天，蛹期 10

天，由卵至成蟲22∼90天，成蟲壽命15∼

30天，每一雌產卵500∼1000粒。其食性並

不專一，除捕食球粉介殼蟲外，尚能捕食其

他近緣粉介殼蟲，食量雖大，但行動較遲

緩，其對柑橘粉介殼蟲之防治常有緩不濟急

之感 (1,2,3,4,5,6,7)。故可利用木瓜型的南瓜，在室

內大量繁殖球粉介殼蟲，進而再繁殖蒙氏瓢

蟲（圖四），在粉介殼蟲發生初期即予釋放

蒙氏瓢蟲之成蟲，可以有效抑制球粉介殼

蟲。

圖四：以洋南瓜飼養粉介殼蟲供蒙氏瓢蟲

繁殖之用。（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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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勞黃小蜂，長期被誤認為嶺南黃小蜂

（Aphytis lingnanensis Compere），臺灣有關好

勞黃小蜂之研究，早於 1929 年即有詳細記

述 ， 取 名 為 圓 介 殼 蟲 黃 小 蜂 （ A p h y t i s

chrysomphali （Mercet）），並有生活史及寄生

率之記載。林、陶二氏亦曾觀察褐圓介殼蟲

（Chrysomphalus aonidum （Linnaeus））在臺灣

對柑橘為害均屬局部性，並於1973年証明在

臺灣寄生柑橘褐圓介殼蟲主要寄生蜂即為好

勞黃小蜂（Aphytis holoxanthus Debach）。1974

年有詳細報告，提供好勞黃小蜂與嶺南黃小

蜂之區別法及其對臺灣柑橘褐圓介殼蟲之抑

制潛能。好勞黃小蜂的蛹體胸部及腹部之腹

面色暗，成蟲之胸部腹部為白色，此二特徵

為好勞黃小蜂與嶺南黃小蜂區分之主要依

據，其他形態幾乎無法區分 (1)。

膜翅目 Hymenoptera

蚜小蜂科 Aphelinidae

中胸盾片上的刺毛色暗而

表面粗糙；觸角色暗，並不

細長，鞭節之長為其寬之

好勞黃小蜂
學名：Aphytis holoxanthus Debach

圖一：褐圓介殼蟲的有效天敵

─好勞黃小蜂之蛹體。

（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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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倍；頭上的毛在120倍放大下呈蒼白色；

胸部腹板潔淨光滑；胸腹節之後緣附有特別

大的扇狀延伸物。蛹體胸、腹之腹面具深色

的斑紋，但此斑紋越近腹末色越淡。雌成蟲

體色全屬黃色，完全沒有深褐色之區塊。雄

成蟲體色與雌成蟲相同。

好勞黃小蜂一世代發育為期約23天，即

卵期3天，幼蟲期13天，蛹期7天。寄生於

雄性介殼蟲者較少，一隻雌性褐圓介殼蟲通

常被1∼4隻黃小蜂幼蟲寄生（圖一）。為外

寄生蜂。曾於1973-1974年在臺北全年觀察，

發現褐圓介殼蟲被此黃小蜂之寄生率高達

57%，顯示此黃小蜂確實具抑制褐圓介殼蟲

之潛力 (1,2,3)。亦有其他寄生蜂寄生（圖二），

但較不重要。

以色列曾由香港引進此小蜂防治褐圓介

殼蟲，二、三年間即告成功 (4,8)，後來美國又

自以色列輸入此小蜂至佛羅里達州防治褐圓

介殼蟲亦告成功 (6,9)。然褐圓介殼蟲並非真正

嶺南黃小蜂的適合寄主，其適宜的寄主乃為

赤圓介殼蟲（Aonidiella aurantii （Maskell））。

後據DeBach氏鑑定此小蜂並非嶺南小蜂，而

為一新種，於1960年將其定名為好勞黃小蜂

（A. holoxanthus）(5)。嗣後如地中海沿岸、非

洲、中南美洲等紛紛輸入此種小蜂，均可在

短期內達到防治褐圓介殼蟲的目的 (7,10)。

圖二：褐圓介殼蟲的另一種天敵寄

生蜂的蛹體。（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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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蚜虻是指雙翅目（Diptera）食蚜虻科

（Syrphidae)中的一群昆蟲，其幼蟲生活在蚜

蟲群當中，是蚜蟲的捕食性天敵（圖一）。

食蚜虻幼蟲利用尖細的頭部不停的前後左右

擺動探索，緩緩行動，一但頭部碰到了蚜

蟲，就用口制住這隻食餌，吸食體液。二齡

以上的食蚜虻幼蟲在數秒鐘之內就可以吸乾

一隻蚜蟲的體液。有些種類的食蚜虻幼蟲身

體會有黏液，可以黏住蚜蟲空殼以及其它雜

物，形成一堆垃圾似的偽裝，幼蟲就埋身其

中。老熟的幼蟲會尋找幽暗的場所化蛹，已

經乾枯捲起來的葉片是它們喜愛的化蛹地

點。在柑橘園中，食蚜虻是很重要的蚜蟲天

敵，估計一隻幼蟲可以捕食數百隻的蚜蟲。

食蚜虻成蟲主要的食物是花粉和蜜露

（圖二），也是植物授粉的媒介。故有花虻

食蚜虻
學名：Epistrophe balteata De Geer Ischiodan scutellaris Fabricius

英名：Flower flies

中名：黑點食蚜虻、刺腿食蚜虻

圖一：食蚜虻幼蟲正在捕食蚜

蟲。（吳子淦）

圖二：食蚜虻成蟲取食花粉

和花蜜。（吳子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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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er flies)的稱呼。當它們在花朵上覓食的

