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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世界已記錄之薊馬超過 5000 種，為害之作物亦高達數百種，由於薊
馬之體型細小，喜藏匿於隱密處，如花器、葉摺縐、樹皮縫隙之中，難以
察覺，容易因出口國檢疫人員一時疏忽而隱藏於產品一同輸出，以致進口
農產品屢屢截獲薊馬類害蟲，此應為薊馬成為本省近年檢疫高居檢出次數
最多的害蟲之主因，也因此，世界各國對於輸出入植物與其產品中夾帶薊
馬的檢疫都甚為關注。

薊馬檢疫現況
利用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委託，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保系張念台
建置之植物疫病害蟲偵測鑑定資訊系統（Quarantine Information System）資
料庫中的資料，自民國九十一年起至九十五年六月間在台灣進口植物或其
產品總檢出之疫病害蟲中，檢疫攔截最多之纓翅目薊馬類害蟲共檢出 6986
次（佔總檢出數之 48.0%）（表一）。
表一、台灣2002年1月至2006年6月間進口植物或其產品中薊馬檢出統計
疫病害蟲
西方花薊馬(管制性)
一般薊馬
薊馬類總計
所有疫病害蟲

n
2360
4626
6986
14564

檢出次數
佔薊馬%
佔所有%
33.8
16.2
66.2
31.8
100
48.0
100

在檢出的薊馬中鑑定有 47 種薊馬，其中以蔥薊馬（Thrips tabaci）被
檢出之頻率最高達 3095 次（表二）
，次為列名「中華民國輸入植物或植物
產品檢疫規定」中乙類有條件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條件之檢疫害蟲名
單之西方花薊馬（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檢出達 2360 次。而 47 種薊馬
中，有包括玫瑰花薊馬（Thrips fuscipennis）、褐帶紋薊馬（Aeolothr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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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ciatus）
、澳洲疫薊馬（Thrips imaginis）、澳洲薊馬（Thrips australis）…
等共計有高達 19 種目前在台灣地區尚未有發生記錄，值得防疫檢疫單位及
防檢疫第一線的同仁們特別注意。
表二、2002/1/1 至 2006/6/16 進口植物或其產品檢出薊馬種類統計
檢出
次數

檢出薊馬害蟲

檢出量
(隻)

*台灣
無記錄

Scirtothrips longipennis

1

1

*

Scolothrips latipennis

1

1

*

13

13

*

橫紋薊馬(顯毛紋薊馬) Aeolothrips faurei

6

6

*

黃呆薊馬 Anaphothrips obscurus

1

1

*

栗帶薊馬 Anaphothrips sudanensis

11

11

腹簾無翅薊馬 Apterothrips apteris

2

2

黑角貝薊馬 Bathrips melanicornis

1

1

香蕉銹薊馬 Chaetanaphothrips orchidii

1

1

扁紋薊馬 Chirothrips mexicanus

5

5

微毛角薊馬 Craspedothrips minor

3

3

水臘棍薊馬 Dendrothrips ornatus

3

3

煙草花薊馬 Frankliniella fusca

1

1

91

126

2360

2511

57

57

禾薊馬 Frankliniella tenuicornis

5

5

玉米薊馬 Frankliniella williamsi

2

2

南非均毛薊馬 Glaucothrips glaucus

10

10

中國大陸薊馬 Haplothrips chinensis

1

1

端豆薊馬 Megalurothrips distalis

3

3

豆花薊馬 Megalurothrips usitatus

1

1

菊花薊馬 Microcephalothrips abdominalis

1

1

雙毛薊馬 Mycterothrips araliae

1

1

澳洲齊毛薊馬 Pseudanaphothrips achaetus

3

3

209

210

食蟎薊馬 Scolothrips latipennis

1

1

稻薊馬 Stenchaetothrips biformis

3

3

南非後毛薊馬 Synaptothrips distinctus

7

7

尤加律薊馬 Taeniothrips eucharii

2

2

青蔥薊馬 Thrips alliorum

6

6

褐帶紋薊馬 Aeolothrips fasciatus

台灣花薊馬 Frankliniella intonsa
西方花薊馬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梳缺花薊馬 Frankliniella schutzei

小黃薊馬 Scirtothrips dors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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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乃馨薊馬(黑褐薊馬) Thrips atratus

2

2

*

澳洲薊馬 Thrips australis

10

10

*

花色薊馬 Thrips coloratus

4

4

淡色薊馬 Thrips flavus

6

6

褐花薊馬 Thrips florum

9

9

48

48

2

2

66

66

*

1

1

*

菊褐斑薊馬 Thrips nigropilosus

14

14

紐西蘭花薊馬 Thrips obscuratus

2

2

東方花薊馬 Thrips orientalis

4

4

61

67

5

5

3095

5146

1

1

玫瑰花薊馬 Thrips fuscipennis
花薊馬 Thrips hawaiiensis
澳洲疫薊馬 Thrips imaginis
中刺薊馬 Thrips meridionalis

