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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病蟲害發生及管理

葉士財、郭建志、廖君達、柯文華、白桂芳

壹、前言

荔枝(學名：Litchi chinensis  Sonn., 1782)(英名：Lychee、Litchi、Laichi、
Lichu)為無患子科(Sapindaceae)屬多年生亞熱帶果樹，原產中國華南，別名大

荔、丹荔、荔支、勒荔、離枝、麗支，是熱帶五大名果之一，世界分布臺灣、

中國、越南、印尼、菲律賓及澳洲等地。栽培品種，依果實成熟期早晚分成極

早熟的三月紅；早熟的玉荷苞、高雄早生；中熟的黑葉、沙坑小核；晚熟的糯

米糍、港尾、桂味、淮荔等，產期集中在4月下旬至8月上旬。根據文獻推斷，

荔枝人工栽培時代開始於秦漢、盛於唐宋，臺灣荔枝自中國引進，已有200餘年

的栽培歷史，依據100年農業統計年報記載，全國種植面積達11,733公頃，產量

90,471公噸，每公頃產量7,784公斤，目前以高雄市栽培面積最廣，其次為臺中

市、南投縣、臺南市及彰化縣等，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良場轄區(臺
中市、彰化縣、南投縣)栽培面積為4,668公頃，約佔全國栽培面積五分之二，為

臺中場轄內重

要經濟果樹。

其荔枝的功效

有益肝補脾、

生津止咳、消

炎腫痛、鎮咳

養心等功效，

除了鮮食，亦

可將荔枝果肉

製 成 荔 枝 罐

頭、釀酒、荔

枝乾等。荔枝

外殼曬乾後經

煮食用，可清

心降火，治產

圖1.荔枝成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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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感冒、頭疼、口渴等，葉片搗爛後，可外敷治腳部潰爛疾病，其根部可治喉嚨

腫痛、胃部疾病及疝氣等。

荔枝在春夏生育期間，高溫多濕有利植體生育及果實生長，更有利於翌年結

果枝的培育。至秋冬季，在低溫及土壤乾燥環境下，可抑制新梢萌發誘導花芽分

化。因此在3月氣候溫暖則開花，至4月小果發育期間，需有充足的水分，過於乾

燥則易造成落果。惟因農村勞力短缺，管理費用高，加上露疫病、酸腐病及荔枝

細蛾發生嚴重，以致於果園廢耕。文獻記載荔枝於生育期間病蟲約30餘種，包

括露疫病、酸腐病、炭疽病、赤衣病、白紋羽病、褐根病、煤煙病、藻斑病、苔

蘚等；蟲害有荔枝細蛾、東方果實蠅、荔枝癭蚋、咖啡木蠹蛾、大避債蛾、柑毒

蛾、小白紋毒蛾、臺灣黃毒蛾、金龜子類、星天牛等。每逢病蟲害發生，農民捉

襟見肘，往往造成損失，必須配合相關資訊佐證，提早預防及時施藥防治，可減

少病蟲害之蔓延。

中部地區荔枝生育期及主要病蟲害發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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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害各論

一、露疫病(Peronophythora downy blight)
（一）病徵：本病可感染新葉、花穗、幼果及成熟果，以果實轉色期至成熟期

發病最為嚴重，荔枝栽培品種(黑葉、玉荷苞、糯米糍、翠玉、桂味、淮

荔、三月紅、港尾及沙坑小核)均會被感染。開花期遇連續性降雨，罹病

之花穗枯萎或脫落，花穗上亦可見到白色黴狀物。未結果枝條及主幹所萌

發的新梢，亦會被感染，在葉緣及葉脈罹處產生不規則褐色病斑，致使新

葉畸形，嚴重時導致落葉。幼果(豆粒大)受害時，果皮出現淺綠色至暗褐

色病斑，伴隨荔枝細蛾為害及生理落果，隨即蔓延至整穗果實，引起大量

落果。果實轉色期或成熟果被感染時，受害部初期呈現水浸狀褐色病斑，

後期逐漸擴至整個果實，終至落果。濕度高時，受害部位亦產生白色黴狀

物，天氣轉晴後，果實之向陽面上病勢進展停止，黴狀物消失，留下褐色

病斑。颱風過後連續降雨數天後，罹病果實表皮病斑迅速蔓延，嚴重時從

果實蔓延至嫩葉，形成全園落果，病原菌隨著落果潛藏於土中，造成二次

感染源，至翌年後加劇蔓延。果實發育期間未施藥預防或田間管理不當，

經包裝運輸時，箱內濕度過高，至拍賣市場開箱後可見整箱果實褐化及長

滿白色黴狀物。 
（二）病原菌：

1.學名：Peronophythora litchii  Chen ex Ko et al 
2.別名：荔枝霜疫黴。

3.分類地位： 
　　Kingdom Chromista  原藻界

　　　Phylum Oomycota  卵菌門

　　　　Class Oomycetes  卵菌綱

　　　　　Order Pythiales  腐霉目

　　　　　　Family Pythiaceae  腐霉科

　　　　　　　Genus Peronophythora  霜疫黴屬

4.分布：中國、臺灣。

5.為害範圍：番木瓜、荔枝。

6.生活史：以菌絲或卵孢子形態殘存於根系或土壤中，或於罹病果實上存

活約2個月，至翌年春季溫度在22~25℃，相對濕度(RH)85~95%環境條

件下，卵孢子萌芽後產生孢囊及形成大量游走子，為初次感染源。若

臺中區農業技術專刊181期臺中區農業技術專刊181期　5



荔枝病蟲害發生及管理

遇多雨季節，果園排水不良地區，會加重病勢之蔓延。本病菌無厚膜

孢子，為同絲型，藏卵器表面平滑，藏卵器直徑大小分別平均為27.8 ~ 
33.3 × 24.1~29.6 μm、卵孢子為22.2~25.9 μm、藏精器為9.2~12.9 μm
等。孢囊梗為不對稱樹枝狀，無色、多隔。小梗末端著生1個孢子囊，