時候，會揚起花粉，使一部分花粉飄落到雌

蕊柱頭上，或是沾在蟲體被攜帶到另一朵花

上。成蟲沒有捕食害蟲的能力，白天在植株

四周尋找食物或是在有蚜蟲的地方產卵（圖

三）。晚間大都靜止不動，對燈光也不敏

感。成蟲有很好的飛翔能力，只靠翅的擺

動，就可以持續停留在空中同一個位置，也

可以在一瞬間就突然移往別處。

雙翅目 Diptera

食蚜虻科 Syrphidae

1.成蟲：食蚜虻成蟲複眼很大，只有一對

翅，外表呈現鮮艷的黃黑色相間的

色帶條紋，體型以及顏色雖然很像

某些蜂類。但是食蚜虻沒有蜂針，

不會螫人。

2.幼蟲：食蚜虻幼蟲身軀呈現前尖後粗的形

狀，身體前端非常細小，頭部幾乎

消失不見，尾端比較粗大，外形和

常見的蛆很類似。幼蟲身體顏色很

有變化，綠、黃、紅和黑都是常見

的顏色，在同一隻幼蟲身上，可以

呈現出數種色彩條紋。相同種類的

不同個體，或是同一個體在不同齡

期時，也可能有不同的體色。

臺灣地區食蚜虻的種類非常多，紀錄上

將近有70種。黑點食蚜虻（Epistrophe balteata

（De Geer））和刺腿食蚜虻（Ischiodan scutel-

laris Fabricius），是柑橘園中最常出現的種

類，臺灣各地都有它們的蹤跡。在平地溫度

較低的季節裏，刺腿食蚜虻和黑點食蚜虻同

時存在。但是在夏季，主要的種類是刺腿食

蚜虻，黑點食蚜虻則移往山區。

食蚜虻的飼育方法非常簡單，只要在養

蟲箱中供應花粉和花蜜就可以讓成蟲存活。

另外再放置有蚜蟲的葉片，作為成蟲產卵的

場所。定時更換產卵用的葉片，換下來的葉

片就放入幼蟲飼育箱中，待卵孵化之後，每

日添加含有蚜蟲的葉片，餵食幼蟲。約7至

8 天後老熟幼蟲就開始化蛹，將蛹收集起

來。等到成蟲羽化之後就可以送到田間釋

放。

蚜蟲是採用孤雌生殖的昆蟲，生殖潛力

相當大。數天之內就可以繁殖出百倍的後

代。當蚜蟲的密度太高的時候，並不適合利

用天敵來防治。因為天敵從產卵、孵化到幼

蟲能發揮防治效果，往往需要數天的時間。

在這段時間內，作物仍會遭受眾多蚜蟲侵

害，造成損失。另一方面蚜蟲密度太高時，

就需要釋放大量的天敵，才能得到理想的防

治效果。釋放過多的天敵，只是徒然增加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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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成本而已。因此釋放食蚜虻最好的時機，

就是作物上發現有少量蚜蟲存在的時候。剛

進入產卵期的食蚜虻是最理想的釋放對象，

將之釋放到作物區後，成蟲會在植株之間穿

梭，搜尋蚜蟲，然後將卵產在蚜蟲附近。

食蚜虻成蟲需要花蜜作為活動的能源，

以及從花粉中得到營養促進產卵。理想的柑

橘園都是採行草生栽培，園區內自然會有一

些植物像是藿香薊（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和咸豐草（Bidens pilosa L. var. minor

（Blume） Sherff）之類的雜草開花，提供食

蚜虻成蟲需要的食物，因此可以長時期的留

住部分食蚜虻。對早期發生，數量還很少的

蚜蟲，可以及時發揮抑制效果，延緩蚜蟲大

發生的時間。這是一個生態環境以及防治成

本都兼顧到的作法。在柑橘園中維持粉源及

蜜源植物，提供食蚜虻成蟲食物的來源，是

很值得採行的作法。

1.朱耀沂。1997。蚜蟲六則(VI)。農業世界

165:42-44。

2.White, A. J., S. D. Wratten, and N. A. Berry.

1995. Habitat manipulation to enhance biologi-

cal control of Brassica pests by hover flies

(Diptera: Syrphidae). J. Econ. Entomol. 88:1171-

1176.