南黃薊馬 Thrips palmi
唐菖蒲薊馬 Thrips simplex
蔥薊馬 Thrips tabaci
台灣薊馬 Thrips taiwanus

*

*

重要檢疫薊馬
有關薊馬形態特徵、取食行為、發生種類與數目、分類、習性與生態、
經濟重要性及 6 科 60 屬的分類檢索表等均已於「植物重要防疫檢疫害蟲診
斷鑑定研習會專刊（二）」中之「植物防疫檢疫重要薊馬類害蟲簡介」ㄧ文
中述明。
該 文 中 亦 針 對 本 省 尚 未 發 生 或 常 見 之 西 方 花 薊 馬 （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Pergande)）、玫瑰花薊馬（Thrips fuscipennis Haliday）、非洲
豆 薊 馬 （ Megalurothrips sjostedti (Trybom) ）、 梨 帶 薊 馬 （ Taeniothrips
inconsequensi (Uzel)）、禾薊馬（Frankliniella tenuicornis Uzel）、黃呆薊馬
（Anaphothrips obscurusi (
Műl
l
e
r
)
）、非洲柑橘薊馬（Scirtothrips aurantii
Fare）
、網翅薊馬（Parthenothrips dracaenae (Heeger)）
、日本煙草薊馬（Thrips
setosus Moulton）
、褐帶溫室薊馬（Hercinothrips femoralis (Reuter)）
、菊褐斑
薊馬（Thrips nigropilosus Uzel）
、小黃薊馬（Scirtothrips dorsalis Hood）
、蔥
薊馬（Thrips tabaci Lindeman）等 13 種薊馬之鑑定特徵、分布、與為害習
性詳加描述，供第一線工作同仁們參考，以下再增添 6 種檢疫重要薊馬鑑
定特徵及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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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檢疫薊馬
一、褐帶紋薊馬
（纓翅目 Thysanoptera：錐尾亞目 Terebrantia：紋薊馬科 Aeolothripidae）
害蟲名稱
學名：Aeolothrips fasciatus (Linnaeus)
中名：褐帶紋薊馬，帶狀翅薊馬
英名：banded thrips
寄主
本薊馬為捕食性，多棲息於木本或草本植物的花內捕食小型昆蟲，或
其他橡樹、洋蔥、劍蘭、與豆上之薊馬。記錄中本薊馬可捕食之薊馬包括
Anaphothrips sudanensis、Frankliniella moultoni、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Haplothrips aculeatus、Haplothrips tritici、Hapliothrips haemorrboidalis、
Kakothrips robustus、Limothrips denticornis、Sericothrips variabilis、Stenothrips
graminum、Taeniothrips laricivorus、Taeniothrips simplex、Thrips linarius、
Thrips tabaci。
分布地區
本薊馬源自新北區（Nearctic region）
，主要分布西半球歐美溫、寒帶地
區，另外非洲、亞洲日本、韓國、蘇聯、澳洲、紐西蘭、中國北京、河南、
湖北、雲南、內蒙等地亦有發生，台灣尚未有記錄。

▲ 褐帶紋薊馬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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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特徵
1. 成蟲：長翅型雌蟲體尾端與足褐黃色，觸角第 III 節、足跗節與腹中部分
色淡。體長 1.8~2.0 mm，翅寬廣且具可見翅橫脈，並帶有兩條暗色翅斑。
雄成蟲甚少發現。

▲ 褐帶紋薊馬雌成蟲圖。

2. 觸角：觸角 9 節，第 III、VI 節平扁感覺錐約為該節一半長，第 III 節淡
黃色，其長為各節之冠其上具長線狀感覺
器，端部四節均小，第 IX 節細短。
3. 頭部：頭長約等於寬，後頭區（occiput）
明顯。眼後方網紋不明顯，但佈滿短剛
毛，眼略縱向延長。
4. 胸部：前胸寬於頭，前胸背板無任何長剛
毛，此為本屬特徵之一。中胸具 1 對中央
剛毛，中、後胸間有明顯縫線分隔，後胸
背部紋呈網狀，中剛毛近骨片後緣。
▲ 褐帶紋薊馬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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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翅：前翅寬大具 2 暗色斑，前緣無纓毛，縱脈兩根完整明顯，橫脈 3~4
根。
6. 足：前足跗節 2 節端部色暗，具 2 根破繭鉤（cocoon-breaking hooks）。
7. 腹部：腹前五節體色較淡，腹背第 I 節背板具些微橫紋。中央呈丘狀突
起，兩側有裂縫，此與翅為本種薊馬兩大特徵。各節背板具小附毛。腹
板 VI~VII 各節具 4 對後緣剛毛，腹末產卵管內彎（向背方彎曲）。
寄主被害徵狀
本薊馬不為害植物，主要於植物花中捕食小型節肢動物，2003 年八月
於荷蘭進口之龍膽（Gentiana）上發現。
二、腹簾無翅薊馬
（纓翅目 Thysanoptera：錐尾亞目 Terebrantia：薊馬科 Thripidae）
害蟲名稱
學名：Apterothrips apteris (Daniel)
中名：腹簾無翅薊馬
英名：Banded thrips
寄主植物
本薊馬為花棲性，於西澳洲與紐西蘭常棲息於紫花苜蓿（Lucerne）上，
澳洲曾有為害大蒜的記錄。
分布地區
腹簾無翅薊馬主要分布西半球北美、中美與南美地區，另外澳洲、紐
西蘭為主要發生地，此與同屬之 Apterothrips secticornis (Trybom)常混淆，
後者主要發生於東歐與北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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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簾無翅薊馬分布圖。

鑑定特徵
1. 成蟲：成蟲體黑尾無翅，觸角八節，腹背板與腹板後緣均具簾葉狀骨片
（lobed sternal craspeda）。雄蟲構造相似，體較纖瘦。

▲ 腹簾無翅薊馬雌成蟲。

▲ 腹簾無翅薊馬雄成蟲。

2. 觸角：觸角 8 節，第 II 節膨大，第 III，VI 節具簡單感覺錐，第 VI 節具
不完整裂紋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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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頭部：頭略寬於長，無單眼，後頭區（occiput）明顯。眼後有橫紋。
4. 胸部：前胸背板無任何長剛毛，中後
胸背板幾乎被腹部覆蓋，中後胸腹板
骨片完整發達。無翅。
5. 腹部：腹背板與腹板具發達簾葉狀骨
片（lobed sternal craspeda），由腹板
可見簾葉狀骨片 5 瓣，為此種特徵，
可與 7 瓣之 Apterothrips secticornis 區
別。腹板第 VIII 節亦具簾葉狀骨片，
無後緣梳毛，第 X 節縱裂完全。