孢子囊檸檬型，末端乳突狀，無色或淺黃色，檸檬形。有性階段產生卵

孢子，卵孢子球形，無色至淡黃色，光滑。

（三）發生生態：連續性降雨5~7天，近地面之果實最先罹病，出現病斑。梅雨

期過長或持續豪雨，病勢進展引發大量落果，在罹病組織上之病原菌產

生大量孢囊，藉風雨吹彈至高處或山下，感染其他健康果實或做遠距離

之傳播，造成本病害短期之流行。本病菌孢囊為主要感染源，於高濕環

境下從罹病組織上產生，孢囊可直接形成發芽管貫穿寄主細胞，並釋放

游走子，一般位於田土內之菌絲、孢囊或游走子僅可存活15~30天。

（四）管理方法： 
1.果園應注意田間衛生管理，採收後進行整枝及修剪，並清除罹病枝葉或

果實，保持良好通風及日照，降低果園內濕度。

2.近地面之枝條剪除或將果實撐高，以降低罹病率。

3.雨季來臨前，噴灑保護性藥劑，果園低窪易積水處，應加強排水系統。

圖1. 荔枝露疫病為害果實 圖2. 荔枝露疫病為害嫩葉

二、酸腐病(Fruit sour rot)
（一）病徵：本病發生於高溫多濕環境，主要為害果實。幼果(豆粒大)受害時果

棘凹陷處出現墨水狀菌液，偶爾從罹病處龜裂，嚴重時造成果穗脫落，僅

存枝梗。果實轉色前之果棘凹陷受害後，罹病處出現黑色條紋狀病斑，由

患處裂開，隨即蔓延至果肉，受害果肉呈現褐色至黑褐色條狀塊斑，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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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病原菌複合感染產生異味或腐爛。果實轉色後受害，病勢蔓延迅速，最

初呈褐色水浸狀斑，進而裂果，表面上具有乳酪狀菌體，果皮褐變及果肉

內部迅速腐爛，並流出乳白色汁液，具濃厚之酸腐味，並蔓延至鄰果造成

健康果實罹病。

（二）病原菌：

1.學名：Geotrichum candidum LK. Ex Pers.、Geotrichum ludwigii  (Hansen) 
Sin-Fang. Tzu & Cheng Jing-Chu (無性世代)；Galactomyces geotrichum 
(Bulter & Petersen) Redhead et Malloch、Endomyces magnusii   (有性世代)

2.分類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Saccharomycetes  半子囊菌綱

　　　　　Order Saccharomycetales  酵母目

　　　　　　Family Saccharomycetaceae  酵母科

　　　　　　　Genus Geotrichum  
3.分布：臺灣。

4.為害範圍：荔枝。

5.生活史：本病菌生長溫度為25~32℃，於馬鈴薯葡萄糖瓊脂(PDA)培養基

上培養，G. candidum之平板菌落白色，近似細絨毛狀，菌絲無色，具隔

膜，節孢子大小約5~15 × 4~8μm；G. ludwigii之菌落黃白色，似酵母菌

狀生長，菌絲無色，具隔膜，節孢子大小約5~35 × 5~10μm。

（三）發生生態：所有品種皆會受害，以糯米糍受害最為嚴重，病原菌侵入果皮

僅需1~2天，本病初次感染源來自植株上罹病果或地上之落果，產生之菌

絲及斷生孢子為主要傳播器官，藉由風雨飛濺、罹病果實間相互接觸摩

擦、灌溉水流動、黃果蠅、東方果實蠅、蜂類、蒼蠅及金龜子類的吸食攜

帶，造成病勢蔓延，掉落土壤中之罹病果實，隨即成為翌年之初次感染

源。遇環境不適宜時，以菌絲或斷生孢子形態，殘存於土中，至適宜環境

時萌發為害。

（四）管理方法：

1.加強果園清理作業，清除罹病落果，以預防二次感染源。

2.防治媒介昆蟲。

3.應注意土壤水分管理，於果實發育期間，保持土壤濕潤，避免旱後降雨

造成裂果，而引發初次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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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酸腐病為害轉色期果實

圖3.酸腐病為害幼果果棘病徵

圖2.酸腐病為害幼果造成落果

圖4.酸腐病為害幼果造成裂果

三、炭疽病(Anthracnose)
（一）病徵：本病發生於高溫多濕，通氣不良環境下，果實轉色期至成熟期間皆

會受害，果實轉色期，最初向陽面出現水浸狀小點，轉黑後不再擴大，所

有品種皆會受害，以桂味與糯米糍品種受害較為嚴重，至採收後，病斑逐

漸擴展，終至果實褐變腐爛。成熟期間受害，最初果實出現水浸狀小點，

後逐漸擴大，嚴重時病斑融合成大斑塊，果皮上出現粉紅色黏液狀同心輪

環，此為本菌之孢子盤及分生孢子，分生孢子藉由風雨或露水傳播。

（二）病原菌

1.學名：有性世代：Glomerella cingulata  (Stoneman) Spauld & Schrenk (有
性世代)  圍小叢殻菌；無性世代：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Penz.) 
Penz. & Sacc. (無性世代) 似膠黏孢炭疽刺盤孢菌

2.分類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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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Sordariomycetes  糞殼菌綱