（作者：吳子淦）

圖三：產在蚜蟲堆中的食蚜虻

卵。（吳子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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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蛉屬於脈翅目（Neuroptera），草蛉科

（Chrysopidae），可以捕食許多蟲種的害蟲，

例如粉蝨、介殼蟲、潛葉蛾以及葉 等，是

食量大又很容易飼養的捕食性天敵。因此很

適合作為生物防治的工具。在柑橘園中釋放

基徵草蛉（Mallada basalis （Walker）），已經

證實可以有效的防治潛葉蛾和葉 。許多重

要的經濟害蟲如木蝨、介殼蟲及蚜蟲，也同

樣的可以利用草蛉來防治。因此繁殖草蛉的

技術以及應用草蛉防治害蟲的方法，特別受

到重視。

脈翅目Neuroptera

草蛉科Chrysopidae

1.成蟲：一般都呈綠色，背部有黃色條紋，

體形狹長纖細。大型草蛉體長由頭

至尾可達數公分，小型者體長只有

數毫米。複眼很大，呈現金屬光

澤。翅有兩對，膜質透明，翅脈呈

綠色或是棕黑色（圖一）。

2.幼蟲：體型是頭尾兩端尖，腹部呈粗大的

紡錘形。頭部有黑褐色或是紅棕色

草蛉
學名：Mallada basalis Walker、 Mallada boninensis （Okamoto）、

Chrysopa septempunctata Wesmael、Chrysocerca formosana Okamoto

英名：Green lacewings

中名：基徵草蛉 、安平草蛉、 七點草蛉、 紅肩草蛉

圖一：基徵草蛉(Mallada basalis (Walker))成蟲。

（吳子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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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紋。最大的特徵是口器特化，形

成兩根細長的彎管，可以刺入獵物

體內，吸取體液。

全年任何時間都可以發現這些草蛉活躍

在各種作物或是野地雜草上，尤其是春秋兩

季出現的數量最多。

草蛉成蟲的食物是蜂蜜和啤酒酵母粉

（圖二）。將這二樣食物以相同的體積混合，

再加以攪拌，自然就形成膏狀的黏稠食物。

將此膏狀食物放置在飼育容器內，草蛉成蟲

就會群聚取食。對柑橘園中常見的基徵草

蛉、安平草蛉（Mallada boninensis）以及紅肩

草蛉（Chrysocerca formosana）而言，這份食

物可以維持它們的壽命長達3∼4個月，產

下一千多個卵。但是對體型較大的七點草蛉

（Chrysopa septempunctata）而言，另外還得再

提供蚜蟲，七點草蛉才會產卵。

草蛉幼蟲最好的食餌是外米綴蛾的卵。

蛾卵要先經過紫外線照射或是冷藏處理。人

工卵也是草蛉幼蟲很好的食物。利用蠟膜包

覆技術，將雞蛋、酵母粉等數種成分包裝在

小膠粒中，膠粒的大小近似於外米綴蛾卵。

有三種常用的釋放方式可以將草蛉釋放

到田間：第一種是釋放含有草蛉卵的紙片，

圖二：以蜂蜜和啤酒酵母粉混合的

人工飼料飼養基徵草蛉。

（吳子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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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的草蛉幼蟲自然會分散到植株四周捕食

害蟲。第二種方式是將草蛉卵懸浮在低濃度

（3%）的洋菜膠中，然後以動力噴霧器將草

蛉卵噴到植株上（圖三），藉由洋菜膠的黏

性，把草蛉卵黏附在目標作物上。第三種方

式是將快要孵化的草蛉卵、外米綴蛾卵和一

些填充物如稻殼、蛭石均勻混合，裝在紙杯

或其它容器中，然後運送到田間，再把杯內

的草蛉卵或是已經孵化的幼蟲和填充物一起

撒到有害蟲發生的作物上。

1.Brooks, S. J., and P. C. Barnard. 1990. The green

lacewings of the world: a generic review

(Neuroptera: Chrysopidae). Bull. Br. Mus. Nat.

Hist. (Ent.) 59(2): 117-286.

2.Canard, M., and Y. Semeria. (eds). 1984.

Biology of Chrysopidae. Dr W. Junk Publishers,

The Hague. 294pp.

3.Tsukaguchi, S. 1995. Chrysopide of Japan

(Insecta, Neuroptera). Yutaka Insatsu Co.,

Osaka, Japan. 223pp.

（作者:吳子淦）

圖三：利用動力噴霧器將草蛉

卵散佈到柑桔植株上。

（吳子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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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腹釉小蜂為柑橘木蝨（以下簡稱木蝨）

之有效天敵，首次記錄於巴基斯坦(18)，1924

年及1976至1989年分別在印度 (15) 及中國大

陸、沙烏地阿拉伯、尼泊爾、印尼、泰國等

地發現 (16)，而模里斯島 (16)、臺灣 (8,11) 及菲律

賓 (14) 則分別於1984及1988年自留尼旺島引

進。亮腹釉小蜂寄生於木蝨第三至五齡若蟲

體外（圖一），在 25 ℃時被寄生之木蝨經 5

天後形成乾屍，木蝨乾屍體扁平、暗褐色、

體周邊有白色絲狀物固著葉片或枝條，再經

6天後該蜂自木蝨乾屍之胸部背面羽化（圖

二）(9,12,17)。

膜翅目 Hymenoptera

釉小蜂科Eulophidae

1.成蜂：雌蟲體黑色，複眼紅色，腹部背板

第 1 ∼ 4 節 淡 黃 色 、 腹 部 略 呈 心

形，體長 1.12 公釐，寬 0.36 公釐。

雄蟲體黑色，複眼紅色，腹部背板

第 1 節後緣及第 2 ∼ 3 節前緣淡黃

色，腹部略呈直筒形，體長 1.03 公

釐，寬 0.33 公釐 (4) 。

亮腹釉小蜂
學名：Tamarixia radiata (Waterston)