▲ 腹簾無翅薊馬腹板第 IV~VII 節。

寄主被害徵狀
本薊馬為訪花性薊馬，處女雌蟲可產雌雄兩性後代，可為害豆科作物
與雛菊，造成苜蓿生長端捲曲，澳洲曾有為害大蒜的記錄。
三、澳洲薊馬
（纓翅目 Thysanoptera：錐尾亞目 Terebrantia：薊馬科 Thripidae）
害蟲名稱
學名：Thrips australis (Bagnall)
中名：澳洲薊馬
英名：Eucalyptus thrips
寄主植物
澳洲薊馬為澳洲普遍發生的訪花性薊馬，喜棲桉屬（Eucalyptus）及金
孃科（Myrtaceae）植物之花內，因桉樹的廣植而分散世界各地，甚至散佈
其他作物上。本蟲亦可於落葉中或樹皮下發現。
分布地區
主要分布於澳洲、紐西蘭，並廣布亞熱帶地區。檢疫資料顯示，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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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澳洲、美國、荷蘭、以色列等地進口農產品上發現此薊馬，顯然其分布
已遍及歐、美洲。

▲ 澳洲薊馬分布圖。

鑑定特徵
1. 成蟲：本蟲通常體黃色，背板具褐色橫斑，腹末三節色深。從褐色到淡
黃變化甚大。足黃色。長約 1.5 mm。
2. 觸角：觸角 7 節，第 I、II 節、III 節大部分及第 IV 節基部淡黃色，第 V
節褐色呈子彈型且前緣平整，第 III、IV
節具叉狀感覺錐。
3. 頭部：頭寬於長，具 2 對單眼剛毛，第
III 對單眼剛毛位於前單眼後方兩側並
於單眼連線三角形之上，頭後方有輕微
橫紋及網紋。
4. 胸部：前胸背板具 2 對後緣角剛毛，後
緣中央剛毛 3 對，背板剛毛短。後胸背
板中央具明顯刻狀網紋，具四根剛毛，
中央一對明顯生於後胸前緣下方。前翅
第一脈剛毛完整。
▲ 澳洲薊馬雌成蟲圖。
- 113 -

植物重要防疫檢疫害蟲診斷鑑定研習會（六）（Oct. 2006）

5. 腹部 ： 腹背板 後緣 有輕微齒 突 ， 第
V-VIII 節背方兩側具櫛齒，第 VIII 節
櫛齒位於氣孔之背前方。腹第 VIII 節
後緣中央具齒突，兩側梳毛數根。腹板
具不規則排列之附毛，腹側板除後緣剛
毛外，側板中央亦具附毛。

▲ 澳洲薊馬中後胸背板。

▲ 澳洲薊馬腹部 VIII 節背板。

寄主被害徵狀
本薊馬原產於澳洲，桉屬（Eucalyptus）及金孃科（Myrtaceae）植物之
花內族群密度高，目前以分布世界各地，台灣未曾發現。本蟲雖可為害其
他作物但未有成災記錄。
四、澳洲疫薊馬
（纓翅目 Thysanoptera：錐尾亞目 Terebrantia： 薊馬科 Thripidae）
害蟲名稱
學名：Thrips imaginis Bagnall
中名：澳洲疫薊馬
英名：Apple blossom thrips, plague thr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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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植物
澳洲疫薊馬為澳洲普遍發生的薊馬，喜棲於玫瑰、紫草科 Boraginaceae
的歐藍薊（Echium plantagineum L.）、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 L.）、豆
科金合歡屬（Acacia spp.）、capeweed 雜草以及蘋果、梨等核果（stone fruit）
植物上，尤其開花期群聚花內，族群大發生時曾對蘋果造成甚劇的為害。
分布地區
澳洲、紐西蘭及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

▲ 澳洲疫薊馬分布圖。

鑑定特徵
1. 成蟲：本蟲雌長翅型，體色從褐色到淡黃變
化甚大。足黃色。長約 1.3~1.5 mm。
2. 觸角：觸角 7 節，第 I 至 III 節及第 IV 節基部
黃色，第 IV 與 V 節前端色深，第 VI 節最長
且色深。第 III、IV 節具短叉狀感覺錐。
3. 頭部：頭寬於長，具 2 對單眼剛毛，第 III 對
單眼剛毛短，位於前單眼後方兩側並於單眼
連線三角形之內，頭後方有輕微網狀橫紋。
4. 胸部：前胸背板具 4 或 5 對後緣剛毛，2 對後
▲ 澳洲疫薊馬雌成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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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角剛毛。後胸背板中央具明顯刻狀網紋，後方呈長方形，具四根剛毛，
中央一對生於後胸前緣下方，具鐘狀感覺器（campaniform sensilla）。中
胸腹板叉狀骨具內針。前翅色淡，前翅第一脈剛毛列間隔大，前脈遠端
一半長度具剛毛 3 根，第二脈剛毛 18 根。
5. 腹部：腹側板除後緣剛毛外，側板中央亦具附毛。腹第 II 節背側板具 3
根剛毛。第 V-VIII 節背方兩側具櫛齒，第 VIII 節櫛齒位於氣孔之背前方。
腹板有附毛，第 II 節後緣剛毛 2 對，第 III~V 及 VII 節後緣剛毛通常 3
對，第 VI 節通常 4~5 對。腹方除後緣毛外，第 II 節附毛 1~4 根，III~VII
節附毛 12~24 根不等，不規則排成數行。
雌腹部第 VIII 節背板後緣缺梳毛，或至少中央無梳毛，兩邊少數不規則
梳毛。

