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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棉蚜在臺灣終年發生，四季可見。其食

性甚雜，寄主相當廣泛。棉蚜之若蟲及成蟲

均可刺吸植物莖、葉、花等組織之汁液，除

可造成生長障礙甚至枯死之直接傷害外，還

會傳播多種病毒病，造成甜瓜品質及產量嚴

重受損。且其生活史短，繁殖力強，一旦環

境適宜時，族群增長非常快速，導致防治上

之困難度倍增。

二、危害狀
棉蚜主要危害葉片，成蚜及若蚜均群

集於葉片上，以刺吸式口器吸取葉背之汁液

（圖一），造成新葉展開不良、皺縮或枯

黃，被害嚴重者葉片常捲縮或萎凋，造成植

物生長不良。又密度高時，因排出大量蜜露

可誘發煤煙病，致葉片佈滿黑煤狀菌絲，危

害嚴重部位呈黑黏狀，影響植物發育生長。

本蟲尚可傳佈多種植物病毒，造成嵌紋或生

長不良等病毒病徵狀。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半翅目Hemiptera

常蚜科Aphididae

（二）分布

全球分布。

（三）寄主

　　包括爵床科、天南星科、五加科、

木棉科、木麻黃科、菊科、葫蘆科、大戟

科、金縷梅科、豆科、千屈菜科、木蘭科、

錦葵科、野牡丹科、桑科、桃金孃科、紫茉

莉科、蓼科、馬齒莧科、安石榴科、薔薇

科、茜草科、芸香科、楊柳科、玄参科、茄

科、蕁麻科、馬鞭草科、榆科、蘇木科、高

卡科、忍冬科等34科84種以上作物。

（四）形態

1.有翅型：體色多變，但腹部背面皆有網狀

棉蚜
學名：Aphis gossypii  Glover

英名：Cotton aphid
俗名：龜神

圖一：棉蚜群集於新葉危害。(鄭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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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紋。頭部黑綠乃至黑色，觸角

暗色，較體長略短，各節之基部

灰白，翅透明，翅脈黃褐，緣紋

灰色，腹部橙黃，但其後半漸呈

綠色。腹管黑色，呈圓柱狀，足

灰白，但脛節之下端及跗節為黑

色，體長1.2 ~ 1.5 公厘，展翅約

5.4 公厘（圖二）。

2.無翅型：體色多變，觸角基部白色，末節

暗色，約為體長之半。足黃白，

其末端亦暗色。腹部膨大，背面

有雲狀斑紋，腹管短而黑。體長

約1.5 公厘。若蟲似無翅胎生雌

蟲，但較小型，綠色乃至黃綠色

（圖三）。

（五）生活史

若蟲期約5天，成蟲壽命約30天，成蟲

一般在第5日齡開始產後代，生殖期平均在

20 ~ 25天。每隻成蟲每日可產約10隻若蟲，

一生共可產若蟲數達100餘隻。

四、發生生態
棉蚜各蟲期週年可見，喜乾燥溫暖氣

候，春、秋兩季節發生較為嚴重。最適發育

溫度約在27℃。有翅型個體與無翅型個體均

行胎生孤雌生殖。在田間棉蚜大多為無翅型

個體群集吸食汁液危害，使被害葉片逐漸枯

黃、捲縮，嚴重時則萎凋。密度高時因排出

大量蜜露可誘發煤煙病，導致葉片佈滿黑煤

狀菌絲。

五、防治方法
（一）物理防治

因有翅型蚜蟲偏好黃色，可利用黃色黏

紙或水盤誘殺，以降低族群，約5公尺設置

一點，黏紙高度以貼近作物上方為宜。

（二）化學防治

雖然蚜蟲屬於較易防治的害蟲，但其

圖二：有翅型棉蚜。(王文哲) 圖三：無翅型棉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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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傳播病毒病，所以甜瓜之生育初期即應注

意防治。選用植保手冊上登記之藥劑，施藥

時應噴於新梢及嫩葉等棉蚜棲息處。為避免

產生抗藥性，應選用2~3類藥劑輪流使用為

宜。因棉蚜之寄主相當廣泛，所以施藥時，

鄰近之寄主植物或雜草也應一併處理，才能

有效防治。

（三）生物防治

1.捕食性天敵

(1) 捕食性瓢蟲：六條、龜紋、六星、柄

狀、甘蔗小黑、赤星、錨紋、褐尾小

黑、褐斑小黑、四星小黑、五星、二星

小黑、七星、八條、波紋、中國六星、

小十三星等18種瓢蟲。

(2) 食蚜虻：黑點、黑色、刺腿、短刺、刺

背等5種食蚜虻。

(3) 食蚜蠅、大草蛉、安平草蛉、褐姬蛉、

花椿象等。

2.寄生性天敵

(1) 蚜小蜂：Aphelinus mali , A. sp.

(2) 蚜繭蜂：Trioxy communis , T. indicus , 

Lysiphlebia japonica , Lipolexis gracilis , 

Ephedrus persicae , E. plagiator。

（四）田間管理

棉蚜為雜食性昆蟲，且以多種雜草為寄

主，雜草或其他寄主可提供棲息及躲避處，

因此應清除雜草或同時施藥防治，避免擴散

傳播。

六、參考文獻
 1.余志儒。1994。洋香瓜品種對棉蚜之抗

性及其對日光蜂發育與繁殖之影響。國

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69頁。

 2.余志儒、陳炳輝、劉玉章。1999。棉蚜

小蜂在三種洋香瓜品種上之發育、繁

殖、氣味偏好及對棉蚜族群之影響。中

華昆蟲19:101-111。

 3.金慧通、陶家駒。1989。臺灣省常見蚜

蟲彩色圖說。興農雜誌。p.17-20。

 4.林鳳琪、陳文華。2005。果菜類害蟲─

棉蚜。臺灣農家要覽增修訂三版農作篇

（三）。p.410-411。

 5.彭仁君、劉玉章。2001。棉蚜小蜂寄生

作用對棉蚜發育、存活與繁殖的影響。

植保會刊43: 39-46。

 6. 彭仁君、郝秀花、黃毓斌、劉玉章。

2002。溫度與寄主植物對棉蚜發育、

存 活 和 繁 殖 之 影 響 。 植 保 會 刊 4 4 : 

317-327。

 7.費雯綺、王喻其編。2007。植物保護手

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

驗所發行。297頁。

 8.劉玉章、黃毓斌。1991。不同光週期下

棉蚜之生命表。中華昆蟲11: 106-117。

 9.劉玉章、郭美華、楊昇財。2000。棉蚜

在百合上之發育、繁殖及生命表。植保

會刊42: 1-10。

　　（作者：陳昇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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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銀葉粉蝨自1989年入侵臺灣後，因其

寄主種類相當廣泛，加上繁殖能力強，短短

數年間便成為多種經濟作物之重要害蟲。在

甜瓜上除直接吸食植株營養液，造成葉片黃

化、生長衰弱外，密度高時，會因若蟲及成

蟲分泌之蜜露，誘發煤煙病，影響光合作用

或汙染果實。近年更發現其會傳播病毒，導

致產量銳減，甚至全園廢耕，嚴重影響農民

收益。

二、危害狀
成蟲及若蟲群集於葉背吸食植株營養

液（圖一），嚴重時造成葉片黃化。成蟲及

若蟲均會分泌蜜露，可誘發煤煙病，在葉片

上會影響光合作用，導致植株生長受阻，在

果實上危害則嚴重影響外觀。另外為病毒之

媒介昆蟲，生育期罹病之植株，其新葉葉緣

會捲曲，伸展不良，整體植株生長不良、矮

化，結果初期罹病，則會影響果實之成長及

品質。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半翅目Hemiptera

粉蝨科Aleyrodidae

（二）分布

　　幾乎全世界均有其分佈。

（三）寄主

包括十字花科、莧科、茄科、豆科、

旋花科、錦葵科、胡麻科、葫蘆科、聖誕

紅、非洲菊、菊花、石竹、玫瑰、洋桔梗、

朱槿、百合、牽牛花、藜、龍葵、藿香薊等

500種以上之植物。

（四）形態

1.卵   ： 紡錘形，淺黃綠色，老熟時轉為淺

棕色，長約0.2公厘，卵成豎立狀

固著於葉上（圖二）。

銀葉粉蝨
學名：Bemisia argentifolii Bellows  & Perring

英名：Silverleaf whitefly
俗名：白粉蝨、粉蝨、白苔仔、白蚊子、白龜神

圖一：銀葉粉蝨成蟲群集於葉背危害。(胡仲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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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蟲：第一齡若蟲長橢圓形，尾端較尖，

淺綠色，半透明，具足及觸角。

第2、3齡若蟲形態與第1齡若蟲相

似，但足及觸角退化。第4齡若蟲

紅色眼點清晰可見，老熟時更可見

體內將羽化的蟲體（圖三）。

3.成蟲： 體長0.8 ~ 1.3公厘，蟲體黃色，翅

白色，休息時翅呈屋脊狀置於背部

（圖四）。

（五）生活史

雌成蟲將卵散產於葉背，卵期約5日，

孵化後之1齡若蟲具足，能活動，2齡以後之

若蟲足退化，行固著生活，若蟲期約15日，

成蟲期壽命可達1~2月，完成一世代夏季僅

需19 ~ 27日，冬季約30 ~ 60日。雌成蟲一生

產卵可達200~300粒。

四、發生生態
全年發生、雜食性，危害作物達500種

圖二：銀葉粉蝨之卵。

圖四：銀葉粉蝨之成蟲。圖三：銀葉粉蝨之若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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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初秋至春末之乾旱季節為發生高峰

期，以3 ~ 6月及9 ~ 11月為發生盛期。26 ~ 

28℃為最適發育溫度，太高或太低及長期降

雨濕度高較不利其生長。雌成蟲交尾後喜在

葉背陰暗處、陽光照射不足，較不通風的地

方產卵，一生產卵達200 ~ 350粒卵。孵化後

之若蟲有4齡，1齡若蟲有足，可尋找適當生

存場所，2齡以後之若蟲足退化固著於中老

葉葉背，以刺吸式口器吸食植株營養液。羽

化後之成蟲多群棲於葉背繼續吸食營養液危

害或飛至其他新梢之葉背產卵。成蟲不擅長

距離飛翔，一般受干擾時在植株上端或周圍

稍作盤旋後仍回鄰近處棲息危害。長距離擴

散則需藉助風力。

五、防治方法
（一）物理防治

因成蟲偏好黃色，可利用黃色黏紙或水

盤誘殺，以降低族群，約5公尺設置一點，

黏紙高度以貼近作物上方為宜。

（二）化學防治

由於銀葉粉蝨會傳播病毒病，所以甜

瓜之生育初期即應加強防治，尤其是幼苗剛

移入本田時，即應注意施藥防治，以防銀葉

粉蝨傳毒。選用植保手冊上登記之藥劑，施

藥時應噴於葉背粉蝨棲息處，為避免銀葉粉

蝨產生抗藥性，應選用2~3類藥劑輪流使用

為宜。因銀葉粉蝨之寄主相當廣泛，所以施

圖五：銀葉粉蝨若蟲遭淺黃恩蚜小蜂寄生。

圖六：銀葉粉蝨若蟲寄生蜂─東方蚜小蜂成

蟲。(林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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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時，鄰近之寄主植物或雜草，也應一併處