圖一：亮腹釉小蜂各齡期幼蟲外寄生在木蝨腹面。

（錢景秦）

圖二：亮腹釉小蜂自木蝨乾屍胸背破孔

羽化而出。（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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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卵 ： 半透明、乳白色，腎形，一端側面

具溝紋，另一端側面為黏附寄主

處。長約0.18，寬約 0.07 (4)。

3.幼蟲：共有 4 個齡期。體透明無色，橢圓

形，具長尾狀部但一般縮入不見，

體內佈滿脂肪體。體長 1.02 公釐 ，

體寬 0.54 公釐 (4)。

4.前蛹：體乳白色，體長約1.26 公釐，寬約

0.54公釐。

5. 蛹 ：體黃色、複眼與單眼紅色。體長約

1.26釐，寬約 0.57 公釐 (4) （圖三）。

亮腹釉小蜂具產雄性孤雌生殖（arrheno-

tokous） (4,13)，同時視環境調節族群適當之性

比率，以減少雄性交尾競爭並增加族群之繁

殖潛能 (4,13)。寄生方式為共育性（koinobiont）

之外寄生，在產卵前先利用蜂毒（venom）

暫時麻痺寄主、延緩寄主發育及抑制寄主蛻

皮，便於產卵、卵之固著及後代發育，並確

保後代之順利寄生，同時蜂毒亦能造成木蝨

慢性致死 (4,13)。

亮腹釉小蜂搜尋寄主能力強 (8)。抑制寄

主方式有產卵寄生與取食寄主兩種 (4,13) ，25

℃下每隻可造成木蝨死亡數目達513隻，其

中產卵致死數與取食致死數各為429 與84隻
(4,8,13)。其取食寄主主要為供應卵形成所需之

營養，其次才為降低寄主族群密度 (4,13)。取

圖三：亮腹釉小蜂的雌雄蛹體

（左： 雌蟲；右：雄

蟲）。（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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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寄主型式屬於產卵取食不併存而寄主死亡

型 （non-concurrent destructive）（圖四）(4,13)。

其發育期短，存活率高，在25℃一世代發育

日數約 11.4 天其中卵期 1.9 天，幼蟲期 4.0

天、前蛹期0.6天，蛹期4.9天，存活率為88

﹪，雌蜂壽命為23.6天，雄蜂壽命為14.8天
(4,13)。具高內在增殖率（intrinsic rate of increase）

之特性，族群增長隨溫度之上升而增加
(5,13)，屬單元寄生，能辨識寄主齡期與已被寄

生之寄主，減少過寄生與取食已被寄生的寄

主，以維持高度之繁殖潛能 (4,13)。

亮腹釉小蜂產卵調節能力除受食物 (7)、

寄主密度 (8) 及溫度 (5) 等之影響外，為適應木

蝨之k型族群繁殖，雌蜂藉卵吸收（oosorp-

tion）之方式調節產卵期以配合寄主，形成

同律性 (6,13)。在實驗室亮腹釉小蜂與紅腹跳

小蜂 （Diaphorencyrtus diaphorinae （Lin and

Tao））之雌蜂在產卵時有種間競爭，亮腹釉

小蜂因幼蟲發育期短，易取得優勢 (1)。不過

在田間，此兩種寄生蜂因發生盛期不同種間

競爭較不明顯 (3,10)。

亮腹釉小蜂有多種之重複寄生蜂，在臺

灣該蜂之重複寄生蜂種類7種 (3,10)。重要之重

複寄生蜂為矮蜂Marietta leopardina Motschulsky

（圖五）與金小蜂Pachyneuron concolor Foerster
(3,10)。

(一)飼育

亮腹釉小蜂之繁殖技術為在25℃下、每

日以蜂蜜與酵母抽出物之混合物 (2:1) 供食

成蜂，且第五齡木蝨若蟲與寄生蜂之繁殖比

圖四：亮腹釉小蜂也可取食木蝨之

若蟲。（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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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40:1 (5,7,8)。而該蜂貯存之最適條件為雌蜂

在25℃下、每日供食蜂蜜，貯存10-20天 (6)

（圖六）。

(二)應用

亮腹釉小蜂在月橘棲所較穩定環境下，

確對木蝨具抑制效果（圖七），且可避免該

成蟲之顯著遷飛 (3,10,11)，因而建議在月橘上，

應儘可能保持其棲所之穩定性，避免經常性

之大幅修剪或施藥，使已立足之亮腹釉小蜂

與本地種紅腹跳小蜂能發揮其寄生能力，以

有效抑制木蝨族群密度 (2,11)。為避免木蝨傳

播柑橘立枯病，減少柑橘之罹病率，建議在

柑橘園內木蝨之防治，可忽略寄生蜂之應

用，而側重於柑橘園之栽培管理與藥劑防治
(2,11)。

1.錢景秦。1992。柑橘木蝨外寄生蜂--亮腹

釉小蜂之生活習性與族群生態。國立臺

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38p。 臺北。

2.錢景秦。1995。寄生蜂在柑橘木蝨防治體

系中之角色。臺灣柑橘之研究與發展研

討會專刊。臺灣省農業試驗所特刊 51:

245-261。臺中。

3.錢景秦、朱耀沂、古琇芷。1991a。柑桔

木蝨之生物防治Ⅱ.亮腹釉小蜂與紅腹跳

小蜂對柑橘木蝨之防治效果評估。中華

昆蟲 11: 25-38。

4.錢景秦、朱耀沂、古琇芷。1991b。亮腹

釉小蜂（Tamarixia radiata）之形態、生活

史及其寄生策略。中華昆蟲 11: 264-281。

圖五：重複寄生蜂出現寄生亮腹

釉小蜂。（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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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錢景秦、朱耀沂、古琇芷。1993。溫度對

亮腹釉小蜂之族群增長、致死柑橘木蝨

能力及貯存之影響。中華昆蟲 13: 111-

123。

6.錢景秦、朱耀沂、古琇芷。1994a。亮腹

釉小蜂之雌性內生殖器官、卵吸收及產

卵調節能力。植保會刊 36: 19-30。

7.錢景秦、朱耀沂、古琇芷。1994b。食物

對亮腹釉小蜂之壽命、卵形成及族群增

長之影響。植保會刊 36: 97-105。

8.錢景秦、朱耀沂、古琇芷。1995。寄主密

度對亮腹釉小蜂族群增長與致死柑橘木

蝨能力之影響。植保會刊 39: 81-96。

9.錢景秦、邱瑞珍、古琇芷。1988 。柑桔

木 蝨 之 生 物 防 治 Ⅰ . 亮 腹 釉 小 蜂

（Tamarixia radiata）之引進繁殖與釋放試

驗。中華農業研究 37: 430-439。

10.Chien, C. C., and Y. I. Chu. 1993. Biological

control of the citrus psyllid, Diaphorina citri in

Taiwan. pp. 186-208 in Proceeding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Use of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s under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Fukuoka.

11.Chien, C. C., and Y. I. Chu. 1996. Biological

control of citrus psyllid, Diaphorina citri in

Taiwan. pp. 93-105 in G. Grey, ed. Biological

pest control in systems of integrated pest man-

agement. FFTC for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Taipei.

12.Chien, C. C., S. H. Chiu, and S. C. Ku. 1989.

Biological control of Diaphorina citri in Taiwan.

Fruits 44: 401-407.

13.Chu, Y. I. and C. C. Chien. 1991.Utilization of

natural enemies to control of psyllid vectors

transmitting citrus greening. pp. 135-145 in K.

Kiritani, H. J. Su, and Y. I. Chu, eds. Food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 for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Supplement No. 1. Taipei.

14.Gavarra, M. R., and B. G. Mercado. 1989.

Progress report on studies dealing with the psyl-

lid vector (Diaphorina citri) of greening disease

in the Philippines. pp. 23-28 in B. Aubert, C. Ke,

and C. I. Gonza1es, eds. Proc. 2nd FAO-UNDP

Regional Workshop Lipa Philippines

圖六：亮腹釉小蜂在室內繁殖過程。（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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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Pacific Citrus Greening. Lipa.

15.Husain, M. A., and L. D. Nath. 1924. the life his-

tory of  Tetrastichus radiatus parasitic on

Euphalerus citri Kuwayama and its hyperpara-

site. Rep. Proc. 5th Entomol. Meet.: 122-128.

Pusa (Cited by Rev. Appl. Entomol. Ser. A

12:383).

16.Tang, Y. Q. 1990. On the parasite complex of

Diaphorina citri Kuwayama (Homoptera:

Psyllidae) in Asian-Pacific and other areas. pp.

240-245 in B. Aubert, S. Tontyaporn, and D.

Buangsuwon, eds. Rehabilitation of citrus indus-

tr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Proc. Asia Pacific

Intern. Conf. Citriculture. Chiang Mai.

17.Tang, Y. Q., and Z. P. Huang. 1991. Studies on

the biology of two primary parasites of

Diaphorina citri Kuwayama (Homoptera:

Psyllidae). pp. 91-98 in C. Ke, and S. B. Osman,

eds. Proc. 6th Intern. Asia Pacific Workshop

Integrated Citrus Health Management. Kuala

Lumpur.

18.Waterston, J. 1922. On the chalcidoid parasites

of psyllids (Hemiptera: Homoptera). Bull.

Entomol. Res. 13: 41-58.

（作者：錢景秦）

圖七：亮腹釉小蜂釋放於月橘上

並定期調查其防治木蝨成

效。（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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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腹跳小蜂為柑橘木蝨 （以下簡稱木

蝨） 之寄生蜂（圖一）(1)。廣泛分佈於東方

區與留尼旺島 (5)。該蜂寄生於木蝨第一齡至

第五齡若蟲體內，在25℃下被寄生之木蝨經

8天後，發育為第五齡木蝨時形成乾屍，乾

屍呈半球形隆起，紅褐色（圖二），附著於

葉片或枝條，再經8天後該蜂自木蝨乾屍背

面羽化（圖三）(4)。在留尼旺島該蜂之寄生

率低於 20% (8)；在臺灣一至五月間為 0.1 ∼

15%，六至十二月間為15∼57% (3,6)；在菲律

賓為7.9∼62%(9)。

膜翅目 Hymenoptera

跳小蜂科 Encyrtidae

1.成蟲：雌蜂頭部、胸部及腹部後半部黑

色，腹部前半部4節黃色。觸角柄

紅腹跳小蜂
學名：Diaphorencyrtus diaphorinae Lin and Tao 

＝D. aligarhensis （Shaffae et al.,1975）

圖一：臺灣本地紅腹跳小蜂正在產卵寄

生木蝨若蟲。（錢景秦） 圖二：被紅腹跳小蜂寄生之木蝨若

蟲乾屍。（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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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淡黃色，其餘各節黃褐色。足黃