▲ 澳洲疫薊馬腹 II~IV 節背側板。

▲ 澳洲疫薊馬腹板。

6. 雄蟲：體較雌小，腹背板第 VIII 節無後緣梳，第 IX 節具 4 根剛毛，腹
板 III~VII 節附毛前方具長橢圓形透明腺區。
寄主被害徵狀
本薊馬遍佈澳洲，幼蟲與成蟲均喜吸食花蜜與花器，造成柱頭與雄蕊
枯萎，並挫傷花朵，可為害如玫瑰之觀賞花卉，亦有使如蘋果等之核果作
物果實變形，造成嚴重損失之記錄，尤其高溫低濕時為害更烈。近年更發
現其與受感染的花粉共存時可傳播 Prunus necrotic ringspot virus (PNR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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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而此薊馬數量多時甚至騷擾人類，造成蜜蜂產蜜減少。
五、美東花薊馬
（纓翅目 Thysanoptera：錐尾亞目 Terebrantia：薊馬科 Thripidae）
害蟲名稱
學名：Frankliniella tritici (Fitch)
中名：美東花薊馬
英名：Flower Thrips, Eastern Flower Thrips
寄主植物
美東花薊馬主要於雙子葉植物（包括雜草）花器上為害，受害作物有：
蘆筍、棉花、豌豆、花生、油菜、大豆、草莓、菸草、玫瑰及其他觀賞花
卉之花器，李、桃、蘋果等之幼果，及高麗菜。
分布地區
美東花薊馬主要分布於北美落磯山脈以東的溫帶地區，近年來有些地
區已被入侵的西方花薊馬（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所取代。

▲ 美東花薊馬分布圖。

鑑定特徵
1. 成蟲：雌蟲體長近 1.5 mm，體色黃至深褐，觸角 8 節，前翅二排剛毛完
整連續。雄蟲體淡黃，約僅 1.2 mm 長，腹部 III~VII 節腹方具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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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東花薊馬雌成蟲圖。

2. 觸角：觸角 8 節，第 I 節淡色，第 II 褐色，III~V 節基部色淡而前端褐色，
VI~VIII 節褐色。第 III 節觸角基梗部環狀膨起（圖一右）為本種特徵。

▲美東花薊馬觸角（左）及第 III 節基部環狀膨起（右）。

3. 頭部：頭略呈方形，橫寬略大於縱長，頰平行。具三單眼，第 1，2 對單
眼前剛毛較短，第 III 對單眼間剛毛甚長，位於三角區的連線上。複眼後
方有橫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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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胸部：前胸具一對長前緣剛毛，中央一對短剛毛，前緣角左右具一長剛
毛。後緣角剛毛左右各一對，前胸後緣具 5 對剛毛，中央起第 2 對剛毛
最長。後胸背板中央網紋簡單，前緣 2 對剛毛著生位置幾乎平行等高。
中央 1 對剛毛較長，其下方的後緣處具一對感覺孔。後足脛節內側具一
排 5~7 支刺突。前翅上下脈具兩列連續完整剛毛、後緣纓波狀。
5. 腹部：腹部第 VIII 腹節背板二側微毛梳在氣孔外方，後緣梳狀毛稀疏 4~6
支位於兩側，中央無梳毛。第 IX 節背板極孔二對。腹腹方 III~VII 節僅
具 3 對後緣剛毛，無附毛。

▲ 美東花薊馬第 VIII、IX 節腹背板。

6. 雄蟲：美東花薊馬雄蟲體型較小（約 1.2 mm），色亦較淡，腹部 3~7 各
節腹板具淡褐色橢圓形的腺室。
寄主被害徵狀
本蟲主要為害寄主植物花器，亦可對植株其他部位吸食為害，成蟲與
幼蟲直接以口器吸食葉、芽、花或幼果，嚴重時會抑制植株生長、延遲開
花或結果。葉片受害常有褐色鏽斑，嚴重時呈皺縮捲曲，甚至黃化、乾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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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萎凋。
花器受害則呈白斑點或變褐色，果實受害多會留下疤痕。
附註
美東花薊馬與西方花薊馬為美國東部草莓生產的兩大害蟲，二者寄主
與食性同樣複雜，且常同時出現。前者主要由其觸角第 III 節基部的明顯環
狀突起來與後者區別。由美東進口農產品應注意此蟲之入侵。

檢疫檢出台灣常見薊馬
一、南黃薊馬
（纓翅目 Thysanoptera：錐尾亞目 Terebrantia：薊馬科 Thripidae）
害蟲名稱
學名：Thrips palmi Karny
中名：南黃薊馬
英名：Melon thrips, Palm thrips
寄主植物
南黃薊馬為多食性害蟲，主要為害葫蘆科（Cucurbitaceae）與茄科
（Solanaceae）作物。田間為害茄子、菜豆、豌豆、胡瓜、香瓜、冬瓜、西
瓜、辣椒、棉花、番茄、芝麻、大豆、向日葵、菸草、柑橘、芒果等。溫
室中其可為害豆苗、薺菜、菊花、仙客來、榕樹芸香科及其他觀賞植物。
分布地區
南黃薊馬早先分布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近年亦侵入歐洲與美洲，目前
分布地區包括歐洲的荷蘭、英國，非洲的摩里西斯、奈及利亞、蘇丹，亞
洲的孟加拉、中國南方、香港、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卡、緬甸、泰國、
日本、台灣、汶萊、菲律賓、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美國的夏威夷、
佛羅里達，南美的巴西，中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安地卡及巴布達、多米尼克、
多明尼加、格瑞那達、海地、波多黎各等，以及澳洲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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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黃薊馬分布圖。

鑑定特徵
1. 成蟲：體小淡黃色，長約 1.2 mm，觸角 7 節，腹無褐斑。雄蟲色淡，腹
第 III~VII 節具窄橫腺體區，腹 VIII 節背板後緣梳中央長而完整。

▲ 南黃薊馬雌成蟲。

2. 觸角：觸角褐色 7 節，第 IV~V 節雙色或褐色，第 VI 與 VII 節褐色。
3. 頭部：頭寬於長，複眼紫紅色，後具橫紋，眼後毛 6 對。單眼明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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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剛毛 III 位於單眼三角區外。
4. 胸部：前胸具細小橫紋，後緣角左右各 1 對剛毛，前胸後緣毛 3 對，最
內一對較長。後胸背板前緣中央具橫紋，侧緣與後緣為縱紋。前緣 2 對
剛毛不平行，中對毛著生於前緣後方，具一對極孔。
雌蟲前翅色淡，前緣毛 18~24 支，端部剛毛 3 支。下脈毛 12 支。
5. 腹部：腹部第 II 節侧板具 4 根剛毛，此為與形態上極為相似的淡色薊馬
（T. flavus Schrank）區別之重要特徵。第 VIII 節背方後端毛梳細長完整，
氣孔位於微毛梳前侧方，第 IX 節左右各具一對極孔。