理，才能有效防治。

（三）生物防治

 1. 捕食性天敵：瓢蟲、草蛉、大眼椿象、

蜘蛛等。

 2. 寄生性天敵：淺黃恩蚜小蜂（Encarsia  

t r a n s v e n a ）（圖五）、東方蚜小蜂

（Eretmocerus  orientalis）（圖六）、艷小

蜂。

（四）田間管理

通風不良之環境，尤其設施內，會助長

其族群之增長，宜保持通風，避免密植。銀

葉粉蝨之寄主非常廣泛，雜草或其他寄主可

提供棲息及躲避處，有些雜草也是瓜類病毒

的寄主，可經由銀葉粉蝨傳播到甜瓜上，因

此雜草或其他寄主應清除或同時防治。

六、參考文獻
 1. 林鳳琪。1997。粉蝨之生物防治。

昆 蟲 生 態 及 生 物 防 治 研 討 會 專 刊 。

p.119-129。

 2. 林鳳琪。2005。網室洋香瓜銀葉粉蝨綜

合管理之基礎生態。國立臺灣大學昆蟲

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29頁。

 3. 林鳳琪、陳文華。2005。果菜類害蟲─

銀葉粉蝨。臺灣農家要覽增修訂三版農

作篇（三）。p.411-412。

 4. 林鳳琪、蘇宗宏、王清玲。1997。溫度

對銀葉粉蝨（Bemisia argentifolii  Bellows & 

Perring）發育與繁殖之影響及其在聖誕紅

上之發生。中華昆蟲17: 66-79。

 5. 陳文雄、張煥英。1999。銀葉粉蝨之生

態與防治。台南區農業改良場技術專刊

86-1（No.67）: 8。

 6. 曾經洲、高穗生。1995。殺蟲劑對銀葉

粉蝨之寄生蜂─東方蚜小蜂及淺黃恩蚜

小蜂之毒性。植保會刊37: 271-279。

 7. 費雯綺、王喻其編。2007。植物保護手

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

驗所發行。p.293-295。

 8. 賴信順、陳秋男。2002。銀葉粉蝨

（Bemisia argentifolii  Bellows & Perring）在

六種雜草上之產卵選擇及生活史。臺灣

昆蟲22:215-226。

 9. 蕭文鳳、江碧媛、洪進雄、洪巧珍。

2006。簡易設施苗期番茄上銀葉粉蝨

（Bemisia argentifolii）之生態研究。植保

會刊48: 173-187。

10. Cohen, A. C., C. C. Chu, T. J. Henneberry, 

T. Freeman, D. Nelson, J. Buckner, D. 

Margosan, P. Vail, and L. H. Aung. 1998. 

Feeding biology of the silverleaf whitefly 

（Homoptera: Aleyrodidae）. Chinese J. 

Entomol 18: 65-82.

　　（作者：陳昇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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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甜瓜上造成為害的薊馬有南黃薊馬、

臺灣花薊馬及小黃薊馬等，其中又以南黃

薊馬與臺灣花薊馬的密度較高，亦較具重要

性。此三種薊馬均為雜食性，在甜瓜主要於

新芽、葉片、花及幼果上為害，除因密度高

吸食造成受害部位的食痕，因而影響生長或

失去商品價值外，薊馬又是病毒的蟲媒，是

造成植株感染病毒病的媒介之一。

二、危害狀
薊馬的食性相當廣，主要以口器吸食

農作物的組織，如葉、花、果實等部位，而

造成為害。薊馬的口器較特殊，其右大顎退

化，為不對稱的口器。在取食的過程以左大

顎刺入組織中，再將由左右二小顎刺針合成

之管狀針伸入吸食組織之內容物。

受薊馬為害的部位初期呈銀白色斑點或

條斑，嚴重者呈褐色，果實則呈褐色疤痕，

或造成果實畸形，嚴重影響商品價值及產

量。另外，南黃薊馬也會傳播植物病毒，導

致植株萎凋、枯死，造成經濟上的損失，如

落花生芽斑病毒（Grundnut bud necrosis virus , 

簡稱GBNV）及西瓜銀斑病毒（Watermelon 

silvery mottle  virus , 簡稱WSMV）。臺灣花薊

馬亦為傳播tospovirus之蟲媒。

三、害蟲概述
南黃薊馬
學名：Thrips palmi  Karny

英名：Melon thrips, Palm thrips

俗名：刺馬、花虱、花苔

（一）分類地位

纓翅目Thysanoptera

薊馬科Thripidae

（二）分布

廣泛地分布於世界各個國家，包括歐洲

地區、亞洲地區、非洲地區、北美地區、中

美洲地區、南美洲地區及大洋洲地區等。

（三）寄主植物

為雜食性昆蟲，可為害的農作物很多，

包含20科超過50種的作物。最主要的作物

為葫蘆科及茄科等。有記錄之寄主如桑、石

竹、康乃馨、菠菜、胡椒、茶、白菜、高麗

菜、蘿蔔、蕪菁、桃、梨、李、大豆、敏

豆、蠶豆、紅豆、綠豆、菜豆、苜蓿、酢醬

草、柑橘、葡萄、棉花、黃秋葵、扶桑、胡

瓜、西瓜、甜瓜、南瓜、冬瓜、越瓜、苦

薊馬類
學名：Thrips palmi  Karny（南黃薊馬）

Frankliniella intonsa  （Trybom）（臺灣花薊馬）

Scirtothrips dorsalis  Hood（小黃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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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絲瓜、扁蒲、節瓜、胡蘿蔔、牽牛花、

甘藷、紫蘇、茄子、青椒、馬鈴薯、煙草、

芝麻、菊花、大理花、萵苣、茼蒿、向日

葵、玉米、喬麥、杜鵑、朱槿、番石榴、桂

花、鳳仙花等。

（四）形態

1.卵    ： 卵腎形、淡黃色近白色、相當細

小，通常雌蟲將卵產於嫩葉、花或

幼果的組織內。

2.幼蟲：具有2個齡期，體色灰白色、淡黃

色，僅大小體型不同，外觀與成蟲

相似但缺少翅芽或翅膀，且複眼較

成蟲小(圖一)。

3.蛹    ： 又分為前蛹期及蛹期，前蛹期的觸

角向後彎曲，體背有2對初形成之

翅芽，蛹期其觸角緊貼於頭部上

方，且有較長之翅芽。

4.成蟲： 雌蟲體長1.2 ~ 1.4公厘(圖二、三

)，體淡黃色，複眼紅或紫黑色，

圖一：南黃薊馬幼蟲。（黃莉欣）

圖二：南黃薊馬雌蟲。（黃莉欣）

圖三：南黃薊馬雌蟲之玻片標本。（黃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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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眼橘紅色。觸角7節，第3、4

節具叉狀感覺錐，第5節基部淡黃

色。具單眼剛毛2對，前胸背板後

緣具2對長剛毛。前翅第1脈剛毛

於後半段有2~3根剛毛，著生位置

間有較大的間隙。腹部側背板無微

毛及附毛，腹部背板第2節具4根

側剛毛，腹部第5~8節背板各具1對

微毛梳，第8腹節背板後緣梳毛完

整，第9腹節背板具2對盤蓋孔。

雄蟲體色與雌蟲相近，腹部第3~7

節背板具橫向的腺室(圖四)。

（五）生活史

南黃薊馬的生活史具有卵、第1齡幼

蟲、第2齡幼蟲、前蛹、蛹及成蟲等階段。

成蟲、卵及幼蟲可在寄主植物上發現，而蛹

主要棲息於土中或落葉堆中。以茄葉進行南

黃薊馬之生活史觀察，35℃下存活率及生長

發育不佳，存活率僅4~8%，成蟲壽命僅2.8 

~ 2.9日且無法繁殖後代。在15、21、25、

30℃下，卵之發育分別需時10、6.7、4.3、

3.5日。第1幼蟲期需3.6、3.1、2.0、1.4日，

第2幼蟲期則需7.2、4.4、2.5、2.3日。蛹

之發育需時9.1、5.8、3.5、3.1日。從卵發

育至成蟲由低溫至高溫則需時29.9、19.6、

12.3、10.4日。雌蟲的壽命有21.6、20.2、

15.4、9.7日；雄蟲則有16.8、21.5、13、

6.1日。雌蟲平均可產下18.1、37.5、57.1、

52.7粒卵。

臺灣花薊馬
學名：Frankliniella intonsa  （Trybom）

英名：Flower thrips

俗名：刺馬、花虱、花苔

（一）分類地位

纓翅目Thysanoptera

薊馬科Thripidae

（二）分布

孟加拉、臺灣、中國、印度、以色列、

日本、韓國、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土

耳其、奧地利、丹麥、芬蘭、法國、德國、

希臘、匈牙利、義大利、荷蘭、波蘭、葡萄

牙、西班牙、瑞士、烏克蘭、英國、加拿

大、美國、紐西蘭…等。

（三）寄主植物

臺灣花薊馬為雜食性的訪花薊馬，主要

吸食為害各作物的花器並可產卵花內。為害

作物有玉米、絲瓜、黃瓜、南瓜、苦瓜、甕
圖四：南黃薊馬雄蟲之玻片標本。（黃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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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萵苣、芥藍、蔥、韭菜、大豆、碗豆、

田菁、花生、茄子、梨、玫瑰、百合、夜來

香、唐菖蒲、薑花、仙客萊、非洲堇、菊

花、非洲菊、甜菊、康乃馨、金魚草、金露

花、一枝香、雞冠花、千日紅、矮牽牛、番

茉莉、金針、蔥蘭、蘆筍、綠豆、胡椒、玫

瑰、柑橘、百合及蘭花等。

（四）形態

1.卵   ： 卵腎形、淡黃近白色、相當細小，

通常雌蟲將卵產於花器的組織內。

2.幼蟲： 具有2個齡期，體色灰白色、淡黃

色，僅大小體型不同，外觀與成蟲

相似但缺少翅芽或翅膀。

3.蛹   ： 又分為前蛹期及蛹期，此時期並不

取食。

4.成蟲： 雌蟲體呈褐色，體長1.3 ~ 1.7公厘(

圖五、六)，觸角8節，第3、4節具

叉狀感覺錐，第1 ~ 2節深褐色，第

3 ~ 5節黃色，第6 ~ 8節褐色。前翅

第一脈及後脈剛毛排列均勻，腹部

背板第8節後緣有較疏之梳狀毛。

雄蟲體較雌蟲細小(圖七)，體色較

雌蟲淡，呈淡黃色，觸角第1 ~ 5節

黃色，第3、4節基部色澤較深，

第6 ~ 8節呈褐色，腹部第3 ~ 7節背

板具橫向的腺室。

（五）生活史

本蟲以香蕉花進行飼育，卵發育需時2.4

圖五：臺灣花薊馬雌蟲之玻片標本。（黃莉欣）

圖六：臺灣花薊馬雌成蟲。（黃莉欣）

圖七：臺灣花薊馬雄成蟲。（黃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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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1齡幼蟲雌雄蟲分別需時2.0與1.9日，