色。產卵管黑色。體長1.59-1.65公

釐 (1)。

紅腹跳小蜂具產雌性孤雌生殖 （thely-

toky），一般僅見雌性 (2)，但在臺灣五至八月

時，田間雌、雄性比為 0.98：0.12  （錢景

秦、古琇芷，未發表資料）。其寄生方式為

共育性（koinobiont）內寄生方式，也就是雌

蜂不經麻痺寄主、直接產卵於

寄主體內 (2)。

雌蜂致死寄主方

式有產卵寄生與取

食寄主兩種 (2)，在

25℃下一生可造

成木蝨致死數目

達 288 隻，其中

產卵致死與取食

致死的木蝨數各

為254 與34隻 (2)。紅

腹跳小蜂之產卵能力

受寄主密度與溫度之影響

（錢景秦、古琇芷，未發表資

料），雌蜂取食寄主 （圖四） 主要是供

應卵形成所需之營養，其次為降低寄主族群

密度，其取食寄主型式屬於產卵取食不併存

而寄主死亡型 (2)。在25℃一世代發育日數約

18.3天，存活率為84﹪，雌蜂壽命為19.6天
(2)。屬單員寄生 (2)，能辨識寄主齡期，對第四

齡木蝨若蟲具產卵偏好性 (2,11)，但對辨識已

被寄生之寄主，其能力較弱，當寄主密度為

1∼20隻時，其過寄生率高達41∼45﹪(2)。

紅腹跳小蜂卵形成方式為自生應變型

（synovigenic type） (2)，為適應木蝨之k型族群

繁殖，雌蜂藉卵吸收（oosorption）之方式調

節產卵期以配合寄主，形成同律性 (2) 。其種

內競爭率高，與亮腹釉小蜂間之種間競爭力

則較差 (2)，造成木蝨致死之能力受溫度影響

圖三：紅腹跳小蜂正從木蝨乾屍中羽化而

出。（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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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大， 15 與 20 ℃時，造成木蝨致死數目為

30∼84隻；25與30℃時，則達174∼177隻

（錢景秦、古琇芷，未發表資料)。

在臺灣 (3,6)、福建 (10) 及菲律賓 (9) 三地，紅

腹跳小蜂均各有11、10及5種重複寄生蜂之

寄生（圖五） ；於臺灣及福建二地，該蜂

之被寄生率各為40.6﹪(3,6) 與29.5﹪(10)。其中

重要種類在臺灣有金小蜂Pachyneuron concol-

or Foerster、橫盾小蜂（Chartocerus walkeri

Hayat）、臺灣蚜虻跳小蜂（Syrphophagus tai-

wanus Hayat and Lin）及矮蜂Marietta leopardina

Motschu1sky ；福建則以橫盾小蜂、跳小蜂

Psyllaephagus sp.及臺灣蚜虻跳小蜂為主。

紅腹跳小蜂除寄生柑橘木蝨外，在印度

尚可寄生於 Diaphorina cardiae Crawford 與

Diaphorina auberti Hollis兩種木蝨 (5)。

(一)飼育

紅腹跳小蜂之繁殖技術為在25℃下、每

日以蜂蜜供食成蜂，且第四齡木蝨若蟲與寄

生蜂之繁殖比率為30:1 (2)。而該蜂貯存之最

適條件為雌蜂在15℃下，每日供食蜂蜜，貯

存20天 (7)。

(二)應用

紅腹跳小蜂為本地種寄生蜂廣泛分布全

臺。一至五月間寄生率僅0.1∼15.1%，且全

年之被重複寄生率達25∼51%；但六至十二

月間對木蝨之寄生率可達15.0∼56.9%，與

引進之亮腹釉小蜂間之競爭不但不明顯，且

圖四：紅腹跳小蜂也能取食木蝨若蟲。

（錢景秦）

圖五：重複寄生蜂出現寄生紅腹跳小蜂。

（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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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加抑制效果。因此建議在月橘上儘可能

保持其棲所之穩定性，避免經常性之大幅修

剪或施藥，使已立足之亮腹釉小蜂與本地種

紅腹跳小蜂能發揮其寄生能力，維持木蝨族

群低密度穩定消長。為避免木蝨傳播柑橘立

枯病，減少柑橘之罹病率，建議在柑橘園內

木蝨之防治，可忽略寄生蜂之應用，而側重

於柑橘園之栽培管理與藥劑防治。

1.林秀貞、柯永發、陶家駒。1973。木蝨之

生態觀察與其防除試驗。中國園藝 19:

234-242。

2.錢景秦。1995。寄生蜂在柑橘木蝨防治體

系中之角色。臺灣柑橘之研究與發展研

討會專刊。臺灣省農業試驗所特刊。51:

245-261。

3.錢景秦、朱耀沂、古琇芷。1991。柑橘

木蝨之生物防治II.亮腹釉小蜂與紅腹跳小

蜂對柑橘木蝨之防治效果評估。柑橘中

華昆蟲 11:25-38. 