　　　　Order   
　　　　　Family Glomerellaceae  小叢殼科

　　　　　　Genus Colletotrichum  炭疽刺盤孢菌屬

　　　　　　　Genus Glomerella  小叢殼屬

3.分布：臺灣、中國、東南亞。

4.為害範圍：蘋果、杏仁、海葵、柑橘、羽扇豆、桃、核桃、草莓、檬

果、藍梅、長春花、扶芳藤、荔枝、各種熱帶作物及果樹類等。

5.生活史：分生孢子無色透明，長橢圓形，單室，分生孢子與子囊孢子為

傳播與感染器官。直接侵入新梢之病原菌可在枝條、葉痕、花苞組織內

越冬，翌年3月下旬，再由越冬處形成分生孢子，藉風雨飛濺至新梢或

嫩葉上侵染，潛伏期7~10天，通常病斑上在15℃以上即可形成分生孢

子，而以20~27℃最為適宜。

（三）發生生態：高溫多濕的氣候最易感染，田間前一年罹病枝未清除及氮肥施

超量，通常加劇病害的蔓延，本病未成熟果實也會受到感染，而出現斑點

病徵。

（四）管理方法：

1.果實採收後，果園應適度修剪，剪除罹病枝或徒長枝，保持日照及良好

通風，並於修剪後，噴灑保護性藥劑。

2.罹病枝葉應自園中清除燒燬，以減少本病潛藏的機會。

圖1.果實轉色期炭疽病為害情形 圖2.炭疽病為害成熟果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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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紋羽病(White root rot)
（一）病徵：罹病初期葉部未見特殊徵狀，至中後期因吸水功能喪失，水分運移

受阻，導致葉片膨壓下降，葉片逐漸缺乏正常光澤，呈現失水萎凋狀。繼

之開始褐化落葉，逐漸衰弱、枯死。挖取根部，發現細根產生白色菌絲纏

繞蔓延，根毛及細根腐爛，嚴重時可侵入主根。白色菌絲如直接接觸空

氣，會逐漸由白色轉為黑或褐色，因此在外國稱為黑根腐菌(black root rot 
fungi)。本病原菌蔓延至根冠及土面，地下部病原菌也可藉灌溉水沿著下

表皮展開扇狀蔓延，至後期由表皮組織侵入皮層，導致木質部露出，根部

腐爛，再由根部長出黑色菌核。發病初期通常罹病株零星分布，並逐漸向

四周蔓延，最後引起全園廢耕。

（二）病原菌

1.學名：Rosell inia necatrix  (Hart .)  Berl .  棕墊炭豆菌(有性世代)；

Dematophora necatrix(Hartig)Berlese,1883無腔黑柄孢菌(無性世代)
2.分類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Sordariomycetes  糞殼菌綱

　　　　Order  Xylariales  炭角菌目

　　　　　Family  Xylariaceae  炭角菌科

　　　　　　Genus Rosellinia   炭豆菌屬(有性世代)
　　　　　　Genus Dematophora  黑柄孢菌屬(無性世代)
3.分布：全世界。

4.為害範圍：大豆、玉米、冷杉、李、杏、枇杷、板栗、柿、柑橘、相思

樹、桃、荔枝、茶、梅、梨、番荔枝、雲杉、榆、落葉松、葡萄、銀

杏、槭、蓮霧、橄欖、錫蘭橄欖、龍眼、檬果、櫟類、蘆筍、蘋果等

170種的木本或草本植物。

5.生活史：病菌能耐乾旱，能在乾燥環境下於寄主根部殘存數年，其子

囊殼為黑褐色，球形，直徑1.5~2.3 mm，內含有8個子囊孢子，子囊孢

子黃褐色，長橢圓形，兩端尖，大小約為35~55 ×7μm，子囊梗圓形柱

狀，大小約為245~370 × 9μm。在PDA培養時，菌落初期為白色，後期

轉為灰褐色，菌絲最高生長溫度為30℃左右，菌絲在隔膜處會有膨大情

形，為鑑定依據。

（三）發生生態：本菌在緯度高、高冷地區多發生較多，在12~28℃皆可生長，

低於10℃或高於30℃菌絲生長會受抑制，20~25℃生長最佳，低窪潮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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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湛水逆境、栽植過密、定植過深、培土過高、土壤pH值過低、耕作

傷根、有機質缺乏及管理不當之田區等，亦可攀附在「香附子、毛穎雀

椑」的走莖上進行傳播。本病菌在自然界不易形成子實體，推測初次感染

源長距離的傳播，是藉由無性分生孢子在潮濕的氣候下所散布的。田間的

病根為二次感染源，經由健康植株根部與病根的纏繞接觸傳染。傳播途徑

主要以田間罹病組織上的菌絲、菌核或根狀菌索在土壤中殘存越冬。環境

適宜時根狀菌索或菌核長出白色菌絲，從根部皮孔進入皮層組織，由主根

或主幹基部開始蔓延，即使植株死亡後1~2年內也不停止，因此在同一地

區重新種植時，短期內會罹病死亡。

（四）管理方法：

1.清除田間罹病枝條、根組織，並集中燒燬。

2.選用無帶病原苗木。建園時選栽無病苗木，如確定苗木帶病原，可用

10%的硫酸銅溶液或20%的石灰水配合化學藥劑液浸1小時後再栽植。

3.溫湯浸漬：選用47℃恒溫水浸40分鐘或45℃恒溫水浸1小時，以殺死苗

木根部的病原。

4.隔離，可挖溝或注意排、灌水，慎防病害向四周蔓延。

5.加強栽培管理及慎選有機質肥料，不偏施氮肥，適當增施磷、鉀肥，施

肥比例應適當。

6.輪作，水田輪作5~6年。

7.慎選無污染的有機質肥料或施用良質完熟的堆肥，可減少病害的發生。

8.剷除中間寄主「香附子、毛穎雀椑」。

圖1.白紋羽病為害根際部情形 圖2.道路兩旁白紋羽病發生較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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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褐根病(Brown root rot)
（一）病徵：受害植株可發生急速萎凋及慢速萎凋。主要為急速萎凋，病勢進展