第2齡幼蟲則需1.5與1.4日，前蛹期1.2日，

而蛹期1.0日。雄蟲壽命有28.2日，雌蟲則有

29.7日，平均每隻雌蟲約可產58.3粒卵。

小黃薊馬
學名：Scirtothrips dorsalis  Hood

英名：Yellow tea thrips, Chili thrips

俗名：刺馬、花虱、花苔

（一）分類地位

纓翅目Thysanoptera

薊馬科Thripidae

（二）分布

孟加拉、汶萊、臺灣、中國、印度、

印尼、以色列、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緬

甸、巴基斯坦、菲律賓、斯里蘭卡、泰國、

南非、美國、澳大利亞（昆士蘭省）…等。

（三）寄主植物

為雜食性，可為害的植物甚廣，如玉

米、豆類、花生、茶、蘆筍、青椒、辣椒、

柑橘類、葡萄、印度棗、芒果、百香果、草

莓、釋迦、柿、梨、茉莉、非洲菊、波斯

菊、玫瑰、綠豆、使君子、空心菜、長穗鐵

莧、阿拉伯樹膠、木蘋果、阿勃勒、石榴、

桑椹、蓖麻、茄子、蒲桃、菸草、棉花、紫

花地丁、番薑、含羞草、蕎麥、大理花等，

有許多雜草亦為其寄主植物。

（四）形態

1.卵   ： 卵腎形、淡黃近白色、相當細小，

雌蟲將卵產於植株幼嫩的組織內。

2.幼蟲： 具有2個齡期，第1齡幼蟲體呈白

色，第2齡幼蟲呈淡黃色。

3.蛹   ： 可分為前蛹及蛹2個階段，蛹期其

觸角緊貼於頭部上方，且背部有著

生2對的翅芽。

4.成蟲： 本薊馬體型小，雌蟲體呈黃色，體

長0.7 ~ 0.9公厘(圖八)。頭背部具

細橫紋，具單眼前剛毛2對，觸角

8節，第3、4節具叉狀感覺錐。具

2根前翅後脈剛毛。雄蟲體較雌蟲

小，長約0.7公厘，具1根前翅後脈

剛毛。

（五）生活史

本蟲於5 ~ 7月間，溫度為23 ~ 30℃情況

下，以茶嫩葉飼育，其卵發育需5 ~ 6日，幼

蟲期為4日，蛹期則是3日，成蟲壽命約30

日，每隻雌蟲平均可產下45粒卵。

圖八：小黃薊馬雌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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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生生態
薊馬在農作物上全年均可發生，主要以

作物之嫩芽、葉片、花及幼果為食。高溫乾

旱的季節較易發生，此類的薊馬雌蟲以產卵

管將卵產入幼嫩的組織中，孵化後的幼蟲以

植株新芽、葉片、花及幼果等為食。進入蛹

期時會掉落或爬行至土表，群聚於落葉堆或

土表化蛹，蛹具足，仍可移動。成蟲活動性

強，因其體型小極易藉由氣流或風進行較長

距離的遷移。

南黃薊馬1年約可完成近20個世代，平

均1個月有2個世代。臺灣花薊馬在甜瓜的發

生主要於花期，於開花期極多數均棲息於花

中，因此在花期時應加強此部位之防治。

五、防治方法
（一）生物防治、天敵

薊馬的天敵種類甚多，主要可分為捕食

性及寄生性的天敵：

 1. 捕食性天敵：小黑花椿象、盲椿象、大

眼椿象、擬刺椿象、草蛉、捕植蟎等。

 2. 寄生性天敵：寄生蜂、蟲生真菌、蟲生

線蟲等。

（二）耕作防治

因多數薊馬屬雜食性的昆蟲，園邊的雜

草亦會是其暫時的棲所，有效地利用管理的

方式將雜草進行防除，可減少蟲源的繁殖溫

床。此外田間的清園亦是在防治薊馬上重要

的工作，將收成後的殘株或受薊馬為害嚴重

的部位進行翻犁或清除，均可降低田間薊馬

的密度。

（三）物理防治

種植的畦面以銀色反光塑膠布覆蓋，因

日光照射的折射可以減少空中飛行薊馬停留

至種植的作物上，但若瓜蔓已覆蓋了整個畦

面時，其效果便很有限。

另利用不同顏色的黏板於園內懸掛可以

有效誘殺部份的薊馬，此方式是偵測園內薊

馬密度的方法之一。在薊馬的誘引上主要使

用的顏色以黃色、白色及淡藍色居多。

（四）藥劑防治

在薊馬密度逐漸上升時，可以參考植物

保護手冊之推薦用藥進行防治，惟應注意依

推薦倍數進行噴灑，尤以新芽及花器之部位

應加強，密度高時土表、下位葉及落葉堆亦

應噴灑以防治薊馬的蛹。農友採收時應注意

安全採收期，以免農藥殘留超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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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番茄斑潛蠅為雙翅目之小型蠅類，寄主

很廣，闊葉植物幾乎都可見危害，屬完全變

態，成蟲與幼蟲都會危害嫩葉，子葉長出成

蟲即來產卵，卵孵化後幼蟲潛入葉片啃食葉

肉，危害初期葉片外觀呈圖畫般的條條彎曲

白線，嚴重時全園呈焦枯狀，其危害所造成

傷口亦會成為病原菌侵入之孔道，因此穴盤

苗尚未定植前，即應以藥劑處理再移植。甜

瓜生育全期均會發生，溫暖又透著涼意之乾

旱氣候最適蟲體繁衍。

二、危害狀
番茄斑潛蠅成蟲與幼蟲食性甚雜，危害

葉部，在甜瓜苗期均可發現其危害。成蟲在

葉片上以口器刺吸葉片營養液，被害葉片留

下小圓形點狀刻痕，交尾後雌成蟲即以產卵

管刺破組織，在葉肉組織中產卵，孵化後幼

蟲在葉片上鑽食，潛食葉肉，僅剩上、下表

皮，外觀成灰白色彎曲隧道食痕(圖一)，嚴

重時全園葉片呈一片枯黃焦乾景象。甜瓜生

育初期2 ~ 10葉時與生育後期葉片繁茂時為

危害高峰時期。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雙翅目 Diptera 

潛蠅科 Agromyzidae

（二）分布

中國、印度、以色列、日本、韓國、

尼泊爾、土耳其、比利時、丹麥、芬蘭、法

國、德國、希臘、匈牙利、義大利、荷蘭、

波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國、埃

及、摩洛哥、臺灣…等。

（三）寄主

葫蘆科之洋香瓜、哈密瓜、西瓜、胡

瓜、絲瓜、苦瓜、越瓜、南瓜，豆科之豌

番茄斑潛蠅
學名：Liriomyza bryoniae  (Kaltenbach)

英名：Tomato leafminer
俗名：繪圖蟲、二能蟲、潛蠅

圖一：番茄斑潛蠅幼蟲潛入葉肉啃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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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豇豆、毛豆、紅豆、綠豆、黃豆，茄科

之番茄、茄子、甜椒、辣椒，十字花科之甘

藍、芥菜、包心芥菜、白菜、包心白菜、芥

藍菜、花椰菜、蘿蔔、紫羅蘭，菊科之萵

苣、結球萵苣，其他之茼蒿、莧菜、胡麻、

牛蒡、康乃馨、滿天星等，寄主廣泛。

（四）形態

1.卵   ： 卵呈半透明乳黃色，橢圓形，單粒

狀，長約0.23公厘。

2.幼蟲： 幼蟲體乳白色，蛆狀，有3齡，頭

咽骨片黑色清晰可見，老熟幼蟲，

前端乳黃色，後端白色體長約為

2.15公厘。

3.蛹   ： 蛹橢圓形，初金黃色後變暗褐色，

蛹長約2公厘(圖二 )。

4.成蟲： 成蟲雌蟲尾端呈黑色具發達之產卵

管。頭部顏面、觸角、胸部之側

板、腹部之腹面以及足之基節、轉

節與腿節均為黃色，觸角之鞭毛、

足之脛節及跗節為黃褐色。前胸及

中胸背板黑色具光澤，中胸小盾板

黃色，胸部腹面在前足基節間為黑

色，餘為黃色。腹部背面黑色，

每節後緣具黃色橫紋，體長約2公

厘。

（五）生活史

番茄斑潛蠅臺灣南部年發生20 ~ 26世代

左右。卵期約1 ~ 5天左右。幼蟲期為6 ~ 12

天。蛹期為5 ~ 8天。25℃之產卵量最多，為

100 ~ 266粒，田間之孵化率為90%以上。 

（六）天敵

寄生蜂：1.Halticoptera circulus （Walker）

2.Opius phaseoli  Fischer

四、發生生態
甜瓜子葉剛長出時，即可發現雌成蟲

大多在葉面內緣，靠近葉柄處產卵並吸吮汁

液。幼蟲孵化後即潛入葉肉組織中危害，老

熟幼蟲於土中化蛹，20 ~ 28℃最適合其發

圖三：黃色黏板誘殺番茄斑潛蠅成蟲。圖二：部份番茄斑潛蠅幼蟲在葉上直接化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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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3 ~ 6月及10 ~ 12月為發生盛期。