▲ 南黃薊馬雌腹部第 II 節侧板剛毛。

寄主被害徵狀
南黃薊馬多吸食葉片，有時為害花器、莖頂芽、甚至果實。致使葉片
產生白斑、皺縮變形，黃化萎凋，在佛羅里達可為害柑橘花器、印度則有
為害芒果花之紀錄，2000 年四月英國南方的溫室菊花上亦偵測到南黃薊馬
之發生。對於茄子、青椒本蟲亦為害幼果，造成果皮褐疤、變硬或畸形。
本省南黃薊馬除了為害茄子與瓜類，亦可於花卉上發現為害葉片與花瓣影
響品質至鉅。本薊馬更是傳播瓜類、豆科與茄科植物 Tospovirus 的主要媒
介昆蟲。
附註
目前歐洲及地中海植物保護組織（European and Mediterranean Plant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EPPO）所列檢疫的四種薊馬中，就包括南黃薊馬，
其 他 三 種 則 是 為 害 柑 橘 的 加 州 柑 橘 薊 馬 Scirtothrips citri, 、 小 黃 薊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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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rtothrips dorsalis，和非洲柑橘薊馬 Scirtothrips aurant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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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薊馬重要各屬分類檢索表
1. a. 體多淡黃或褐色，體長約 1~1.5mm 間，下顎鬚 2、3 或多節，前翅具
翅脈與剛毛，前翅表面有微毛，腹末節不呈管狀。………………………
…………………………………………（2 錐尾亞目 TEREBRANTIA）
b. 體多褐或深褐色，體較長，下顎鬚僅 2 節，前翅無翅脈與剛毛，前翅
表面平滑，腹末節呈管狀。………………（49 管尾亞目 TUBULIFERA）
2. a. 體細長，頭長大於寬，雌產卵管不發達，腹第 VIII 節腹板呈裂片狀，
第 X 節背板具一對發達毛斑。………（食孢薊馬科 MEROTHRIPIDAE）
b. 雌具發達鋸狀產卵管，腹第 VIII 節腹板正常，腹第 X 節背板通常無
（或具極小之）毛斑。…….……………………………………………（3）
3. a. 雌產卵管向上彎曲，觸角 9 節，第 III 節常具線形感覺器，前翅寬具數
橫脈。……………………（4.繼續檢索，紋薊馬科 AEOLOTHRIPIDAE）
b. 雌產卵管向下彎曲，觸角 7 或 8 節（甚少為 6 或 9 節），觸角 III+IV
節具各式（但非線形）感覺器，前翅窄具脈。………………………（7）
4. a. 下顎鬚 3 節，觸角細長，第 III、IV 節甚長，第 III 節長約為寬的 10~15
倍，且具明顯的感覺區，頭與前胸網紋不明顯，腹部 1 至 4 節明顯縮
縊。………………………………………...…（Franklinothrips 兇薊馬屬）
b. 觸角第 3、4 節之長度約為寬度的 3~4 倍，腹部 1 至 4 節無明顯縮縊
現象。…………………………………………………………………（5）
5. a. 頭、前胸背板與翅上無長剛毛，觸角第 3、4 節之感覺區呈線形，翅發
達或退化。………………………………………（Aeolothrips 紋薊馬屬）
b. 前胸背板至少具一對長剛毛，觸角第 3、4 節之感覺區呈橫斷狀。..（6）
6. a. 頭部眼後無長剛毛，觸角第 2 節較第 3 節色深，VII 至 IX 節緊密相合。
下唇鬚 4 節。前胸背後緣具 1 對後緣角剛毛。足跗節 II 具爪狀齒。………
…………………………………………………………（Rhipidothrips 屬）
b. 頭部眼後至少 2 對長剛毛，觸角各節（尤其是 VII~IX 節）明顯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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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觸角第 III、IV 節之感覺區呈平面狀。下唇鬚 2 節。足跗節 II
不具爪狀齒。…………………………………（Melanthrips 黑薊馬屬）
7. a. 觸角 9 節，觸角第 3 與 4 節感覺區圍繞端部呈連續點狀帶。….
……..……
……….……（HETEROTHRIPIDAE 異薊馬科：Heterothrips 異薊馬屬）
b. 觸角第 3 與 4 節感覺區呈錐狀，叉狀或簡單單根狀。……….………（8）
8. a. 觸角第 3 與 4 節感覺區具錐狀之感覺錐。…………………………………
………………………………（ADIHETEROTHRIPIDAE 寬錐薊馬科）
b. 觸角第 3 與 4 節感覺錐呈細條，簡單或叉狀。
（9 THRIPIDAE 薊馬科）
9. a. 體表常具刻紋，觸角總為 7 節，末節甚長呈針狀，頭、背與足具明顯
網紋，腹第 X 節為管狀，有明顯肛環。……………………………..………
…………（10 Sub-Family：PANCHAETOTHRIPINAE 網紋薊馬亞科）
b. 體表刻紋簡單，觸角通常為 6 節，觸角末節很少甚長，頭與足網紋不
明顯（但腹背側方有時具網紋）
，腹第 X 節呈鈍圓錐形，無肛環………
…………………（19. 繼續檢索 Sub-Family：THRIPINAE 薊馬亞科）
10. a. 前翅寬，具疣狀膨起，觸角角 III、IV 節具叉狀感覺錐，足跗節一節。
…………………………………………………（Retithrips 網紋薊馬屬）
b. 前翅不具疣狀膨起，觸角具叉狀或單一感覺錐 ，足跗節一或二
節。……………………………………………………………………（11）
11. a. 前翅具多角形網紋，有暗斑，翅基與翅尖端色淡。………………………
……………………………………………（Parthenothrips 棕櫚薊馬屬）
b. 前翅不具多角形網紋，色多變。……………………………………（12）
12. a. 前翅後緣具直緣毛，翅脈上剛毛少，觸角第 3 與第 4 節具簡單感覺錐。..
