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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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