五、防治方法
（一） 種植前全園浸水1天以殺死土壤中的

蛹，降低田間的密度。

（二） 瓜園全期懸掛黃色黏紙(圖三)或水盤

誘殺成蟲，黏紙高度放置距離瓜生

長點上方10 ~ 30公分處，黏紙與黏

紙間相距10公尺為佳，宜放置1 ~ 2

個月，或黏紙佈滿蟲屍、灰塵時更

新，水盤之水質保持清澈，滴幾滴

展著劑或沙拉脫，使掉落之蟲體不

易再爬起飛離。

（三） 瓜園清潔：摘心疏葉之瓜葉蔓莖潛

藏番茄斑潛蠅之卵與幼蟲，應置於

塑膠袋中曝曬於陽光下以殺死葉中

之幼蟲與卵。收穫後也應儘速清園

清除燒燬，以防止繁衍。

（四） 化學藥劑防治：瓜生育全期均會發

生，子葉長出後，害蟲發生初期即

應噴藥，每隔14天噴藥一次，以動

力噴霧機由下往上全株噴佈，並遵

守安全採收期，採收前15天應停止

施用化學藥劑。

六、參考文獻
 1. 王清玲、林鳳琪。1997。臺灣花木害

蟲。p.134-145。

 2. 李錫山、呂鳳鳴、溫宏治。1990。溫

度對番茄斑潛蠅 （Liriomyza bryoniae 

（Kaltenbach））發育之影響。中華昆蟲

10：143-150。 

 3. 李錫山、溫宏治、呂鳳鳴。1990。

番茄斑潛蠅 （L i r i omy z a b r y o n i a e 

（Kaltenbach））在臺灣之發生調查。中

華昆蟲10：133-142。 

 4. 陳文雄、張煥英。1993。瓜類害蟲及

其防治策略之商確。興農雜誌298：

41-51。

 5. 陳文雄、張煥英。1995。洋香瓜蟲害管

理。興農雜誌314：26-39。

 6. 陳文雄、張煥英。2001。蔬果有機

栽培之害蟲防治技術。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技術專刊90-2

（NO-111）：18。

 7. 陳文雄、張煥英。2004。蔬菜蟲害之

生態與防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南區

農業改良場技術專刊93-2（NO-127）：

64。

 8. 陳文雄、陳昇寬、張煥英。2003。蔬菜

害蟲的管理。植物保護管理永續發展研

討會專刊。植物保護學會特刊新五號。

p.305-322。

 9. 費雯綺、王喻其。2007。植物保護手

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

驗所發行。p.292-293。

（作者：陳文雄、張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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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瓜實蠅為瓜類作物之重要害蟲，由於臺

灣氣候條件適宜，且栽培之瓜類種類繁多，

分布普遍，瓜成熟期又連綿不斷，因而提供

瓜實蠅繁殖上之豐富資源，致使終年可發生

危害，導致瓜受損、腐爛喪失商品價值，造

成瓜農經濟上的重大損失。

二、危害狀
雌成蟲以產卵管刺入果實內，並產卵於

果實內部組織中，以幼果受害最烈，產卵處

常造成果實機械傷害（圖一），生長受阻因

而畸形。幼蟲孵化後即在內部蛀食果肉，造

成被害果腐爛（圖二），幼果被害則失去生

育機能而不能成長。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雙翅目Diptera

果實蠅科Tephritidae

（二）分布

臺灣、中國、日本、泰國、越南、寮

國、緬甸、尼泊爾、 巴基斯坦、印度、斯

里蘭卡、伊朗、孟加拉、柬埔寨、菲律賓、

印尼、馬來西亞、汶萊、巴布亞新幾內亞、

馬里亞納群島、夏威夷、埃及、肯亞、坦尚

尼亞、模里西斯島、留尼旺島等。

瓜實蠅
學名：Bactrocera cucurbitae  （Coquillett）

英名：Melon fly
俗名：瓜仔蜂、蜂仔

圖一：瓜實蠅產卵處常造成果實機械傷害，生

長受阻因而畸形。 圖二：幼蟲孵化後即在內部蛀食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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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寄主

危害葫蘆科及茄科植物之花及果實，多

達125種以上，包括：南瓜屬、絲瓜屬、葫

蘆屬、甜瓜屬、苦瓜屬、冬瓜屬、西瓜屬及

番茄等。

（四）形態

1.卵   ： 圓筒形，白色，一端粗而圓，另

一端較尖，中央稍呈彎曲狀（圖

三）。

2.幼蟲： 體長約1公分，為白色，僅口器黑

色，老熟幼蟲色澤較深，呈黃白

色，具跳躍能力（圖四）。

3.蛹   ： 淡黃褐色，橢圓形（圖五）。

4.成蟲： 體長5 ~ 8公厘，前額二紋，觸角

基部、複眼間的一紋和單眼均呈黑

色。複眼褐色，頭及胸背赤褐色，

腹部1、2節淡黃褐色，餘為淡赤

褐色。前胸背板之前緣兩側各有黃

色斑點一個，中胸背板上有黃色縱

線3條，腹部圓形，基部縮小，雌

蟲的產卵管突出而明顯（圖六），

雄蟲則尾端圓鈍（圖七）。翅透明

略呈黃褐色，翅頂處有一紋，沿臀

室有一斜帶。足赤黃或淡黃色。

（五）生活史

一年發生5 ~ 6代，雌成蟲將卵產於果

實內，卵期2 ~ 4天，孵化後之幼蟲即在果肉

中蛀食維生，幼蟲期4 ~ 18天，老熟幼蟲會

鑽出果實，並跳躍至適當地面，鑽入土中化

蛹，蛹期在夏季為7 ~ 8天，冬季27天。成蟲

羽化後產卵前期長達3星期以上，雌蟲一生

產卵量最高可達816 ~ 1042粒。

四、發生生態
周年可見，4 ~ 9月為高峰期。成蟲平時

常棲息於鄰近瓜田之高莖或較密之植株間，

圖三：卵圓筒形，白色。
圖四：幼蟲白色，老熟幼蟲色澤較深，呈黃白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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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產卵時才飛進瓜田，清晨及傍晚較活躍。

雌成蟲產卵於果蒂近處或裂果之果肉內，數

粒或數十粒卵成一叢。孵化之幼蟲取食果肉

而致其腐敗，老熟幼蟲會鑽出果實並鑽入土

中化蛹，幼蟲有跳躍之習性。成蟲羽化後3

星期以上才開始產卵。

五、防治方法
（一）大量滅雄處理

利用85%克蠅香混合溶液或95%克蠅溶

液，與58%乃力松乳劑或50%芬殺松乳劑之

混合比例為10：1，大量誘殺雄成蟲，以減

少雄成蟲與雌成蟲交配機會，降低後代數

量。誘殺器應懸掛在鄰近洋香瓜田之大樹或

雜樹林等遮蔭處，因其為瓜實蠅平時棲息之

場所，可以有效地大量誘殺雄成蟲，提升防

治效果，也可減緩誘殺劑之揮發。誘殺器之

設置應提早使用，長期懸掛效果最佳，最遲

應於種植前即使用，以提前降低雄成蟲之密

度。

（二）食物誘殺法

以蛋白質水解物、糖蜜或黑糖液等食物

添加25%馬拉松可濕性粉劑，農藥先以水稀

釋400倍，可同時誘殺雌雄成蟲。於幼瓜出

現前使用為宜，可以快速降低田間瓜實蠅之
圖五：蛹淡黃褐色，橢圓形。

圖六：雌蟲的產卵管突出而明顯。 圖七：雄蟲尾端圓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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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以減少雌成蟲在幼瓜上產卵危害。食

物誘殺劑應點噴於鄰近洋香瓜田之大樹或雜

樹林等遮蔭處，因其為瓜實蠅之棲所，且誘

殺劑中含有瓜實蠅必須取食之營養物質，自

然會吸引瓜實蠅前往取食，而達到誘殺之效

果。不可直接噴在植株上，以防污染果實，

造成農藥殘留問題。因食物易腐敗發霉，所

以每隔7天應再施用一次。

（三）生物防治

寄生蜂：Opius fletcheri

（四）田間管理

收穫後儘速處理殘株及果實並整地，以

防成蟲產卵或老熟幼蟲於土中化蛹。或於田

間淹水，可以淹死殘存於土中之老熟幼蟲及

蛹。

六、參考文獻
 1. 呂鳳鳴。1997。瓜實蠅（雙翅目：果實

蠅科）產卵之偏好性（1）寄主果實與顏

色。中華昆蟲17：237-243。

 2. 李錫山。1972。瓜實蠅之生態研究。植

保會刊14：175-182。

 3. 林鳳琪、陳文華。2005。果菜類害蟲─

瓜實蠅。臺灣農家要覽增修訂三版農作

篇（三）。413頁。

 4. 陳文雄。1993。瓜實蠅之防治。植保會

刊特刊新一號。p.169-181。

 5. 張弘毅。2001。臺灣中北部竹林中活

動的果實蠅之種類多樣性及其季節變

動（雙翅目：果實蠅科）。國立臺灣

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p.64-65。

 6. 費雯綺、王喻其編。2007。植物保護手

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

驗所發行。p.281-282。

 7. 劉玉章。2003。臺灣東方果實蠅及瓜實

蠅之研究及防治回顧。昆蟲生態與瓜果

實蠅研究研討會論文合輯。p.1-40。

 8. 劉玉章、章加寶。1980。瓜實蠅之實驗

生態學。興大昆蟲學報15：243-270。

 9. 劉玉章、陳昇寬。1995。瓜實蠅實物引

誘劑之開發。植保會刊37：189-199。

10. Wang, X. J. 1996. The fruit flies （Diptera: 

Tephritidae） of the East Asian region. Acta 

Zootaxonomica Sinica 21 (Suppl.)：67-68.

（作者：陳昇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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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瓜螟屬鱗翅目螟蛾科之螟蟲，為完全變

態，成蟲翅上佈滿鱗片，以花、露水、蜜露

為食，並不直接危害甜瓜。成蟲有趨光性，

卵散產於葉或植株上，粒粒分散。成蟲有趨

光性，孵化之幼蟲以嫩葉為食，甜瓜開花結

小果時，會由嫩果皮鑽入危害，以瓜類連作

或鄰近瓜園田被害較嚴重，較不忌陽光。老

熟幼蟲於葉背或植株上吐絲結薄繭而化蛹其

中，與其他夜蛾類不同。分佈並不普遍較有

區域性，以管理較粗放之越瓜密度較高，洋

香瓜次之，春天瓜類之連作田較易發生。

二、危害狀
初齡幼蟲喜群集於葉背危害，啃食葉

肉，僅留上表皮之白色薄膜，幼蟲齡期漸長

亦會在老葉上吐絲捲葉，結果期幼蟲也啃食

幼果或蛀入果實內危害。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螟蛾科 Pyralidae

（二）分布

柬埔寨、中國、印度、印尼、日本、韓

國、馬來西亞、馬爾地夫、菲律賓、沙烏地

阿拉伯、新加坡、錫里蘭卡、泰國、越南、

葉門、英國、衣索匹亞、美國、古巴、澳大

利亞、關島、伊朗、臺灣…等。

（三）寄主

幼蟲以葫蘆科之瓜類為食，如甜瓜、西

瓜、胡瓜、絲瓜、苦瓜、越瓜、南瓜、其他

依紀錄有棉、桑、茶、梧桐。

（四）形態

1.卵   ： 淡綠色，橢圓形，略扁平，表面有

龜甲狀之紋線，直徑約0.5 ~ 0.6公

厘。

瓜螟
學名：Diaphania indica （Saunders）

英名：Cotton caterpillar
俗名：瓜絹野螟、瓜野螟、野螟蛾、棉螟蛾、黑邊螟蛾、青蟲

圖一：瓜螟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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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幼蟲： 頭部淡褐色，胸腹部淡綠，背面有