快，3~5天葉片迅速脫水乾枯，死亡後，葉片與果實並不立刻脫落，可留

於枝上數個月。少數為慢性萎凋，病勢進展速度慢，最初為新梢生長衰

弱，葉片變小，1~2側枝葉片黃萎，落葉後葉片逐漸稀疏，形成局部枯枝

情形，罹病後期生長勢逐日衰弱，結果率低，果實發育不良及提前黃化

等，約1~2年後乾枯死亡。地下部受害，病原菌的根狀菌絲侵入植株根部

後，經一段長時間潛伏，病徵才逐漸出現，病勢進展方向多數先由根系、

主根及莖部蔓延，等病勢蔓延至主幹基部時，地上部才出現萎凋病徵。於

發病初期，罹病根部組織褐變與健康組織界限不甚明顯，而後木材褐化腐

敗，病組織上形成不規則之褐色網狀紋，罹病根系之表皮易剝離，表皮上

黏有土粒及褐色菌絲塊，植株枯死之後，病原菌則向枝幹上繼續蔓延數公

尺。本病最初於零星發生於道路兩旁並向園內擴散；山坡地或傾斜地則由

上向下蔓延，罹病株年增數株，如果無進行預防處理，數10年後整園終至

染病而廢耕。

（二）病原菌

1.學名：Phellinus noxius  (Corner) Cunningham, 1965有害木層孔菌

2.分類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Basidiomycota  擔子菌門

　　　Class Basidiomycetes  擔子菌綱

　　　　Order Hymenochaetales  刺革菌目

　　　　　Family 
　　　　　　Genus Phellinus  
3.分布：亞洲與紐西蘭、澳洲等熱帶地區。

4.為害範圍：山萵苣、山茶花、月橘、木麻黃、白雞油、印度棗、肉桂、

李、杏、枇杷、油椰子、南洋杉類、柿、柑橘、相思樹、茄苳、桃、桃

花心木、荔枝、茵陳蒿、茶樹、馬鞍藤、梅、梨、番石榴、番荔枝、愛

玉子、楠木、椰子、楓香、葡萄、榕樹、福木、蒲桃、鳳凰木、樟樹、

蓮霧、橡膠樹、龍眼、瓊崖海棠、蘋婆、櫻桃、錫蘭橄欖、橄欖等超過

60種以上植物。

5.生活史：本病原菌會產生斷生孢子(arthrospore)與鹿角菌絲(trichocyst)，
於馬鈴薯葡萄糖洋菜培養基(PDA)培養下生長迅速，菌落白色，後期轉

為黃色或黃褐色，直徑為2~4μm，擔孢子無色平滑，卵形至橢圓形，

12　臺中區農業技術專刊181期12　臺中區農業技術專刊181期

荔荔



荔枝病蟲害發生及管理

大小約3~4 × 4~6μm。

（三）發生生態：普遍分布於海拔800公尺以下之山區或平地，不需要產生有性

世代即可傳染，靠罹病組織內的菌絲或殘存土中之菌絲塊傳染，一般栽培

於酸性、貧瘠土壤、重植區或新墾植地易罹病，病原菌性喜高溫多濕，在

10~36℃皆可生長，病原菌菌絲生長最適溫度為24~33℃，可在植株殘根

中存活5~10年。根部受害表面轉黑，逐漸感染木質部，根部腐爛，根毛

無法吸收，養水分失調，一般在6~7月雨季過後，根部受浸水窒息，且在

高濕溫熱的條件下，葉面過度蒸發，根部吸水失衡，造成葉片急速萎凋及

黃化，而致整枝枯死。初次感染源可來自帶菌種苗、罹病寄主之殘根或土

中帶菌，遇植株衰弱時感染而罹病，以此株為中心形成1個罹病根圈，向

外輻射狀擴展，與健康鄰株根系交叉感染，數10年後導致全園罹病而廢

耕。

（四）管理方法：

1.目前尚無推薦藥劑，種植時，可用挖土機挖除罹病根系，避免殘根成寄

主。

2.山坡地應預防病土經雨水沖刷傳染或人畜、操作工具帶菌傳染。

3.田間除草時勿傷及莖基部及樹根，以避免病原菌藉由機械傷口侵入，造

成感染。

4.使用健康種苗，避免由疫區購買種苗，將病原菌帶入健康田區。

5.罹病區勿使用硫銨做為氮肥，易加速病勢蔓延，改用硝酸態氮肥替代銨

態氮肥。

6.勿使用病區的土壤或河砂來覆蓋果園。

7.可施用每公頃700~800公斤尿素覆蓋塑膠布2星期以上，以殺死土中的病

原菌。

8.淹水處理：依張東柱博士研究中，利用淹灌處理1個月以上可殺死土壤

中殘存的病原菌。

9.改良土壤，以提高土壤pH值，可增施石灰或蟹殼粉，增加植株耐病力。

10.加強栽培管理措施及慎選有機質肥料，適當增施磷、鉀肥，不偏施氮

肥。

11.重植區或新墾植區之罹病植株殘根應集中燒燬或清除乾淨，可減少受

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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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藻斑病(Algal spot)
（一）病徵：本藻菌分為2種病徵，第一種由綠色頭孢藻引起的藻斑病，受感

染的葉片上方出現淡褐茶色藻絲，稍突出於葉表面，後期上方著生3~6
個卵形至卵圓形游走孢子囊。第二種病徵為葉表面出現3~5mm圓形毛絨

狀黃綠色斑，中央帶紅色，有時此一病斑會呈暗綠色，後期病斑中央呈

黃色，葉片下表面亦呈暗綠，點狀或塊狀病斑，後期轉銹色，表面稍隆

起，並不形成與綠色頭孢藻相似的菌絲及游走子囊。兩者皆發生在成熟

葉片上下表皮或枝幹上，初期在被害部長出約1~5mm的圓形小斑點，呈

現黃褐色或紅褐色，後病斑逐漸擴大或融合成大病斑，多呈圓形，為毛

絨狀黃綠色斑，影響葉片光合作用，枝條受害時表皮乾裂枯死，引起上

半部枯死。

（二）病原菌

1.學名：Cephaleuros virescen Kunze
2.分類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Chlorophyta  綠藻植物門