……………………………………………………………………… （13）
b. 前翅後緣具波狀緣毛，翅脈上有長剛毛，觸角第 3 與第 4 節通常具叉
狀感覺錐。……………………………………………………………（14）
13. a. 前翅前緣通常具纓毛。頭部無明顯背橫脊，具規則多角網紋。中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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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有不完整之中分線。………………………（Heliothrips 微毛薊馬屬）
b. 前翅前緣通常不具纓毛。頭部具不規則多角網紋，末端具明顯背橫
脊。中胸背板有完整之縱走中分線。...（Rhipiphorothrips 皺紋薊馬屬）
14. a. 足跗節節。……………………………………………………………（15）
b. 足跗節 1 節。……….…………………………………………………（16）
15. a. 頭具明顯後頭橫脊，腹第 X 節長且呈管狀，腹剛毛長，尤其第 IX 與
X 節具甚長暗色剛毛。前翅前緣脈剛毛長黑，小剛毛列缺。………….…
…………………………………………..…（Panchaetothrips 針薊馬屬）
b. 頭無後頭橫脊，腹第 X 節不長且非管狀，腹剛毛不特別長。前翅前
緣脈剛毛不特別長黑，具小剛毛列。……（Hercinothrips 褐帶薊馬屬）
16. a. 觸角 5~7 節，腹背板第 II 節具側向特化表皮（左圖 1），頭背後部有
一列大網紋，頭與前胸具完整顯著刻狀網粒。…………………………
………………………………………………...（Astrothrips 額突薊馬屬）
b. 腹背板第 II 節無側向特化表皮，頭與前胸不具刻狀網粒。……..…（17）
17. a. 頭具明顯後緣橫脊，隔出明顯頸片，前胸具多角形網紋，腹背板各節
前方有顯著扇形脊突。……………………（Helionothrips 網紋薊馬屬）
b. 頭不具明顯後緣橫脊，腹背板各節前方無扇形脊突。………..……（18）
18. a. 頭後方縮縊，前胸背板網紋橫向線狀。腹背第 X 節無分割。….
.
…..……
………………………………………………（Selenothrips 赤帶薊馬屬）
b. 頭後方不縮縊，前胸背板網紋十字狀，網格明顯。腹背第 X 節部分
呈分割。…………………………………………（Caliothrips 巢薊馬屬）
19. a. 後胸叉狀骨呈豎琴狀，腹 V~VII 節背中剛毛相靠近。…...…………（20）
b. 後胸叉狀骨不呈豎琴狀，腹 V~VII 節背中剛毛分開距離寬於毛之長
度。……………………………………………………………………（21）
20. a. 前翅前緣尖端呈弧形與翅後緣相接，端部毛甚小，前緣纓毛列自翅緣
下方伸出。頭部具 2 對眼間剛毛。…………（Dendrothrips 棍薊馬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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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前翅前緣尖端不呈弧形與翅後緣相接，端部毛長硬，前緣纓毛列伸自
近翅緣處。頭部具 3 對眼間剛毛。...（Pseudodendrothrips 偽棍薊馬屬）
21. a. 腹背板，有時腹板，著生許多微毛。中、後胸叉狀骨具有刺突。…（22）
b. 腹背板表面未著生微毛。後胸叉狀骨很少具有刺突。……..………（25）
22. a. 觸角 6 節，腹背板中剛毛小，二剛毛相距大於毛長。前胸背網紋呈不
緊密線形。……………………………………（Drepanothrips 蔓薊馬屬）
b. 觸角 7 或 8 節，腹背中剛毛相近，距離短於毛長。前胸背網紋呈緊密
線形或網狀。…………………………………………………………（23）
23. a. 小型，通常體色淡。頭與前胸佈滿線形橫紋。前翅第 1 脈剛毛列斷續
不規則。…………………………………………（Scirtothrips 跳薊馬屬）
b. 通長褐色或雙色。頭與前胸佈滿網狀或密線形網紋。前胸具暗色骨
突，其點刻常不同於四周網紋。前翅第 1 脈剛毛列完整。…………（24）
24. a. 觸角八節，口錐甚長。前胸中後部有發達硬化板，後胸腹板具一深"V"
形內突。……………………………….……（Hydatothrips 背板薊馬屬）
b. 體以黃色為主，複眼突出，觸角 IV 端部及 V~VIII 黃棕色，後胸腹板
中央相結合，前緣幾乎平行。…………（Neohydatothrips 新板薊馬屬）
25. a. 前胸背暗色，具明顯深網紋。背部一對中剛毛長且相靠近。前翅剛毛
長且尖端黑球形。…….………………………（Echinothrips 棘薊馬屬）
b. 前胸背不具明顯深網紋。背部一對中剛毛不長且不相靠近。前翅剛毛
不長尖端亦不呈球形。………………………………………………（26）
26. a. 前胸背板寬方形，上具 0、1 或 2 對後緣角剛毛。…………………（27）
b. 前胸背板梯形，上具 2 對長後緣角剛毛。…………………………（28）
27. a. 雌蟲腹第 X 節背板具強刺突，前胸背板具 1 對長後緣角剛毛。……...…
…………………………………………………（Limothrips 泥薊馬屬）
b. 雌蟲腹末節背板不具刺狀剛毛。前胸背板具 0、1 或 2 對長後緣角剛
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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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a. 前足脛節延伸包圍跗節，中胸叉狀骨極不發達。……（Arorathrips 屬）
b. 頭小，複眼甚大，觸角八節，通常第 I、II 節增大，第 II 節外端呈指
狀延伸，前足脛節不延伸包圍跗節。………（Chirothrips 梯胸薊馬屬）
29. a. 前胸背板具 0~5 對長剛毛。…………………………………………（30）
b. 頭寬於長，觸角八節，前胸背板具 6 對長剛毛，分別為前胸前緣 2
對，側緣 1 對，後緣 3 對。前胸背板後緣有 1 或 2 對小剛毛。…..…………