白色縱線2條，各節近氣門處有黑

色斑紋，生細毛，體長約22 ~ 27

公厘(圖一)。

3.蛹   ： 甫化蛹時呈淡綠色，顏色由淺漸深

漸漸變深褐色，紡錘形，頭部略

尖，翅鞘達第4腹節，觸角達第6

腹節，蛹長14 ~ 15公厘。

4.成蟲： 頭、胸部黑色，腹部基部白色，末

端黑色，腹端有纓狀之褐色長毛叢

生，常展開呈放線狀，足赤白色，

翅白色透明，前翅之前緣及前後翅

外緣呈一黑色之寬帶，體長約10

公厘，展翅22 ~ 26公厘(圖二)。

（五）生活史

臺灣南部一年約發生20個世代，一個世

代約1個月。

（六）天敵

繭蜂（幼蟲）Phanerotoma planifrons Nees

四、發生生態

瓜螟成蟲性活潑，靜止時將尾端上舉，

並舞動尾端之毛束，此特性在田間極易分

辨鑑識，雌雄蛾交尾後在葉背產卵，粒粒分

散，卵沿葉脈散產。初齡幼蟲喜群集於葉背

危害，啃食葉肉，僅留上表皮之白色薄膜，

齡期漸長亦會吐絲捲葉，密度高時老齡幼蟲

也會由地面處啃食幼果或蛀入果實內危害。

老熟幼蟲常於捲葉、落葉、畦面或正常老葉

上化蛹。洋香瓜秋作被害較嚴重以10 ~ 1月

為發生盛期，發生較有區域性。

五、防治方法
（一） 發現幼蟲在葉面時以手捏碎幼蟲進

行除蟲，以降低危害。

（二） 化學藥劑防治

目前植物保護委託試驗尚未有針對

瓜類之瓜螟防治的登記藥劑，田間

蟲口密度也不高，如瓜園發現有瓜

螟之幼蟲發生時，防治甜菜夜蛾之

用藥，亦可兼收防治之效果，不必

另外噴藥。

六、參考文獻
 1. 林珪瑞。2002。臺灣和中國大陸果樹害

蟲名錄。383頁。

 2. 易希陶。1964。經濟昆蟲學。國立編譯

館。p.196-197。

 3. 陳文雄、張煥英。1995。洋香瓜蟲害管
圖二：瓜螟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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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興農雜誌314：26-39。

 4. 陳文雄、張煥英。2004。蔬菜蟲害之

生態與防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南區

農業改良場技術專刊93-2（No.127）：

64。

 5. 陳文雄、陳昇寬、張煥英。2003。蔬菜

害蟲的管理。植物保護管理永續發展研

討會專刊。植物保護學會特刊新五號。

p.305-322。

　　　　　　　　　　　　　　　　　

　　　（作者：陳文雄、張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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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斜紋夜蛾屬鱗翅目夜蛾科之夜盜蟲類

害蟲，為完全變態，成蟲翅上佈滿鱗片，以

花、露水、蜜露為食，並不直接危害甜瓜。

甫孵化之幼蟲有群棲性，常數拾隻集中在同

一葉片上以咀嚼式口器啃食，隨蟲齡之增加

而分散，3齡以後漸漸晝伏夜出，食性雜且

食量大，猖獗時常將植株啃盡而導致廢耕。

為目前臺灣經常大發生的害蟲，尤其種植田

菁綠肥區更要注意其發生。

二、危害狀
幼蟲食性極雜。交尾後雌蛾將卵塊產於

葉背，卵塊上覆雌蛾之鱗毛。初齡幼蟲群棲

於葉背啃食葉肉而殘留透明之上表皮，第3

齡以後逐漸分散，4齡以後隨蟲齡增加而轉

為晝伏夜出，晝間潛伏於殘葉、土粒間或接

近土面之葉下，日落前再爬出危害。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夜蛾科 Noctuidae

（二）分布

英國、阿富汗、柬埔寨、中國、印尼、

印度、伊朗、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尼

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新加坡、錫里蘭

卡、泰國、越南、夏威夷、澳大利亞、臺灣

…等。

（三）寄主

幼蟲雜食性，寄主廣，葫蘆科之洋香

瓜、哈密瓜、西瓜、胡瓜、絲瓜、苦瓜、越

瓜、南瓜，豆科之豌豆、豇豆、毛豆、紅

豆、綠豆、黃豆，茄科之番茄、茄子、甜

椒、辣椒，十字花科之甘藍、芥菜、包心芥

菜、白菜、包心白菜、芥藍菜、花椰菜、蘿

蔔、紫羅蘭，菊科之萵苣、結球萵苣，其他

之芋、蓮花、波菜、茼蒿、莧菜、蘆筍、胡

麻、胡蘿蔔、牛蒡、康乃馨、滿天星，果樹

之草莓、柿子、柑桔類、木瓜、棗，綠肥之

田菁及一般之蔬菜、雜糧、花卉、果樹、綠

肥普遍被害，尤其水生栽培作物夜盜蟲類害

蟲以斜紋夜蛾為主。

（四）形態

1.卵   ： 饅頭狀，淡綠色，有放射狀之縱橫

隆起線，直徑約0.5公厘。通常以

100 ~ 400粒成為2 ~ 3層橢圓形卵

斜紋夜蛾
學名：Spodoptera litura（Fabricius）
英名：Tobacco cutworm, armyworm

俗名：行軍蟲、黑蟲、黑土蟲、黑肚蟲、巢蟲、蓮紋夜盜、地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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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產於葉片上，並以暗褐色鱗毛蔽

蓋之。

2.幼蟲： 幼蟲有6齡，幼蟲色彩變化很大，

即1 ~ 2齡幼蟲頭部黑褐，胸腹部灰

褐色，背線、亞背線、氣門下線皆

白色，具有多數圓狀，尤以第4節

體側之黑褐紋為最大。第3齡以後

胸腹部各小紋往往局部消失，惟第

10 ~ 11節有4個大型黑色四角紋，

氣門上線呈白紋在各節中央，其上

方有眼狀之黑蚊。氣門下線不明，

其下方全體呈灰黃色。老熟幼蟲體

長約40公厘。

3.蛹   ： 赤褐色，略有光澤。口吻與中足同

長，後足末長於翅，腹端有尾刺2

根，向下彎曲，體長約20公厘。

4.成蟲： 體及前翅皆褐色，前翅基部之前半

有灰白色細線數根，內橫線及外橫

線皆灰白色，後者呈波狀，自內橫

線之近前緣至外橫線之略後方，有

一條很明顯的灰白色粗斜紋，乃有

斜紋夜蛾之稱。腎狀紋及頂角灰

白，外橫線之外側尚有光亮之灰白

色帶一條。後翅赤色，但其外緣略

為暗褐。體長約16公厘，展翅約

40公厘(圖一)。

（五）生活史

斜紋夜蛾年發生8 ~ 11世代，一代所需

日數30 ~ 100日。夏季卵期約6日，幼蟲期約

20日，蛹期約10日。

（六）天敵

夜蛾跳小蜂Litomastix maculate  Ishii

螟蛉絨繭蜂 （幼蟲） Apanteles ruficrus 

Haliday

盾臉益蜂（幼蟲）Metapius（s.str.）rufus 

browni（Ashmead）

四、發生生態
成蟲晝伏夜出，於太陽西下前開始活

動，一般在黃昏時最活潑，成蟲交尾後，雌

蛾將卵產於瓜類之葉背或較不易被日曬之

處，卵成塊，每一卵塊少則數十粒，多者可

達1500粒以上，通常400粒以上，卵塊上並

覆以雌蛾之鱗毛，卵饅頭形。

孵化後幼蟲自孵化處向四周散開，開始

取食植株之葉部或較嫩部位，幼齡幼蟲有群

棲性，第3齡以後逐漸分散，4齡以後隨蟲

齡增加而轉為晝伏夜出。晝間潛伏於殘葉、
圖一：斜紋夜蛾成蟲(雄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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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粒間或接近土面之葉下，日落前再爬出危

害。幼齡時，常由葉下表皮取食而殘留上表

皮，且可將幼葉食盡留下葉柄或葉脈，老齡

幼蟲則可取食植株之任何地上部(圖二)。幼

蟲食性極雜。在一植株上有時可發現6 ~ 10

隻幼蟲啃食，造成狼狽之食痕或蟲孔，幼蟲

有6齡。

老熟幼蟲潛入土中作一蛹室而化蛹，蛹

之頭部朝上。蛹可用來分辨雌雄，羽化後則

逃離土表繼續其交尾等。成蟲有趨光性，在

燈光下或誘蛾燈中常可採集到。

每年3 ~ 5月及9 ~ 11月為發生盛期，春

秋季夜盜蟲類害蟲之發生季節，最先出現之

種類即為斜紋夜蛾，瓜園或雜作區也常大發

生，幼蟲食量大，常造成嚴重之疫情，尤其

最愛為綠肥田菁作物，僅數夜間把整園田菁

葉片與嫩莖啃盡，僅殘留老莖之驚駭景象，

故有行軍蟲、巢蟲、地蠶之別名。

五、防治方法
（一） 如前期作非水田，種植前全園浸水1

天，使土棲之蛹窒息而死。

圖二：斜紋夜蛾幼蟲危害洋香瓜嫩葉及嫩莖。 圖三：利用性費洛蒙誘蟲盒誘殺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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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卵成塊，每一卵塊通常400粒以上，