　　　Class Chlorophyceae  綠藻植物綱

　　　　Order Trentepohliales橘色藻目

　　　　　Family Trentepohliaceae  菫青藻科

　　　　　　Genus Cephaleuros綠色頭胞藻屬

3.分布：臺灣、美國及巴西及熱帶地區的國家等地。

4.為害範圍：大花紫葳、大葉山欖、大葉桃花心木、大頭茶、小葉黃

圖1.褐根病為害地基處病徵 圖2.褐根病為害造成急速萎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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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山茶科、葡萄科、芸香科、木棉、可可、臺灣獼猴桃、石榴、光蠟

樹、印度棗、印度橡膠樹、江某、羊蹄甲、肉桂、杜英、杜鵑、咖啡、

波蘿蜜、含羞草科木本、蘇木科木本、蝶形花科木本、殼斗科、星蘋

果、柿、紅淡比、紅楠、美人樹、胡桃、香楠、桂花、無患子科、薔薇

科、蛋黃果、無花果、番木瓜、番荔枝、番龍眼、紫薇花、菊花、愛玉

子、椰子、楊桃、楊梅、榕樹、桃金孃科、樟樹、樹葡萄、橄欖、錫蘭

橄欖、檳榔、檬果、饅頭果等，普遍發生於熱帶果樹及木本植物等百餘

種以上。

5.生活史：本藻菌具有孢子體及配子體，行同型世代交替，且孢子體與配

子體的大小、型態極為相似。配子體屬單套體，不經減數分裂，以兩

配子結合後形成雙套的孢子體，而後稍突出於葉表面形成小孢子囊，

後期上方著生 3~6個卵形至卵圓形游走孢子囊，孢囊梗大小約150 × 
2~14μm，內有2~3個隔膜，病原孢囊遇水則釋放銹色游走孢子，游走

孢子梨形，大小約5~8μm，具4條鞭毛，為其有性世代。游走孢子發芽

後，形成植體，經減數分裂後，產生單套的孢子及游走孢子(雙鞭毛)，
游走孢子發育後，產生單套的配子體，於潮濕環境下釋放配子完成其生

活史。

（三）發生生態：本藻菌終年發生，從平地至2000公尺山區皆有分布，夏季多雨

潮濕之際，在枝葉茂密，日照不足，且通風不良處易發生，至發病嚴重

時，引起早期落葉、枝枯、落果及產量驟減。本藻菌可藉雨露或昆蟲之攜

帶傳播，形成二次感染源，應提早清園及修剪以降低罹病。

（四）管理方法：目前無推薦藥劑，避免過多的磷肥施用，配合施用「安息香酸

」清園，並適度整枝修剪，保持通風及日照，可降低本病之發生。

圖1.藻斑病發生於陰暗潮濕處 圖2.藻斑病的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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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葉枯病(Leaf blight)
（一）病徵：主要發生於成熟葉或老葉片，以植株近地面處受害較嚴重，葉片受

害時，自葉尖端逐漸向內擴展，褪色乾枯，嚴重時可蔓延至1/3~1/4的葉

片面積，受害部位初期為褐色，而後轉為灰白色，質脆易破，罹病處密佈

灰黑色針狀小黑點，為病原菌之分生孢子。罹病株逐年衰敗，產量降低等

現象。

（二）病原菌

1.學名：Pestalotiopsis litchii  Sawada
2.分類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Sordariomycetes  糞殼菌綱

　　　　Order Xylariales  炭角菌目

　　　　　Family Amphisphaeriaceae  黑盤孢科

　　　　　　Genus Pestalotiopsis   擬盤多毛孢黴屬

3.分布：臺灣、中國。

4.為害範圍：紅毛丹、荔枝。

5.生活史：菌絲透明具隔膜，於罹病葉上產生黑褐色的分生孢子盤，略凸

起，分生孢子盤上著生分生孢子，成熟時表皮裂開，並釋放分生孢子。

分生孢子褐色，紡綞形，多胞，頭尾兩孢各具鞭毛，尾端鞭毛1根，頂

端鞭毛2或3根，皆透明無色，並不分叉。病原菌以分生孢子為主要感染

源，分生孢子侵入葉片後會造成葉枯。

（三）發生生態：本病發生於梅雨期或冬季乾旱時，在植株生育不佳、管理不

當、結果率過多、枝葉過密、根部與枝條罹病時發病較為嚴重。植株生育

旺盛時不易侵入，在植株衰弱或受到傷害，養水分運移失衡時，蒸散作用

旺盛導致老葉片尖端組織首先枯死，病原菌隨即侵入，加重病勢之蔓延，

造成葉枯範圍加大。

（四）管理方法： 
1.園區注意合理化施肥，以增強樹勢，可減少罹病情形。

2.植株修剪、果園保持通風，以利於園區病蟲害之管理。 
3.目前尚無推薦藥劑，應實施清園，將罹病枝葉清除，並集中燒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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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葉枯病為害葉尖局部放大 圖2.通風不良處葉枯病發生較嚴重

八、煤煙病(Sooty mould)
（一）病徵：主要為害葉片、枝條、樹幹及果實。被害處出現暗褐色至黑褐色的

覆蓋污物，此種污物由煤煙病菌絲塊所形成，被覆蓋下之寄主組織並無受

損，惟阻礙光合作用，導致植株生長不佳，樹勢逐漸衰弱。一般農民稱為

煤病或黑煙，以乾旱季節罹病率較高，主要受膠蟲、粉蝨、飛蝨、葉蟬、

蚜蟲或介殼蟲類等半翅目害蟲分泌蜜露誘集感染，被害部覆蓋一層黑色絨

狀物。果實被害時，覆蓋污物污染果實外觀而降低商品價值。

（二）病原菌

1.學名：Phaeosaccardinula javanica (Zimm.) W. Yamam. 爪哇黑殼煤菌

2.分類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Order Chaetothyriales  刺盾炱目