4.錢景秦、邱瑞珍、古琇芷。1988。柑橘木

蝨之生物防治 I.亮腹釉小蜂（Tamarixia

radiata） 之引進繁殖與釋放試驗。中華農

業研究 37: 430-439。

5.Aubert, B. 1987. Trio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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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Chien, C. C., S. H. Chiu, and S. C. Ku. 1989.

Biologica1 control of Diaphorina citri in Taiwan.

Fruits 44: 401-407.

7.Chien, C. C., and Y. I. Chu. 1996. Biological

control of citrus psyllid, Diaphorina citri in

Taiwan. pp. 93-105 in G. Grey, ed. Biological

pest control in systems of integrated pest man-

agement. FFTC for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Taipei.

8.Etienne, J., and B. Aubert. 1980. Biological con-

trol of psyllid vectors of greening disease on

Reunion Island. pp. 118-121 in E. C. Calavan, S.

M. Garnsey, and L. W. Timmer, eds. Proc. 8th

Conf. Intern. Organization Citrus Virol.

Riverside, CA.

9.Mercado, B. G., F. Pableo, M. R. Gavarra, and

C. I. Gonzales. 1991. Population studies and bio-

logica1 contro1 of Diaphorina citri Kuw.─the

insect vector of citrus greening disease in the

Philippines. pp. 105-117 in C. Ke, and S. B.

Osman, eds. Proc. 6th Intern. Asia Pacific

Workshop Integrated Citrus Health

Management. Kuala Lumpur.

10.Tang, Y. Q. 1990. On the parasite complex of

Diaphorina citri Kuwayama (Homoptera:

Psyllidae) in Asian-Pacific and other areas. pp.

240-245 in B. Aubert, S. Tontyaporn, and D.

Buangsuwon, eds. Rehabilitation of citrus in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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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Proc. Asia Pacific

Intern. Conf. Citriculture. Chiang Mai.

11.Tang, Y. Q., and Z. P. Huang. 1991. Studies on

the biology of two primary parasites of

Diaphorina citri Kuwayama (Homoptera:

Psyllidae). pp. 91-98 in C. Ke, and S. B. Osman,

eds. Proc. 6th Intern. Asia Pacific Workshop

Integrated Citrus Health Management. Kuala

Lumpur.

（作者：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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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蝨黃小蜂為柑橘刺粉蝨（Aleurocanthus

spiniferus（Quaintance））與柑橘黑粉蝨

（Aleurocanthus woglumi Asbby）之寄生蜂 (2)。

日本在 1925 年曾自中國大陸廣東省引進該

蜂，經釋放後迅速立足擴散，寄生率達

65%，以致柑橘刺粉蝨之防治不再需要施用

藥劑 (3)。關島則在1952年自墨西哥引進粉蝨

黃小蜂，經釋放後，在田間與扁腹細蜂

（Amitus hesperidum Silvestri）對柑橘刺粉蝨之

總寄生率為80∼95%，而其中粉蝨黃小蜂占

65%，達經濟防治之效果 (4)。在臺灣，粉蝨

黃小蜂與扁腹細蜂均早已立足，且刺粉蝨已

在其控制之下 (1)。

膜翅目 Hymenoptera

矮蜂科Aphelinidae

成蜂（圖一）：雌蜂體黃褐色。足淡褐

色。翅透明，但前翅由脛分脈至翅痣正下方

暗色（圖二）。腹部由前至後漸變小，產卵

管短，不甚突出於尾端（圖三）。體長0.8公

粉蝨黃小蜂
學名：Encarsia smithi Silvestri

圖一：粉蝨黃小蜂正在尋找適合之刺粉蝨蟲

體寄生。（錢景秦）

圖二：粉蝨黃小蜂的前翅。（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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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雄蜂體黑褐色，足淡褐色；前翅中部透

明，不呈暗色；腹部第八節色淡(1)。

粉蝨黃小蜂在日本南部與柑橘刺粉蝨發

生一致，一年四代 (5)。冬季時在寄主二齡或

三齡若蟲體內以幼蟲期越冬 (5)。田間性比例

變化大，但仍以雌性多 (5)。單元寄生，雌蜂

產卵於第一齡寄主若蟲之馬氏管內 (6)。成蜂

壽命達15∼30天(1)。

(一)應用

粉蝨黃小蜂於臺灣柑橘園內早已立足，

與扁腹細蜂對柑橘刺粉蝨之寄生率達24%以

上。今後如能慎選使用之藥劑保護天敵之安

全，則不致造成柑橘刺粉蝨重大危害 (1)。

1.林秀貞、魏秀蘭、陶家駒。1975。柑桔刺

粉蝨綜合防治試驗。農業研究 24: 55-61。

2.Clausen, C. P. (ed.). 1978. Introduced parasites

and predators of arthropod pests and weeds: A

world review. USDA. Agric. Handbook No.

480, 545 pp. Washington,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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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site of the spiny white fly attacking citru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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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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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eterson, G. D. Jr. 1955. Biological control of

the orange spiny whitefly in Guam. J. Econ.

Entomol. 48: 681-683.

5.Sawada, E., N. Ikeda, and K. Tanaka. 1932.

Studies on Prospaltella  smithi Silv., an enemy of

Aleurocanthus spiniferus Quaint. Japan Dept.

Agr. and Forestry Bur., Agr. Materials for Agr.