中耕鋤草發現時應摘除移離瓜園，

以阻斷繁衍。

（三） 瓜園全期懸掛斜紋夜蛾性費洛蒙緩

釋劑誘蟲盒(圖三)。

 1. 每公頃設置5 ~ 10個誘蟲盒，每個點前後

距離約50公尺，左右距離約20公尺。誘

蟲盒高度置於距離瓜生長點上50 ~ 60公

分或離畦面1 ~ 1.5公尺。

 2. 性費洛蒙以S型固定於誘蟲盒內，使用前

將一端微管剪開再固定誘蟲盒內，且不

宜將2種不同害蟲之性費洛蒙置於同一個

誘蟲盒內，誘得蟲屍應倒掉，並清洗乾

淨誘蟲盒，每月更新性費洛蒙一次。

 3. 利用誘蟲盒或水盤誘殺。誘殺盒可利用

黏紙、廢棄保特瓶或廢棄物自製；另

水盤之水質宜保持清澈，滴幾滴展著劑

或沙拉脫，使掉落之蟲體不易再爬起飛

離。

 4. 溫度低於15℃以下長期低溫或連續下雨

多日時，昆蟲活動力降低，田間蟲口密

度也降低，則暫緩設置。

（四）化學藥劑防治

目前植物保護委託試驗尚未有針對危害

瓜類之斜紋夜蛾防治之登記藥劑，如瓜園斜

紋夜蛾之幼蟲發生時，請參考甜菜夜蛾之用

藥，亦可收防治之效果，斜紋夜蛾之幼蟲晝

伏夜出比甜菜夜蛾較忌日光，傍晚噴藥始可

確保藥效。

六、參考文獻
 1. 易希陶。1964。經濟昆蟲學。國立編譯

館。p.168-169。

 2. 林珪瑞。2002。臺灣和中國大陸果樹害

蟲名錄。542頁。

 3. 陳文雄、張煥英。1993。瓜類害蟲及

其防治策略之商確。興農雜誌298：

41-51。

 4. 陳文雄、張煥英。1995。洋香瓜蟲害管

理。興農雜誌314：26-39。

 5. 陳文雄、張煥英。2001。蔬果有機

栽培之害蟲防治技術。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技術專刊90-2

（No.111）：18。

 6. 陳文雄、張煥英。2004。蔬菜蟲害之生

態與防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南區農業

改良場技術專刊93-2（No.127）：64。 

 7. 陳文雄、陳昇寬、張煥英。2003。蔬菜

害蟲的管理。植物保護管理永續發展研

討會專刊。植物保護學會特刊新五號。

p.305-322。

 8. 陳文雄、顏福成、張煥英、張賜海。

1994。雜糧作物保護研討會專刊。落花

生重要害蟲之防治。p.338-349。 

 9. 費雯綺、王喻其。2007。植物保護手

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藥物毒物試驗所

發行。p.220-221。

（作者：陳文雄、張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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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甜菜夜蛾屬鱗翅目夜蛾科之夜盜蟲類

害蟲，為完全變態，成蟲翅上佈滿鱗片，以

花、露水、蜜露為食，並不直接危害甜瓜。

甫孵化之幼蟲有群棲性，常數隻集中新梢並

吐絲將新葉牽引在一起而潛藏其中啃食，或

鑽入未展開葉中危害，或啃食嫩瓜果之果

皮，影響瓜果之商品價值。

幼蟲為甜瓜的重要害蟲，也是秋冬至春

季造成蔬果農藥殘留的禍首之一。與種植茼

蒿菜、青蔥、豌豆、甜玉米相鄰或以上述作

物為前期作之瓜園，宜特別注意甜菜夜蛾之

發生。

二、危害狀
幼蟲食性極雜。幼蟲甫孵化即群藏於植

株之心部(圖一)，並吐絲將數葉牽引在一起

而置身其中啃食，新梢常被啃盡，植株無法

正常生長，嫩葉被害呈不規則之穿洞食痕(

圖二)，嚴重時會把新梢啃光。此外幼蟲亦

會啃食瓜類幼果期之瓜皮造成如蚯蚓之凹陷

疤痕(圖三)，嚴重影響商品價值，其被啃食

過之凹槽食痕，也成為瓜實蠅喜產卵處，造

成受害瓜二度危害。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夜蛾科 Noctuidae

甜菜夜蛾
學名：Spodoptera exigua  (Hubner)

英名：Beet armyworm
俗名：青蟲

圖一：甜菜夜蛾幼蟲在洋香瓜葉上活動。 圖二：甜菜夜蛾幼蟲危害葉片之食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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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布

臺灣、夏威夷、美洲、非洲、澳大利

亞、印尼等世界各地。

（三）寄主

幼蟲雜食性，寄主廣，葫蘆科之洋香

瓜、哈密瓜、西瓜、胡瓜、絲瓜、苦瓜、越

瓜、南瓜，豆科之豌豆、豇豆、毛豆、紅

豆、綠豆、黃豆，茄科之番茄、茄子、甜

椒、辣椒，十字花科之甘藍、芥菜、包心芥

菜、白菜、包心白菜、芥藍菜、花椰菜、蘿

蔔、紫羅蘭，菊科之萵苣、結球萵苣，其他

之茼蒿、莧菜、蘆筍、胡麻、牛蒡、康乃

馨、滿天星等及一般闊葉之蔬菜、花卉普遍

被害(圖四)。

（四）形態

1.卵   ： 淡黃色，圓形，有放射狀之隆起

線，直徑約0.5 ~ 0.6公厘。

2.幼蟲： 體色多變化，同一雌蛾所產卵塊孵

化之幼蟲，以相同條件飼育結果，

可發現幼蟲彼此間體色變化頗大，

通常呈黃綠、淡綠、翠綠、亦有呈

綠褐色、暗褐色、灰褐色、黑褐

色，有時發現黃白色，背線明顯，

亞背線呈白色，體長約35 ~ 40公

厘。

3.蛹   ： 甫化蛹時呈淡綠色，顏色由淺漸漸

變深褐色，紡錘形，末端具尾刺2

枚，雌雄之蛹重與蛹長比較，雌

蛹明顯比較重且長，雌蛹重45.0 ~ 

88.9毫克，雌蛹長9.3 ~ 11.9公厘，

圖三：甜菜夜蛾幼蟲危害嫩瓜。 圖四：甜菜夜蛾為害豌豆(上)及青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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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蛹重56.0 ~ 87.4毫克，雄蛹長9.9 

~ 11.9公厘。

4.成蟲： 腹部背方基部有一毛塊，體翅灰褐

色，下唇鬚之側方，腹背之毛塊暗

褐色，前翅內外二橫線各具暗褐色

細紋2條，中橫線亦呈暗褐色，前

緣三橫線之末端各具暗褐色小點2

個，環狀及腎狀紋灰黃色，輪廓細

呈黑色，中心呈橙褐色，亞外緣線

不明顯之淡色，內外暈略暗色，外

緣有黑點刻，緣毛基部暗色，先端

白色，後翅白色，前緣及外緣部略

帶暗褐色，外緣線暗褐色，體長約

11公厘，展翅25 ~ 30公厘(圖五)。

（五）生活史

甜菜夜蛾年發生11世代，卵期2 ~ 6天，

幼蟲期10.2 ~ 56.2天，前蛹期1 ~ 2天，蛹期

5.2 ~ 15.9天，完成一世代短者21.28天、長

者需79.13天，田間雌雄之性比例約1:1。

（六）天敵

白殭菌、蟾蜍。

四、發生生態
成蟲交尾後經1 ~ 4天開始產卵，產卵

期1 ~ 10天，產卵數41 ~ 909粒，平均約300

粒，卵塊呈不規則之長條圓形，常30 ~ 80

粒成一塊，雌蛾並以鱗毛覆蓋，田間大都產

於植株之葉背，成蟲於傍晚或清晨產卵及活

動，卵之孵化率田間達98%，幼蟲之存活率

達76%，蛹之羽化率達90%，成蟲壽命8 ~ 37

天，在田間通常有世代重疊現象，蟲齡不一

致，尤其瓜田最明顯，幼蟲有群集性，三齡

以後會隨蟲齡之增加而分散，蟲體增長晝伏

夜出之特性愈加明顯，強日照時3齡以上幼

蟲會潛伏於葉背之背光處、畦上覆蓋之塑膠

布下藏匿或土壤間隙隱藏。

老熟幼蟲在土中化蛹(圖六)，以9 ~ 11月

及3 ~ 5月甜瓜之生育初期嫩葉長出至幼果期

圖五：甜菜夜蛾成蟲。 圖六：甜菜夜蛾老齡幼蟲鑽入土中化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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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發生盛期。

五、防治方法
（一） 種植前全園浸水1天殺死土棲之蛹，

以降低田間族群(圖七)。

（二） 瓜園全期懸掛甜菜夜蛾性費洛蒙緩

釋劑誘蟲盒(圖八)

 1. 每公頃設置11 ~ 18個誘蟲盒，每個點前

後距離約30公尺，左右距離約15公尺。

高度放置距離瓜生長點上50 ~ 60公分，

離地面1 ~ 1.5公尺。

 2. 誘餌以S型固定於誘蟲盒內每月更新一

次。使用前將一端微管剪開再固定幼蟲

盒內，且不宜將2種不同害蟲之誘餌置於

同一個誘蟲盒內。

 3. 利用誘蟲盒或水盤誘殺。誘殺盒可利用

黏紙、廢棄保特瓶或廢棄物自製；另

水盤之水質宜保持清澈，滴幾滴展著劑

或沙拉脫，使掉落之蟲體不易再爬起飛

離。

 4. 溫度低於15℃以下或連續下雨多日時，

昆蟲活動力降低，田間蟲口密度也降

低，則暫緩設置。

（三）瓜園清潔

摘心疏葉之瓜葉蔓莖，應置於塑膠袋中

曝曬在陽光下以殺死葉中之幼蟲與卵。收穫

後也應儘速清園清除燒燬，以防止繁衍。

（四）化學藥劑防治

瓜類生育全期均會發生，子葉長出後，

害蟲發生初期蟲齡小時即應噴藥，害蟲發生

圖七：種植前全園浸水殺死土棲之蛹。 圖八：以性費洛蒙誘殺甜菜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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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每隔7天噴藥一次，並遵守安全採收期。

 1. 甫孵化之幼蟲有群棲性，1 ~ 3齡尚未分

散前，為最佳噴藥時機。

 2. 幼蟲晝伏夜出儘量以傍晚或清晨噴藥為

宜。

 3. 瓜畦上鋪塑膠布之種植孔為其幼蟲早晚

活動之出入門戶，洞孔要噴至溼透。

六、參考文獻:
 1. 林珪瑞。2002。臺灣和中國大陸果樹害

蟲名錄。542頁。

 2. 陳文雄、張煥英。1995。洋香瓜蟲害管

理。興農雜誌314：26-39。

 3. 陳文雄、張煥英。1993。瓜類害蟲及

其防治策略之商確。興農雜誌298：

41-51。

 4. 陳文雄、張煥英。2001。蔬果有機

栽培之害蟲防治技術。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技術專刊90-2

（No.111）：18。

 5. 陳文雄、張煥英。2004。蔬菜蟲害之

生態與防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南區

農業改良場技術專刊93-2（No.127）：

64。

 6. 陳文雄、陳昇寬、張煥英。2003。蔬菜

害蟲的管理。植物保護管理永續發展研

討會專刊。植物保護學會特刊新五號。

p.305-322。

 7. 陳文雄、顏福成、張煥英、張賜海。

1994。落花生重要害蟲之防治。雜糧作

物保護研討會專刊。p.338-349。

 8. 費雯綺、王喻其。2007。植物保護手

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藥物毒物試驗所

發行。p.291-292。

（作者：陳文雄、張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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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番茄夜蛾屬鱗翅目夜蛾科之夜盜蟲類

害蟲，為完全變態，成蟲翅上佈滿鱗片，以

花、露水、蜜露為食，並不直接危害甜瓜。

孵化後之幼蟲先啃食卵殼再取食植物，以嫩

梢、花器或幼果為食，嚴重影響產量及商品

價值，以春、秋二季為發生盛期。 

　　

