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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銹㤈
學名： Phyllocoptruta oleivora Ashmead
英名： Citrus rust mite (l,3,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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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利桑那州此㤈已完全被消滅。佛州平均約

柑橘㝮㤈俗稱柑橘㝮蜱，柑橘㝮壁蝨。

有50%之柑橘果實遭受為害，造成產量及品

最早是由Ashmead氏於1879年發現於美國佛

質之嚴重損失，故為了防治此㤈之危害，所

羅里達州並予發表，當時訂學名為

花費之成本，在各害蟲中排名第一

Typhlodromus oleivorus Ashmead 經一再之修
正，至 Keifer 氏於 1938 年將屬名訂正為
Phyllocoptruta 而成現用之學名 (18)。雖首先於
美國被發現，但學者多認為此一害㤈之原產
地應為東南亞，目前已為世界柑橘產區最重
要之害㤈，在美國於佛羅里達州和德州發生
極為嚴重；在加州則局部發生且不嚴重；在

如南非、西印度群島、墨西哥、委內瑞拉、

。其他

(16)

夏威夷、菲律賓、澳洲、日本、臺灣、中國
大陸、賽普魯斯、敘利亞及巴勒斯坦等地均
有此㤈危害之報導 (15,16,27)。
在臺灣早期以為遭㝮㤈危害之柑橘為一
種病害，因被害果皮粗糙呈褐色，故名象皮
病亦稱火燒柑。日據時期進行柑橘㝮㤈之藥

圖一：被柑橘銹㤈為害之柑橘
果實。（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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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防治試驗，獲得顯著成效 (4,5,6,7,8)，光復後，

除活動個體外，並含其脫皮、卵殼等，使果

仍繼續進行藥劑防治之試驗，且有明確之防

皮表面有一層塵埃不潔之感。被害愈烈愈呈

。由於此㤈甚為微小，初期為害亦

現深褐色；檸檬果實被害則呈銀灰色（圖

無明顯症狀，因此當發現明顯為害狀時，已

二），柚類果皮被害常呈淚痕狀褐色斑紋

造成產量降低及品質劣化，為臺灣柑橘類的

（圖三）
。嚴重被害時，檸檬或葡萄柚表皮成

治效果

(1,2)

重要㤈害。

鯊魚皮狀，表皮細胞層會裂開翻起而脫落，
更嚴重時可致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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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果之果皮較正常果為厚，果形也較

柑橘㝮㤈雖具趨光性，但常避免受陽光

小，由於果實表皮細胞受損，果實失水甚

直射，故多為害柑橘葉背之表皮，致生褐色

快，使果重減輕，因而使果汁量減少，可溶

斑紋，嚴重時可致落葉；亦可為害幼嫩之枝

性固態物量增加，乙醛和乙醇濃度增高，酸

條表皮；當其棲於柑橘果實表皮時，亦在半

度隨之增加

陰蔽之部份為害，使表層細胞受損，在椪

為害，不但造成產量之損失，同時品質大為

柑、桶柑、柳橙和葡萄柚被害果皮呈㝮褐色

降低，值得特別注意。

，因此柑橘㝮㤈之

(9,10,11,12,13,14,19,22,24,27)

（圖一）
，果皮表面在高密度之㝮㤈存在下，

圖二：被柑橘銹㤈為害之檸檬果
實。（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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ˬăच㤈ໄ

故稱偽足，體長約 0.12 公釐，雄 㤈 極少出

(一)分類地位

現，僅於1958年在美國加州及中東之以色列
被發現 (15,16,18)。

㤈蜱亞綱Acarina

真㤈目Acariformes
輻㤈亞目Actinedida
原節總股promatides
游殖㤈股Eloutherengonina

雌㤈通常均行孤雌生殖，卵產於柑橘果
皮之凹陷處或葉片下表之中脈兩側及附近，
卵球形、光滑，半透明或透明，淡黃色，直
徑約為0.02公釐，每雌一生可產卵十餘枚，

縫顎㤈亞股Raphignathae

卵期在夏季和冬季分別約為 3 天和 6 天；孵

癭總㤈科Eriophyoidea

化為幼 㤈 ，幼 㤈 期分別為 1 ∼ 3 天和 3 ∼ 6

癭㤈科Eriophyidae
(二)分布
根據正式文獻記載東南亞應為其原產
地，現已分布至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南部各
州及北部各州之溫室內、西印度群島、墨西
哥、委內瑞拉、夏威夷、菲律賓、澳洲、日
本、南非、賽普魯斯、敘利亞、巴勒斯坦、
中國大陸及臺灣

。

(1,15,16,27)

(三)寄主植物
Citrus 屬之種類均可寄生，但在各種寄
主間有不同之喜好程度，其喜好程度依序
為：檸檬→萊姆→香㋆→葡萄柚→甜橙→酸
橙→桶柑類→金柑，另外 Chaetospermum

glutinosa 亦可寄生。其他芸香科植物則無被
寄生之報告 (15,16)。
(四)形態及生活史
雌成㤈為長楔形（圖四），淡黃至黃褐
色，頭胸部有足 2 對，背毛位於背板中央，
沿腹部背側邊緣有隆線兩條，腹部具似環節
之皺紋，腹部末端具剛毛一對，可助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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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被柑橘銹㤈為害之柚子果實呈
淚痕狀褐色斑紋。（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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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幼㤈脫皮而為若㤈，若㤈期分別為 1 ∼