………………………………………...………（Scolothrips 食璊薊馬屬）
30. a. 無單眼，前胸背板無任何長剛毛，觸角 6 或 8 節，第 III 或第 IV 節具
簡單感覺錐，無翅。……………………………………..……………（31）
b. 具單眼，前胸背板常具一或多對長剛毛，觸角具簡單或叉狀感覺錐，
多具有翅，有時翅甚小。……………………………………………（32）
31. a. 體暗褐色，腹背板與腹板後緣區具片狀膨脹突起，觸角八節，第 VI
節具裂紋。……………………………………………（Apterothrips 屬）
b. 體小細長，黃、褐色。體表有細線紋與網紋。缺單眼，觸角 6 或 8
節，III 與 IV 節具簡單感覺錐。腹背板與腹板後緣區無膨脹突
起。…………………………………………（Aptinothrips 缺翅薊馬屬）
32. a. 腹第 VIII 節背板具一對完整櫛齒縫，相同的櫛齒常於第 4 或第 5-7
節。……………………………………………………………………（33）
b. 腹第 VIII 節背板無櫛齒縫，但有時側方具不規則之微毛。……..…（38）
33. a. 腹背板第 VIII 節之櫛齒灣向氣孔前側方，眼間剛毛 I 存在，觸角八節，
前翅通常具完整二行剛毛。………….………（Frankliniella 花薊馬屬）
b. 腹背板第 VIII 節之櫛齒灣向氣孔後中方，眼間剛毛 I 不存在，觸角 7
節，前翅第一排剛毛列有中斷。……………..………………………（34）
34. a. 觸角 7 節，第 III、IV 節具簡單感覺錐，腹部 II~VII 節腹板具中域剛
毛。…………………………………….………（Bolacothrips 包薊馬屬）
b. 觸角 7 或 8 節，第 III、IV 節具叉狀感覺錐，腹部腹板有或無中域剛
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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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a. 單眼剛毛 II 遠短於剛毛 III，腹部腹板具或缺中端剛毛。……..……（36）
b. 單眼剛毛 II 長於剛毛 III，腹部腹板無中端剛毛。….
.
………………（37）
36. a. 至少腹 IV~VI 節後緣有波狀突起，觸角 7 節，腹部腹板具中端剛毛，
前胸背板具 5~6 對後緣剛毛。…..…（Microcephalothrips 小頭薊馬屬）
b. 腹背板後緣無波狀突起，觸角 7 或 8 節，腹部腹板具或無中端剛毛，
前胸背板具 3~4 對後緣剛毛。………………………（Thrips 薊馬屬）
37. a. 腹背板與腹板各節後緣具大型、規則之突起或齒。第 VIII 節背板亦
具梳狀突起。…………………………………（Fulmekiola 腹齒薊馬屬）
b. 腹背板與腹板各節無大型、規則之後緣梳狀突起或齒。少有短而不規
則之齒。第 VIII 節背板具長而規則之微毛梳。……………..……………
………………………………...………（Stenchaetothrips 直毛薊馬屬）
38. a. 腹側第 VIII 節氣孔四周具大型網紋區。…………………………………
…………………………………….…（Chaetanaphothrips 圍孔薊馬屬）
b. 腹側第 VIII 節氣孔四周不具特化網紋區。…………………………（39）
39. a. 前胸背板無任何長剛毛，僅少數具 1 對較長之後緣角剛毛。……（40）
b. 前胸背板具 2 對較長之後緣角剛毛。….……………………………（41）
40. a. 後胸腹板叉狀骨常具發達之內針（唯 D. corbetti 此針不發達）。前胸
背板常具 1 對長後緣角剛毛。觸角 8 節，無單眼剛毛 I。…………………
……………………………...……………（Dichromothrips 蘭花薊馬屬）
b. 後胸腹板叉狀骨不具發達之內針，前胸背板不具長後緣角剛毛。觸角
8 或 9 節，單眼剛毛 I 常存在。……………（Anaphothrips 呆薊馬屬）
41. a. 後胸腹板叉狀骨具發達中針。………………………………………（42）
b. 後胸腹板叉狀骨不具中針。…………………………………………（43）
42. a. 頭與前胸主要剛毛前端呈方形，缺單眼剛毛 I。觸角 9 節。腹背板第
VIII 節無後緣梳。……………………………（Corynothrips 棒薊馬屬）
b. 頭與前胸主要剛毛前端呈針形，具單眼剛毛 I。觸角 8 節。腹背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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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節無後緣梳。背板側方沿網紋生有微毛。………………………...…
………………………………..……………（Mycterothrips 雙毛薊馬屬）
43. a. 頭具 2 或 3 對單眼間剛毛。…………………………..………………（44）
b. 頭具 4 或多對單眼間剛毛。………………….…………（Florithrips 屬）
44. a. 頭具 2 對單眼間剛毛，第一對缺。…………………………………（45）
b. 頭具 3 對單眼間剛毛。……………….………………………………（46）
45. a. 觸角 7（少有 8）節，第 IV 節顯著大於第 III 節，第 VI 節相當明顯。
腹背板 VIII 節缺微毛，腹背板 VI、VII 節通常具些許側微毛梳。腹
板上有或無中剛毛。………………………（Plesiothrips 額伸薊馬屬）
b. 觸角 8 節，第 IV 節不顯著大於第 III 節，第 VI 節不特別明顯。腹背
板 VIII 節側方微毛形成不規則群，腹背板 VI、VII 節無側微毛梳。
腹板上無中剛毛。………………………..……（Taeniothrips 帶薊馬屬）
46. a. 腹背板與腹板具後緣脊片。……...………（Sorghothrips 毛角薊馬屬）
b. 腹背板無後緣脊片。…………………………………………………（47）
47. a. 腹第 VIII 節背板後緣梳完整，雄腹方具許多小圓腺體區。……..………
………………………….………………（Ceratothripoides 尖角薊馬屬）