二、危害狀
番茄夜蛾幼蟲雜食性，在甜瓜園發生時

間比其他夜盜蟲慢，一般在開花時出現，密

度不如斜紋夜蛾及甜菜夜蛾高，但危害具侵

入性，破壞性強。孵化之幼蟲先取食嫩葉或

嫩莖，除啃食嫩葉外，亦喜鑽啃莖部，開花

期更移至花器危害，影響授粉，嫩果期除啃

瓜皮也會鑽入嫩果啃食果肉。有自殘性，通

常一個果實蛀入一隻幼蟲，被蛀食甜瓜就會

腐爛失去商品價值，嚴重影響甜瓜產量及品

質。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夜蛾科 Noctuidae

（二）分布

世界性分布。

（三）寄主

幼蟲雜食性，寄主廣，包括葫蘆科之洋

圖一：番茄夜蛾幼蟲。 圖二：番茄夜蛾成蟲。

番茄夜蛾
學名：Helicoverpa armigera  （Hubner）

英名：Tomato fruitworm, corn earworm, cotton bollworm, false tobacco moth
俗名：玉米穗蟲、高梁穗夜蛾、棉鈴蟲、青蟲、大綠蟲、鑽心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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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瓜、哈密瓜、西瓜、胡瓜、絲瓜、苦瓜、

越瓜、南瓜，茄科之番茄、茄子、甜椒、辣

椒，豆科之豌豆、豇豆、毛豆、紅豆、綠

豆、黃豆，十字花科之甘藍、芥菜、包心芥

菜、白菜、包心白菜、芥藍菜、花椰菜、蘿

蔔、紫羅蘭，菊科之萵苣、結球萵苣，其他

之茼蒿、莧菜、蘆筍、胡麻、牛蒡、康乃

馨、滿天星等。

（四）形態

1.卵   ： 甫孵化呈淡黃色或淡黃綠色，孵化

前呈淡黑色，半圓球形，直徑約

0.4 ~ 0.5公厘。

2.幼蟲： 體色有變化，同一雌蛾所產卵塊孵

化之幼蟲，體色亦不同，幼蟲體色

與寄主植物相近，但與食物顏色關

係亦非絕對，例如以甘藍菜或玉米

鮮果穗飼養之幼蟲體色仍有變化，

通常呈綠、翠綠、黃綠、黃褐、灰

綠色或黑色。幼蟲不論蟲體大小，

體節與剛毛很明顯，體表之刺毛清

晰顯著，與其他害蟲在田間容易判

別。幼蟲體色雖有變化，但體長均

約35 ~ 38公厘(圖一)。

3.蛹   ： 甫化蛹時呈淡綠或翠綠色，後期呈

深褐色，蛹與成蟲顏色則一致，紡

錘形。雌蛹生殖孔位於第8腹節腹

面中央，其後緣腎形凹入﹔雄蛹

生殖孔位於第9腹節腹面中央，於

其二側各具1圓形突起，第8腹節

腹面後緣無凹入，呈直形，第9腹

節腹面後緣呈弧形。通常雌蛹小

於雄蛹，雌蛹重363毫克、長17.7

公厘，雄蛹重379毫克、長18.3公

厘。

4.成蟲： 體色常有變化，通常雌雄互異，雄

蛾前翅、頭、胸部常呈淡灰綠色，

雌蛾則呈土黃或黃褐色，雄蛾腹部

尾端尖而略上舉，外形可見8節。

雌蛾腹部尾鈍形，開孔明顯外形可

見8節。雄蛾體型較雌蛾為大，雄

蛾體長約21公厘，雌蛾體長約19

公厘(圖二)。

（五）生活史

番茄夜蛾年發生8 ~ 11世代，卵期1 ~ 

8天，幼蟲期雌蟲較雄蟲短，雌蟲15.37 ~ 

40.39天，雄蟲15.57 ~ 41.37天，前蛹期

3 ~ 5天，蛹期雌蛹亦較雄蛹短，雌蛹9.49 ~ 

53.17天，雄蛹10.59 ~ 56.03天，完成一世代

短者21.28天，長者79.13天，性比例約1：

1。幼蟲存活率可高達95.45％，蛹羽化率可

達92.68％。

（六）天敵

多胚跳小蜂Litomastitix heliothis  Liao

白殭菌Beauveria brongniartii

綠殭菌Metarhizium anisopliae

核型多角體病毒HaNPV

質型多角體病毒HaCPV

顆粒體病毒Ha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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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生生態
成蟲將卵粒散產於嫩葉、花蕾、果實

或其近處，幼蟲體節明顯，體表刺毛清晰可

見。幼嫩莖葉甚至植株均可被取食，開花期

部份幼蟲潛入花器危害，或鑽入幼果取食。

幼蟲有自相殘殺習性，老熟幼蟲在土中化

蛹，甜瓜生育初期至幼果期為發生盛期。

五、防治方法
（一）如前期作非水田，種植前，全園浸水

1天，使土棲之蛹窒息而死。

（二）卵成塊，每一卵塊通常400粒以上，

中耕鋤草發現時應摘除移離瓜園，

以阻斷繁衍。

（三）瓜園全期懸掛番茄夜蛾性費洛蒙緩釋

劑誘蟲盒。

 1. 每公頃設置5 ~ 10個誘蟲盒，每個點前後

距離約50公尺，左右距離約20公尺。誘

蟲盒高度放置距離瓜生長點上方50 ~ 60

公分處，或離畦面1 ~ 1.5公尺處。

 2. 誘餌以『S』型固定於誘蟲盒內，使用前

將一端微管剪開再固定誘蟲盒內，且不

宜將2種不同害蟲之誘餌置於同一個誘蟲

盒內，誘得蟲屍應倒掉，誘蟲盒清洗乾

淨，每月更新誘餌一次。

 3. 利用誘蟲盒或水盤誘殺。誘殺盒可利用

黏紙、廢棄保特瓶或廢棄物自製；另

水盤之水質宜保持清澈，滴幾滴展著劑

或沙拉脫，使掉落之蟲體不易再爬起飛

離。

 4. 溫度低於15℃以下長期低溫或連續下雨

多日時，昆蟲活動力降低，田間蟲口密

度也降低，則暫緩設置。

（四）化學藥劑防治

目前植物保護委託試驗尚未有針對瓜

類的番茄夜蛾防治之登記藥劑，如瓜園發生

番茄夜蛾，請參考甜菜夜蛾用藥，亦可收防

治之效果。番茄夜蛾幼蟲在甜瓜發生較慢，

開花期為發生盛期，始花期為防治之黃金時

期，應立即噴藥以確保藥效。

六、參考文獻
 1. 易希陶。1964。經濟昆蟲學。國立編譯

館。p.196-197。

 2. 林珪瑞。2002。臺灣和中國大陸果樹害

蟲名錄。542頁。

 3. 陳文雄、張煥英。1993。瓜類害蟲及

其防治策略之商確。興農雜誌298：

41-51。

 4. 陳文雄、張煥英。1995。洋香瓜蟲害管

理。興農雜誌314：26-39。

 5. 陳文雄、張煥英。2001。蔬果有機

栽培之害蟲防治技術。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技術專刊90-2

（No.111）：18。

 6. 陳文雄、張煥英。2004。蔬菜蟲害之

生態與防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南區

農業改良場技術專刊93-2（No.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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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7. 陳文雄、陳昇寬、張煥英。2003。蔬菜

害蟲的管理。植物保護管理永續發展研

討會專刊。植物保護學會特刊新五號。

p.305-322。

 8. 陳文雄、顏福成、張煥英、張賜海。

1994。雜糧作物保護研討會專刊。落花

生重要害蟲之防治。p.338-349。

（作者：陳文雄、張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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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銀紋夜蛾屬鱗翅目夜蛾科之夜盜蟲類

害蟲，為完全變態，成蟲翅上佈滿鱗片，以

花、露水、蜜露為食，並不直接危害甜瓜。

孵化之幼蟲以嫩葉為食，雜食性且食量大，

以靠山地區、混有豆類之瓜園或鄰近雜作田

被害較嚴重，因幼蟲之腹足二對退化，行走

如尺蠖狀而又名擬尺蠖或拱背蟲，雖屬夜蛾

科之夜盜蟲類害蟲，惟幼蟲比其他夜盜蟲

類，較不忌陽光。分布較區域性，在糧作區

如落花生、大豆或是疏於管理之瓜園才有較

高之密度，老熟幼蟲在葉上化蛹，以秋、

冬、春季較常見。 

　　

二、危害狀
初齡幼蟲啃食嫩葉葉肉，穿孔而食，

被害葉成洞洞窗眼，銀紋夜蛾危害與其他夜

盜蟲類似，惟較不忌烈日，田間雖然普遍發

生，但對藥劑較具敏感性，有管理噴藥之經

濟作物栽培區密度並不高，瓜園或雜糧作物

在收穫後期疏於管理或廢耕園，始見較高之

密度。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鱗翅目 Lepidoptera 

夜蛾科 Noctuidae

 銀紋夜蛾
學名：Trichop1usia ni  (Hubner)

英名：Cabbage looper
俗名：擬尺蠖、拱背蟲

圖一：銀紋夜蛾幼蟲在甜薰衣草上，如尺蠖狀

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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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布

臺灣、中國、日本、印度、小亞細亞、

歐洲、非洲、美國。

（三）寄主

幼蟲寄主廣，包括葫蘆科之洋香瓜、

哈密瓜、西瓜、胡瓜、絲瓜、苦瓜、越瓜、

南瓜，豆科之豌豆、豇豆、毛豆、紅豆、綠

豆、黃豆、落花生，茄科之番茄、茄子，十

字花科之甘藍、包心芥菜、白菜、包心白

菜、花椰菜、蘿蔔、紫羅蘭，菊科之結球萵

苣，其他之胡蘿蔔、蘆筍、胡麻、牛蒡、葡

萄、康乃馨、滿天星等，一般蔬菜、雜糧、

花卉普遍發生，但有管理之經濟栽培區發生

密度並不高(圖一)。

（四）形態

1.卵   ： 甫孵化呈淡黃色或淡綠色，孵化前

呈淡綠色，饅頭形，直徑約0.5公

厘。

2.幼蟲： 體呈淡綠色，胸腹部背面第2節以

下有白色細縱線條略呈波狀第5 ~ 

10節之結合部體伸展時呈白色。

體前端至後端逐漸肥大，第3 ~ 4腹

節無足，故步行時，常呈尺蠖狀，

氣門白色橢圓形，幼蟲體長約29 ~ 

32公厘(圖二)。

3.蛹   ： 暗赤褐色，紡錘形。小顎末端突出

於第五腹節，觸角達中足之尖端尾

端圓桶形，略突出末端具長形之

鉤狀尾刺2個，外側另有短形之鉤

狀尾刺6個，蛹長15公厘，雄蛹重

379毫克，雄蛹長18.3公厘。

4.成蟲： 體及前翅呈灰暗褐色，後翅呈暗褐

色，但基部呈淡色，觸角絲狀，前

翅中央有腕狀之銀色曲紋，外緣及

緣毛皆呈暗褐色，後翅緣毛呈白

色。體長約12公厘，展翅約32公

厘(圖三)。

圖二：銀紋夜蛾幼蟲。 圖三：銀紋夜蛾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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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活史