過20℃，且㝮㤈也開始建立族群，則在2∼

3 天和 4 ∼ 13 天，再脫皮即為成㤈。在夏季

3 個月間便可達到族群密度之高峰，因此在

完成一生活史為7∼10天；在冬季則延長至

亞熱帶地區，夏季雨水之有無為其是否猖獗

20 ∼ 30 天。產卵前期約為 2 ∼ 5 天，成㤈壽

為害之關鍵。美國佛羅里達州在多雨之夏

命約7∼15天 。

季，有一種湯氏菌（ Hirsutella thompsonii

(1)

Fisher）可迅速將㝮㤈予以抑制，臺灣亦有

αă൴ϠϠၗ

此菌之普遍分布，但隨雨季發生，而臺灣

柑橘㝮㤈為發生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發

南、北之周年氣候並不一致，因而此菌之發

生之害 㤈 ，在高溫高濕之下，最適宜其生

生情況在南部和北部亦不相同。柑橘㝮㤈在

育。據研究發現，當月平均溫度低於20℃之

美國佛羅里達州和德克撒斯州發生嚴重，但

地區，不致大發生，月平均溫度低於10℃情

在加州局部發生且不嚴重，而在阿里桑那州

況下，則不可能有此害㤈發生，只有在熱帶

已完全消滅，顯見此㝮㤈對高濕度之要求為

地區，其溫度條件可容許此㤈周年發生。所

生存之必要條件 (9,14,15,16,22,23,25,26,28)。

有發生嚴重之地區，至少有 6 個月之連續月

雖然報告指出柑橘㝮㤈之原產地應為東

平均溫度超過20℃以上，如果在春季溫度超

南亞地區，但早期報告均未提及東南亞國家

圖四：柑橘銹㤈之微小個體。
（羅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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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㝮㤈之發生危害之記載，但自從全面施

治(2)，效果較石灰硫黃合劑更佳且能持久，

用含銅之殺菌劑如波爾多液及其他殺菌劑之

並可與其他殺蟲劑混合使用，且在夏季高溫

後，此㤈即迅速獗起，後經學者深入研究發

時使用，不致有如石灰硫黃合劑之容易引起

現波爾多液劑及大生類殺菌劑和殺㤈劑，確

日燒，但以鋅乃浦防治柑橘㝮㤈，將來果實

對柑橘㝮㤈之寄生菌具毒殺作用，而在殺蟲

成熟時，果皮色澤較淡，故宜在秋季改用石

劑方面，亦有引起柑橘㝮㤈再獗起之報導，

灰硫黃合劑或硫黃粉防治，以增進果色為宜

如Methidathion已被証明對湯氏菌具有抑制作

(4,5,6,7,8)

用

。歷年來，臺灣曾施用硫磺粉、石灰硫

參考植物保護手冊選用。據室內及田間試

磺、鋅乃浦、錳乃浦等藥劑防治柑橘㝮㤈，

驗，生長調節劑Dimilin對柑橘㝮㤈第二齡若

不但未將此害㤈予以有效抑制，並有愈趨猖

㤈之防治效果不錯，田間試驗也具有極佳之

獗之勢，証明此類藥劑對㝮㤈具暫時性防治

防治成效，一次用藥可維持 21 週之效果 ，

效果，但更重要的是對天敵之抑制和傷害，

但臺灣並未推薦使用此藥防治柑橘㝮㤈。

值得吾人注意此一副作用之嚴重性 (2,6,17,21,29)。

(二)生物防治

(20)

。近年來不斷由政府推薦新型藥劑，可

至今未發現柑橘㝮㤈之強而有力之捕食

̣ă֨ڱ͞ڼ

性天敵，唯一普遍發現者為一種蟲生真菌名

由於㝮㤈身體微小，肉眼不易覺察，故

為湯氏菌（Hirsutella thompsonii Fisher），至

應特別注意初期在葉部或嫩枝表皮為害狀之

1982 年製成以 Mycar 為名之可濕性粉劑商

出現，一旦有少數為害狀出現，即應開始進

品，經田間施用確對柑橘㝮㤈具有防治之功

行防治，通常是在春季五月上旬，如發現單

效，但由於此菌作用受果園濕度之影響甚

一柑橘樹出現為害狀，應即施藥防治，除此

大，因而防治之成效常不穩定(23,24,25,26,28)，在臺

被害株外，應擴及其四周各五株柑橘樹，以

灣經田間進行初步之試驗，結果確有部份成

預防此㤈害之擴散危害。尤以四至五月為自

效。

老葉遷移至新葉之重要時期，此期防治之準
確性為柑橘㝮㤈防治成功與否之關鍵 (22)。
(一)藥劑防治
1885年美國首先應用硫黃粉防治柑橘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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