Impr. 42: 1-28 (Cited by Rev. Appl. Entomol.

(A) 20: 495).

6.Smith, H. D., H. L. Maltby, and J. E. Jimenez.

1964. Biological control of the citrus blackfly in

Mexico. U.S. Dept. Agr. Tech. Bul. 1311, 30 pp.

（作者：錢景秦）

圖三：粉蝨黃小蜂之腹部。（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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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潛葉蛾（Phyllocnistis citrella Stainton）

的 天 敵 有 9 種 寄 生 蜂 ， 其 中 金 小 蜂 科

（Pteroma l idae）未命名 1 種，跳小蜂科

（Encyrtidae）1種即串繭小跳蜂（A. citrico-

la)，躍小蜂科（Elasmidae）1 種即 Elasmus

sp .，釉小蜂科（Euloph idae）6 種，即

Cirrospilus ingennus Gahan、C. phyllocnistis

（ Ishii） 、 Citrostichus phyllocnistoides

（ Narayanan）、 Quadrastichus liriomyzae

Hanssonet Lasaller 、 Sympiesis striatipes

（Ashmead）及Zaommomentedon brevipetiolatus

Kamijo ，但其中以兩種外寄生的釉小蜂 C.

ingennus和C. phyllocnistis及內寄生之串繭跳

小蜂（A. citricola）寄生率最高，據調查兩種

釉小蜂在柑橘潛葉蛾幼蟲之寄生率總和約

30%，而自六月起串繭跳小蜂之寄生率快速

上升，可達60%∼80%之間，具強大抑制潛

葉蛾能力。另外捕食性天敵有基徵草蛉

（Mallada basalis （Walker））一種，此草蛉之

幼蟲可利用細長的鉗狀大顎將葉肉內為害的

串繭跳小蜂
學名：Ageniaspis citricola Logvinoskaya

圖一：串繭跳小蜂幼蟲內寄生潛葉蛾

之幼蟲。（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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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葉蛾幼蟲捕殺，試驗證明，釋放草蛉對潛

葉蛾的寄生蜂，並無負面的影響。串繭跳小

蜂的近緣種類，目前已知者共10種，皆為寄

生於鱗翅目的天敵 (4)。

膜翅目 Hymenoptera

跳小蜂科 Encyrtidae

雌蜂頭部寬與頭高略相等，頰高與複眼

上下寬度之比為 12 ： 7 ，三單眼成鈍三角

形，頂角約為115∼120度，後單眼之間距大

於前後單眼之間距，觸角凹陷部較複眼下緣

為高，觸角之1∼5節為鞭狀，寬大於長，

第6節方形，第1∼2節較各節為小，柄節和

梗節為大，鞭節完整，大顎具3齒。胸部凸

起，較腹部為長（7：3），中胸盾片寬大於

長（20：13），且略短於小盾片。翅透明，

亞緣翅脈至翅緣中斷。腹部小，成三角形，

產卵管並不伸出。體黑色，體表被有銀白色

光澤細微柔毛，觸角呈暗黃褐色，體長 0.7

∼0.8公釐。

串繭跳小蜂出現於五至十一月間，臺灣

各地均有分布，在較少施藥的柑橘園，九月

間寄生柑橘潛葉蛾率高達80∼90%，每年發

生10代以上。其喜寄生潛葉蛾的初齡幼蟲，

雌蜂將一粒卵產入寄主體內後，可發育達2

圖二：柑橘潛葉蛾的天敵─串

繭跳小蜂之串狀蛹繭。

（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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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世代（圖一），常在寄主幼蟲化蛹前結

繭。幼蟲完成發育後，並不鑽出寄主體外，

借寄主之皮殼包裹，結繭成串（圖二），因

而得名，繭初期成白色，後變為黃褐色。羽

化時以大顎咬破繭殼外出，為臺灣柑橘潛葉

蛾最具潛力的天敵，應該加以利用和保護
(2)。

在臺灣並無飼育串繭小跳蜂之報告，僅

在栽培於溫室內的柑橘上取得此蜂之繭，做

小規模的溫室釋放，評估其對溫室柑橘潛葉

蛾的寄生效果，證明確具顯著成效。1993年

柑橘潛葉蛾侵入美國佛州後，立即成為柑橘

大患。他們隨即從臺灣、東南亞及澳州引進

該跳小蜂。經室內略作飼育繁殖釋放於柑橘

園，已順利立足，並能有效寄生柑橘潛葉蛾
(3)。另有一種黃釉蜂（Cirrospilus ingennus）是

柑橘潛葉蛾幼蟲的外寄生蜂（圖三、四、

五），其寄生能力僅次於串繭跳小蜂。

1.吳子淦、林珪瑞。1998。基徵草蛉（膜翅

目：草蛉科）對柑橘潛葉蛾(鱗翅目：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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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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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天敵圖說。臺灣省農業試驗所特刊 20:

50-53。

3.Hoy, M. A., A. Jeyaprakash, R. Morakote, Paul

圖三：黃釉蜂將卵產在潛葉蛾體

表。（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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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幹成）

圖四：黃釉蜂的幼齡幼蟲外寄生

在 潛 葉 蛾 幼 蟲 的 體 表 。

（羅幹成）

圖五：黃釉蜂末齡幼蟲外寄生在潛葉蛾

之蛹體上。（羅幹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