　　　　　Family Chaetothyriaceae  刺盾炱科

　　　　　　Genus Phaeosaccardinula   黑殼煤菌屬

3.分布：臺灣及東南亞各國。

4.為害範圍：熱帶果木類及灌木類植物。

5.生活史：分生孢子為本病之主要傳播源，分生孢子普遍散佈於空氣中，

遇到黏著在葉片上昆蟲所分泌的蜜露，便以菌絲形態，開始營養生長。

本病屬腐生真菌，菌絲本身並不直接侵入組織內，如遇乾旱，會破裂呈

片狀極易剝離，再遇環境(空氣、昆蟲、風、或水滴)適合時，亦可藉由

臺中區農業技術專刊181期臺中區農業技術專刊181期　1717



荔枝病蟲害發生及管理

菌絲片段傳播至健康植株的葉片及枝條上。有性世代屬子囊菌，在寄主

之殘枝枯葉上越冬或形成子囊殼度過不良環境。

（三）發生生態：本病全年均會發生，為多犯性，通常是疏於管理，通風不良，

日照不足地區發生，亦可以感染多種作物。

（四）管理方法：目前無推薦藥劑供參考，避免過多的氮肥施用，配合整枝修剪

，保持植株通風及日照良好，防治半翅目害蟲，則可消除本病。

圖1.煤煙病為害葉片情形 圖2.煤煙病與健株葉片的局部剝離現象

九、粗皮病(Rough skin)
（一）病徵：一般以30年生樹發生較多，在植株生長勢弱、通風及日照不充足處

發病，尚有枝葉過於茂密、枯枝、土壤貧瘠、排水不良處也會發生。被害

主幹或枝條出現突起的瘤狀物，樹皮表面十分粗糙，瘤狀物可輕易用器具

刮除表面。受害植株生長勢衰弱，嚴重時造成樹皮破裂及枝條乾枯。

（二）病因：

1.學名：尚未明瞭，疑似生理病。

2.分布：臺灣、中國。

3.為害範圍：荔枝。

（三）發生生態：種植於土壤過於貧瘠、排水、日照不足、通風不良的地區，或

取自相同徵狀之高壓苗，種植後至成株時亦可出現相同的徵狀。

1.目前無推薦藥劑，應改善栽植環境，注意田間的灌、排水設施、合理化

施肥以保持樹勢強健。

2.適度整枝修剪，以維持果園通風與日照，則可降低此徵狀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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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蟲害各論

一、銹蟎 (Rust mite; Erinose mite)
（一）為害狀：嫩葉受害初期，呈現深綠色的小水泡凸起，經1~2天後葉背隆起

開始長出銀白色絨毛，在顯微鏡下可觀察到銹蟎在絨毛間活動，而後絨毛

由銀白轉為黃褐色、紅褐色、深褐色，最後變為黑褐色，葉片厚度加大、

腫脹、歪曲、扭轉、變形呈癭瘤狀，此時紅褐色絨毛已看不到銹蟎，銹蟎

已移至新梢上為害，嚴重時花穗及幼果也會被寄生而長絨毛，影響果實發

育，因此經成、幼蟎取食汁液後，分泌刺激物質，誘導表皮細胞產生絨

毛，形成毛氈，因此又稱「毛氈病」。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riophyes litchii Keifer
2.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Arachnida  蛛形綱

　　　　Order Trombidiformes  絨蟎目

　　　　　Family Eriophyidae  節蜱科

　　　　　　Genus Eriophyes  節蜱屬

3.分布：臺灣、中國。

4.為主範圍：荔枝、龍眼。

5.生活史：成、若蟎均生活在柔嫩組織之絨毛間，蟎體長圓錐形，前半段

圖1.粗皮病為害主幹情形 圖2.粗皮病為害側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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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尾端尖細，體長約0.16 × 0.04mm，體淡黃至橙黃色，頭部小，具

針狀觸鬚一對；足2對生於前方及腹部1偽足之外，其餘退化；蟎體具多

數環節，末節背方具長毛兩根。於冬季成蟎在葉背或樹皮裂縫、間隙越

冬，至翌春3~4月間，潛移至初展開之嫩梢背面為害，本蟎其生活史可

經由卵、第1若蟎、第2若蟎及成蟎等時期，各齡期脫皮前均須經一段的

靜止期。成蟎交尾後產卵，多產於絨毛之基部。

（三）發生生態：本蟎全年均會發生，年發生10餘代，一般以3~5月及10月~翌

年2月間，生長溫度24~30℃之間，相對濕度在80%以上發生最多。如遇抽

發新梢多時，發生密度也隨著增高，至冬季時，成蟎則潛藏在葉背或樹

皮間隙越冬。本蟎可藉動物、鳥類、風、苗木運輸、昆蟲、操作農具或

人為活動等分散傳播，田間發生一般由少數幾株開始，後逐漸蔓延其他

植株。

（四）管理方法：

1.於3~4月間嫩葉出現銀白色絨毛應立即摘除，並集中燒燬，可避免蔓

延。

2.適度修剪，保持通風及日照充足，避免枝葉過密，配合藥劑防治，可降

低為害。

3.天敵有卵圓真綏蟎(Euseius ovalis (Evans ))及亞熱沖綏蟎(Okiseius 
subtropicus  Ehara)等2種。

圖1.荔枝銹蟎為害葉片造成毛氈病 圖2.荔枝銹蟎為害果實

二、荔枝細蛾(Litchi fruit borer.)
（一）為害狀：荔枝萌芽時，成蟲將卵產於嫩梢上，孵化後幼蟲則鑽入新梢內

部、葉脈或葉實內為害，造成新梢與嫩葉枯死。至果實發育成「豆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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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孵化後的幼蟲直接蛀入果實內部為害，外表並無異狀，剝開種皮，內