每年可發生5 ~ 6世代。

（六）天敵

廣闊小蜂（蛹） Brachymer ia l asus 

（Walker）

四、發生生態
成蟲交尾後雌蛾將卵粒產於葉背，粒粒

分散，受干擾時常呈尺蠖狀，由腹足支持而

頭端仰立或振動身體。老熟幼蟲在葉背或隱

蔽處吐白色絲而結一薄繭並化蛹於其中，繭

半透明。蛹初期呈綠色後顏色漸深。以2 ~ 5

月及9 ~ 12月為發生盛期。

五、防治方法
（一）幼蟲行走如尺蠖狀，葉上活動很顯

著，若發現則移除，以降低危害。

（二） 化學藥劑防治

目前植物保護委託試驗尚未有針對

瓜類的銀紋夜蛾（擬尺蠖）防治之

登記藥劑，銀紋夜蛾田間蟲口密度

也不高，幼蟲對藥劑較敏感，如瓜

園生育後期銀紋夜蛾幼蟲發生密度

較高時，防治甜菜夜蛾之用藥，亦

可兼收防治擬尺蠖之效果，不必另

外噴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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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葉蟎一般性喜高溫低濕環境，因蟎體細

小，剛侵入危害時，極不易被查覺，即使被

發現，也常因其為害狀類似病害而被誤判，

不僅延誤防治適期，且會因此而誤用不當藥

劑，造成猖獗發生與嚴重為害。

葉蟎類中以赤葉蟎及二點葉蟎為主要發

生種類，由於體形細小，對於甜瓜定植後在

設施保護下吸食葉片汁液，造成植株生長勢

衰弱，對生產影響甚鉅。因其世代短，族群

密度上升快速，施藥常無法達到防治目的，

尤其在甜瓜成株期因株葉茂密，藥液難以達

到植株葉背，又目前二點葉蟎及赤葉蟎對常

用殺蟎劑多已產生耐藥或抗藥性，故如何有

效防治葉蟎，為甜瓜生產重要的問題。

二、為害狀
二點葉蟎或赤葉蟎通常棲息於甜瓜的葉

背，當密度高時部分會移至葉面，偶有發生

於花或果實，一般多沿葉脈或凹陷處產卵及

吸食為害，被害部位初期呈白色斑點，密度

高時葉片全面被害成黃化或褐化狀，枯萎而

致提早落葉，影響植株生長勢，當甜瓜開花

或結果時亦會取食花器或果實表面，影響其

產量及品質。

三、害蟎概述
（一）分類地位

蛛形綱 Arachnida 

蟎蜱亞綱 Acarina 

蟎形目 Acariformes 

前氣門亞目 Prostigmata 

葉蟎總科 Tetranychoidea 

葉蟎類
二點葉蟎

學名：Tetranychus urticae  Koch
英名：Two spotted spider mite、glasshouse red spider mite

俗名：白蜘蛛、二斑葉蟎

赤葉蟎

學名：Tetranychus cinnabarinus  （Boisduval）
英名：Carmine spider mite、common spider mite、red spider mite

俗名：朱砂葉蟎、棉紅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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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蟎科 Tetranychidae 

（二）分布

1.二點葉蟎

亞洲、歐洲、非洲、美洲及大洋洲等。

2.赤葉蟎

臺灣、中國、日本、歐洲、北美、南美

阿根廷、夏威夷、菲律賓、澳洲、紐西蘭、

中東地區、非洲等地。

（三）寄主

1.二點葉蟎

可為害蔬菜類、觀賞作物、果樹、雜

糧、棉花、草莓等150種以上的經濟植物及

雜草。

2.赤葉蟎

菊花、康乃馨、茉莉、金魚草、萬壽

菊、月季、向日葵、紫蘿蘭等多種花卉，亦

為害木瓜、棉花、向日葵、萱草、樹薯、柳

樹、洋槐及菸草等多種經濟與觀賞作物，其

他如構樹、葎草、篦麻等雜草。

（四）形態

1.二點葉蟎（圖一）

　卵   ： 球形，初期卵略呈渾濁之灰白色，

之後卵殼硬化具光澤晶瑩，漸呈半

透明狀，卵內胚胎發育近完熟時，

可呈現兩紅色眼點，卵色由黃色而

轉橙紅色。

　幼蟎：胚胎發育完熟後，由背部之卵殼頂

裂，然後全部軀體脫出，具足三

對。初孵出時體呈淡紅色，取食後

隨即轉變為綠色，漸由淡綠而至深

綠色。體背兩側各具一深色斑點。

前若蟎：具四對足，體背兩側各具一深色斑

點，較幼蟎體大，此時期無法區分

性別。

後若蟎：具四對足，體背兩側各具一深色斑

點。較前若蟎為大。此期個體與成

蟎相近似，僅在大小及生殖器上可

區分。雌雄個體已能分辨；雌性個

體呈橢圓形，雄性者成盾形，前寬

而後窄。

　成蟎：初蛻皮之雌成蟎體呈黃綠色，體背

左右兩側各具一大形深色斑點。體

色有逐漸加深現象，可由綠色變為

墨綠色，至死亡時幾成黑色。體長

為0.47 公厘，體寬0.35公厘。鬚肢

跗節端感覺毛約長為寬的2倍，體

背具13對細長之刺毛，3對為在前

體部，10對位在後體部。雄成蟎

圖一：二點葉蟎之雌成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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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長為0.34公厘，鬚肢跗節端感覺

毛長約為寬的2.5倍，體末端腹面

具4對殖肛毛，陰莖頸部向上彎曲

與幹部約成90度，末端瘤節較頸

部略寬，頂端弧形，前後均為銳角

狀，瘤節約與幹部平行。

2.赤葉蟎（圖二）

　雌蟎： 體長0.55公厘，體寬0.32公厘。體

形橢圓，銹紅色或深紅色，體側常

有2對黑斑，前面一對大型，後面

的一對位於末體兩側。鬚肢跗節端

感覺毛約為寬的2倍；背感覺毛梭

形，與端感覺毛近於等長。氣門溝

末端呈典型的U形變曲。後體部第

3對背中毛和內毛之間的表皮紋構

成菱形圖形。典型種類膚紋突呈三

角形至半圓形。各足爪間突裂開為

3對針狀毛。足第1跗節雙毛近基

側通常有4根觸毛和1根感毛；脛

節通常具9根觸毛和1根感毛。足

第2跗節雙毛近基側具4根觸毛和1

根感毛；脛節有7根觸毛。足第3

跗節有9根觸毛和1根感毛；脛節

具6根觸毛。足第4跗節有10根觸

毛和1根感毛；脛節有7根觸毛。

　雄蟲：體長0.36公厘，體寬0.19公厘。鬚

肢附節端感器長約為寬的3倍；背

感器稍短於端感器。足第1跗節爪

間突呈一對粗爪狀，其背面具粗

狀的背距。足1跗節雙毛近基側有

4根觸毛和3根感毛；脛節有9根觸

毛和4根感毛。足第2跗節雙毛近

基側有4根觸毛和1根感毛；脛節

有7根觸毛。足第3、4脛、跗節的

毛數同雌蟎。陽具彎向背面形成端

錘，近側突起尖利或稍圓，遠側突

起尖利，長度約相等。端錘背緣形

成一鈍角。端錘形狀和大小在個體

之間常有變異。

（五）生活史

1.二點葉蟎

在20~35℃定溫下，卵期2.7~9.3日，幼

蟎期0.7~2.4日，前若蟎期0.4~1.6日，後若蟎

期0.7~2.2日，各齡期間各有一靜止期，需時

0.7~2.4日，發育所需日數隨溫度降低而延

長，發育最適溫度為27℃，雌蟎總發育期

在7.3~21.3日，雄蟎略短。每雌蟎產卵數在

61~130粒，受精卵為雌性，未受精卵為雄
圖二：赤葉蟎之雌成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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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蟎壽命約10~12日。適溫環境下生育

力較高，高溫下發育快，故高溫低濕為發生

有利條件。

2.赤葉蟎

一年二十餘代，發育速度隨溫度的升高

而加快，完成一代所需要的日數隨溫度的升

高而減少。平均氣溫為10.3~13.7℃，相對濕

度59~60％時完成一代需21~22日；而26~28

℃，相對溼度為53~59％時完成一代僅需7

日。每雌平均日產卵量6~8粒，一生平均產

卵50~150粒，最多可達700粒。成蟎的壽命

長短與性別和生理狀態有關。雄蟎在交尾以

後即死亡；雌蟎壽命為20日左右，滯育型可

達5~7個月。此外壽命的長短還與取食的寄

主植物種類和不同品種有關。

四、發生生態
臺灣地區冬季氣候溫和，寄主植物種類

豐富，葉蟎可周年在寄主植物上繁衍，在長

期乾旱不下雨的季節發生更為猖獗，若遇長

期下雨或豪雨，則族群密度急速下降。臺灣

嘉南地區甜瓜栽培區葉蟎每年10月下旬密度

逐漸增加，於12月至翌年1月達到高峰，之

後蟎數漸減，而4~5月又形成一小高峰。此

種發生型式可能與其寄主植物的栽種與氣候

型態有密切關係。

五、防治方法
葉蟎類對化學藥劑極易產生抗性，故

應採取多種防治措施，切勿完全依賴化學藥

劑，有效可行的方法概述如下：

（一） 田間衛生：清除田間雜草、殘株、

落葉，減少其發生源。

（二） 耕作防治：實行輪作，合理施用肥

料和灌溉，增加植株對葉蟎的抗

性，降低其為害。

（三） 化學防治：先瞭解葉蟎的發生生

態，進行早期防治，選對天敵安全

的藥劑輪流使用，並將藥液均勻噴

至植株間，尤其要噴及葉背。植物

保護手冊推薦洋香瓜二點葉蟎之防

治藥劑為1%密滅汀乳劑。

（四） 生物防治：對二點葉蟎有利用價值

的天敵有捕食性天敵，如法拉斯捕

植蟎（Amblyseius fallacies）、長毛

捕植蟎（A. longispinosus）、溫氏捕

植蟎（A. womersleyi）、智利捕植

蟎（Phytoseiulus persimilis）、羅氏

小黑瓢蟲（Stethorus loi）、黃角小

黑隱翅蟲（Oligota flavicornis）、基

徵草蛉（Mallada basalis）、六點薊

馬（Scolothrips sexmaculatus）、印

度食蟎薊馬（S. indicus）及小癭蚊

（Feltiella minut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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