b. 腹第 VIII 節背板後緣中央梳狀突不完整，雄腹方不具圓腺體區。..（48）
48. a. 觸角第 VI 節感覺錐基部膨大，前足脛節端具 1 或 2 個爪狀突起，前
足跗節常具 1 或 2 小瘤突…………….………（Odontothrips 齒薊馬屬）
b. 觸角 8 節，觸角第 VI 節感覺錐基部無膨大，前足脛節端無爪狀突起
或小瘤突。…………………………….……（Megalurothrips 豆薊馬屬）
49. a. 體色多為暗褐，尾不管狀，頭長大於寬，小顎針較粗，呈帶狀，約有
5 µm 寬。……………..…………………（50 寬薊馬亞科 Idolothripinae）
b. 尾管狀，小顎針窄，僅 2-3 μm寬，細於下唇鬚。………….………………
……………………………...…………（54 管薊馬亞科 Phlaeothripinae）
50. a. 後胸常具腹板縫，管尾無毛，腹背板僅一對置翅剛毛，經常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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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othrips 島管薊馬屬）
b. 後胸不具腹板縫，管尾有或無毛，腹背板常具 2 或多對的置翅剛毛。….
…………………..……………………………………………………（51）
51. a. 管尾有側生毛，雌蟲常具側腹瘤突，前胸翅基片小。………………（52）
b. 管尾無側生毛，雌蟲不具側腹瘤突，前胸翅基片發達。……………（53）
52. a. 後胸背板剛毛短，其長度約為左右二剛毛距離的 0.3 倍。………………
…………………………………..………………（Idolothrips 寬薊馬屬）
b. 後胸背板剛毛較長，其長度約為左右二剛毛距離的 0.36~1.6 倍。…...…
………………………………………………（Bactrothrips 棒管薊馬屬）
53. a. 第一單眼突出於單眼剛毛前方，頭突於眼前方，雄蟲通常具膨大前足
腿節，端部有鐮刀形剛毛。………………（Elaphrothrips 輕管薊馬屬）
b. 第一單眼位於單眼剛毛之間，頭不突於眼前方，雄蟲通常具膨大中胸
氣孔突起，前足腿節膨大發達。……….……（Dinothrips 碩管薊馬屬）
54. a. 頭前緣具 1~3 對突起長鬃（後足基節間距大於前、中足間距，腹第 IX
節長於第 VIII 節二倍，尾管甚長且具長終端剛毛，通常無翅。…………
……………………………………………（Stephanothrips 冠管薊馬屬）
b. 後足基節間距短於前，中足間距，腹第 9 節與尾管較短，通常具翅。…...
………………………………………………………………………（55）
55. a. 前翅有橫斑，腹背板各節具置翅剛毛一對，雄前足腿節內緣有距狀突
刺。…………………………..………（Aleurodothrips 褐帶翅管薊馬屬）
b. 若具前翅無橫斑，腹背板各節具置翅剛毛兩對，雄前足腿節內緣有或
無距狀突刺。…………………………………………………………（56）
56. a. 頭側頰部至少具一對堅硬負毛突起，雄蟲前足腿節內端部具硬突。..…
…………………………….…………（Hoplandrothrips 跗雄管薊馬屬）
b. 頭側頰部無疣狀突起，但有時具細刺毛，雄前足腿節內端部無硬突。…
………………………………………………………..………………（57）
57. a. 前翅中間縮縊。小顎針通常縮於頭內，小顎針間多具小顎橋，前胸具
前骨片。………………………………………………………………（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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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前翅兩邊平行，無小顎針間之小顎橋。………………..……………（61）
58. a. 前單眼突出於覆蓋觸角基部的頭頂，口針長而尖，超過前胸腹板一半
以上，後胸背板具縱走直紋。具紫色表皮色素。…………………………
……………………………..…………………（Leptothrips 細管薊馬屬）
b. 前單眼不突出於頭頂，口針長圓鈍，後胸背板僅具輕微縱走直紋。不
具紫色表皮色素………………………………………………..……（59）
59. a. 前胸基板塊長大於寬，前足脛節內緣常具尖端齒突或負毛突起。…..…
…………………………………………..……（Podothrips 足管薊馬屬）
b. 前胸基板塊寬大於長，有時長寬相等。前足脛節內緣具或缺尖端齒突。
…………………………..……………………………………………（60）
60. a. 觸角 8 節，第 IV 節具 2 或 3 個感覺錐，偶具額外小感覺錐。前足跗
節尖端具前伸曲狀齒突，有時此突甚小或難見。背板塊寬與長相同。
前翅具複緣毛。………………………………….……（Karnyothrips 屬）
b. 觸角第四節具 4 個感覺錐，前足跗節不具齒突，或具側方齒突。背板
塊寬度大於長度。前翅具或缺複緣毛。……...（Haplothrips 皮薊馬屬）
61. a. 小顎針縮於頭內，幾達眼後緣，兩針相當靠近。口針長而尖。前胸背
板具 5 對發達剛毛，網紋或多或少呈線形或不明顯。雌雄無前足跗節
齒。……………………………………………（Liothrips 滑管薊馬屬）
b. 小顎針通常不縮於頭內，口針圓鈍。前胸背板少於 5 對發達剛毛，網
紋明顯不規則，雌雄具前足跗節齒。…………………………..……（62）
62. a. 大型種，腹背多具 3 對握翅毛，及刺狀後緣剛毛。前胸背板常具發達
後側板剛毛，而前胸前緣具有許多小剛毛。觸角各節常有長伸之勢，
尾管通常甚長且多微毛。…………………（Gigantothrips 瘦管薊馬屬）
b. 小型種，腹背板僅具 2 對握翅毛。前胸背板常具短的前緣角剛毛，中
側與後緣角剛毛與後側板剛毛等長，無前胸前緣剛毛。觸角各節一般
無長伸之勢，尾管短且無微毛。………（Gynaikothrips 榕樹薊馬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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