部之種仁形成壞疽及留下許多蟲糞。至果肉發育期包裹種子後，幼蟲則侵

害蒂部，形成蟲孔或蟲糞，受害果實提前落果。至果實成熟期或採收後，

老熟幼蟲皆在葉背、雜草或石塊隱密處吐絲結繭化蛹。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onopomorpha sinensis  Bradley, 1986
2.別名：中華細蛾、爻紋細蛾、南風蟲(幼蟲)、荔枝(龍眼)果實蛀蟲(幼

蟲)、荔枝蒂蛀蟲(幼蟲)、龍眼蒂蛀蟲(幼蟲)。
3.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Lepidoptera  鱗翅目

　　　　　Family Gracillariidae  細蛾科

　　　　　　Genus Conopomorpha  細蛾屬

4.分布：臺灣、中國、印度、尼泊爾、泰國、越南。

5.為害範圍：決明、柿、荔枝、菫寶蓮、蒲桃、龍眼。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主要發生於4~8月間，年可發生 
4~5世代，具世代重疊，無明顯越冬現象。本蟲屬小型蛾類，體長約5.0 × 
0.6mm，翅展12mm，頭部灰白色，複眼黑褐色，觸角絲狀比蟲體長，前

翅褐色有黃白色波狀紋，後翅尖細狹長，具有長形緣毛，成蟲壽命約6~8
天。雌雄交尾後產卵，一生約產300多粒卵，散產於嫩葉背處，卵微小約

0.4 × 0.2mm，扁橢圓形，淡黃色，卵殼上具有長條刻紋，卵期約3~5天。

初孵幼蟲乳白色，體長約0.6 × 0.1 mm，鑽入新梢中髓、嫩葉葉肉組織或

葉脈上為害，幼蟲期約9~11天，4齡幼蟲之頭部顏色逐漸轉為深色，體長

約8.3 × 1.0mm，於黃昏時自寄主內部鑽出，尋覓隱蔽處作薄繭化蛹，繭

為半透明狀，橢圓形，大小約12.2 × 6.7mm，隔日蛻皮化蛹，蛹初期為黃

綠色，3~4天後轉為黃褐色，後期轉至黑褐色，蛹長約6 × 1mm。一般由

卵經幼蟲至蛹羽化成蟲需時約18~26天。

（四）管理方式：

1.利用荔枝細蛾性費洛蒙來偵測荔枝細蛾的發生期，提早預警噴藥。

2.田間清除落葉或落果，受害植株應適度整枝修剪，保持良好日照及通

風，以利於施藥。

3.於嫩梢萌發期提早施藥預防，至謝花結小果時再行施藥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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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荔枝細蛾為害幼果 圖2.荔枝細蛾幼蟲及為害果

三、荔枝癭蚋(Litchi gall midge‚Litchi leaf gall midge)
（一）為害狀： 荔枝癭蚋成蟲喜陰涼遮蔽之潮濕地區，將卵產於荔枝嫩葉葉背

主脈兩側，成行排列。幼蟲孵化後隨即由葉背鑽入葉肉中為害。初期在粉

紅色嫩梢上出現白色水浸狀小點，隨著蟲體發育，在受害的葉肉組織局部

開始增生肥大，葉片正、反兩面逐漸隆起，形成圓形小瘤狀蟲癭。蟲體密

度高時，小瘤狀蟲癭愈多，則造成新梢向內捲曲變形，以解剖顯微鏡鏡

檢，發現葉片背面的小瘤狀蟲癭皆有1個孔洞。幼蟲發育期間，被害葉仍

繼續生長，當末齡幼蟲離開蟲癭後，蟲癭處則會乾涸枯死，嚴重影響植株

的光合作用。遇氣候環境適宜時，乾涸蟲癭處，會感染炭疽病(Glomerella 
cingulata)、露疫病(Peronophythora litchii )等病害，造成防治上的困難度。

（二）害蟲概述：

1.學名：Litchiomyia chinensis  Yang and Luo
2.別名：荔枝癭蚊、荔枝葉癭蚊、荔枝癭蠅。

3.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Diptera 雙翅目

　　　　　Family Cecidomyiidae 癭蚋科

　　　　　　Genus Litchiomyia
4.分布：中國南部、澳洲東岸、臺灣。

5.為害範圍：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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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學特性：荔枝癭蚋在中部地區年發生9~11代，除了冬季寒流來襲發育

遲緩之外，幾乎無越冬現象。荔枝癭蚋雌成蟲體長1.5~2.5mm，腹部為暗

紅色，翅透明，羽化後雌雄2天內可交尾，產卵器長於腹部的1/3，交尾後

立即產卵，卵為橢圓形無色透明，長約0.2 mm，孵化前顏色轉深，在1~2
天內孵化。幼蟲蛆形，初期淡橘黃色，隨著蟲齡增大，漸轉為淡粉紅色、

橘黃色至橙紅色。幼蟲體長在1.3~2.5 mm，前胸腹方有ㄚ字形骨片，幼蟲

期約13~18天，末齡幼蟲爬出小蟲癭，掉落地面化蛹，蛹為裸蛹暗紅色，

橢圓形，長約1.8~2.0 mm，蛹期約11~26天，完成1世代冬季約1個半月，

夏季約1個月。因荔枝發育期間不斷抽出新梢，致使各世代間產生重疊現

象。荔枝癭蚋遠距離的傳播疑似嫁接株或接穗，經交通運輸傳送，成蟲也

可能藉由風力散布，由新侵入地區快速向外圍擴散，例如八卦山地區於

2008年僅在芬園鄉、彰化市及南投市等少數山頂上的荔枝園發生，至2009
年間已擴及八卦山東面荔枝園，2010年八卦山地區及八卦山以東的山區也

陸續發生。

（四）管理方式

1.清園：荔枝採收完後，配合整枝修剪方式，可保持果園通風及透光，降

低荔枝癭蚋躱藏機會。

2.受荔枝癭蚋為害嫩梢或枝幹嫩梢應剪除，並集中燒燬，亦能有效降低蟲源。

3.禁止用疫區之無性繁殖苗木繁殖，如有必要時，運輸前應先檢查，發現

蟲源應先摘除。

4.於臺灣光復節前後，環刻或生長素處理，以抑制萌芽，除了可提昇著果

率外，亦能有效降低蟲源。

5.因荔枝癭蚋蟲孔在葉背，因此施藥方式應由下往上噴灑，才能達到效果。

圖1.荔枝癭蚋為害葉片情形 圖2.荔枝癭蚋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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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方果實蠅(Oriental fruit fl y)
（一）為害狀：成蟲以產卵管刺穿果皮產卵，孵化後幼蟲在果實內取食為害，被

害果肉呈水浸狀腐爛或致使果實畸形，嚴重時導致落果，剖開果實時可發

現幼蟲鑽食果肉，影響果品經濟效益。

（二）害蟲概述：

1.學名：Bactrocera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1912)  
2.別名：蜂仔、果蠅、柑果蠅。

3.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Diptera  雙翅目

　　　　　Family Tephritidae  果實蠅科

 　　　　　　Genus Bactrocera (Bactrocera)  寡毛實蠅屬 
4.分布：臺灣、中國、印度、夏威夷、緬甸、泰國、不丹及關島等地。

5.為害範圍：薔薇科果樹、印度棗、百香果、咖啡、臺灣獼猴桃、林投、

波蘿蜜、柿樹科果樹、柑橘、紅龍果、芭蕉科果樹、桑、無患子科果

樹、草莓、番木瓜、番荔枝、愛玉子、楊桃、楊梅、葡萄、酪梨、構

樹、福木、鳳梨、桃金孃科、橄欖、錫蘭橄欖、檬果等百餘種植物。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海拔3000公尺的山區，全年發生，年發生

8~9世代，但以7~9月密度較高，無越冬現象。成蟲蟲體橙黃色、背板黑

色至黑褐色，體長7~8mm，翅透明，前翅具有黑色條紋，後翅退化成

平衡棍，單眼為黑色，腹部黃色，腹背側緣為紅及黑相嵌紋路，壽命約

38~100天。初羽化時，先以半翅目害蟲(蚜蟲、粉蝨、介殼蟲、葉蟬、木

蝨、蠟蟬、角蟬、飛蝨)所分泌之排泄物或花蜜為食，性成熟後與雄成蟲

交尾、產卵，卵為白色圓筒形，大小約1 × 0.25mm，通常每雌蟲產卵量約

400~1500粒。每一處約產10粒卵左右，卵夏季約1~2天，冬季約2~3星期

後孵化，孵化後直接取食果肉，幼蟲期17~35天，具3齡，體黃白色圓錐

形蛆，長約10mm，老熟幼蟲鑽孔彈跳至土表層或草叢內化蛹，蛹期 6~27
天。

（四）管理方法：

1.套袋或懸掛黃色黏板。

2.以含毒甲基丁香油誘殺板配合誘殺器誘殺：5％含毒甲基丁香油混合溶

液(90％甲基丁香油混合5％乃力松(Dorsalure))，誘殺板為40 × 40 × 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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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細纖維板，吸收該藥劑混合溶液8公撮，誘殺板宜懸掛於果園外圍

蔭蔽樹枝下，離地面1.5公尺，每板懸掛距離約30公尺。有效期間2個

月。在獨立園外圍誘殺板使用量：0.2 公頃以下2塊；0.21~0.5公頃3塊；

0.51~0.7公頃4塊；0.71~1.0公頃6塊；1公頃以上每增加0.25公頃則加1
塊。

3.懸掛25％馬拉松可濕性粉劑混合蛋白質水解物、80％三氯松可溶性粉劑

混合蛋白質水解物、40％撲滅松可濕性粉劑混合蛋白質水解物或50％芬

殺松乳劑混合蛋白質水解物。

4.利用食物誘殺，以黃熟之番石榴汁或鳳梨汁加納乃得可濕性粉劑誘殺成

蟲。

5.清除落果，並注意消除廢棄之果園，以阻止族群之增加。

圖1.東方果實蠅幼蟲及為害狀 圖2.東方果實蠅成蟲及為害狀

五、三角新捲葉蛾(Leaf roller)
（一）為害狀：成蟲將卵產於嫩葉表面，初孵化幼蟲取食表皮葉肉，隨蟲齡增長

後開始吐絲捲葉，並藏於捲筒內取食葉肉。大面積發生時，造成新葉摺疊

或捲葉不開展，大量糞便自捲葉內排出，影響光合作用及新梢發育，發生

嚴重時將幼葉和花穗吐絲綴結，常導致開花結果不良，如遇雨季，會誘發

露疫病及提早落果。本蟲可為害嫩葉、嫩梢及花穗等部位。

（二）害蟲概述：

1.學名：Olethreutes leucaspis  Meyrick , 1906
2.別名：三角黑捲葉蛾、三角新小捲蛾、荔枝捲葉蛾、黃三角黑捲蛾、黑

葉褐捲葉蛾、黃三角黑卷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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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Lepidoptera 鱗翅目

　　　　　Family Tortricidae 捲蛾科

　　　　　　Genus Olethreutes   
4.分布：臺灣、中國、泰國。

5.為害範圍：柿、柑橘、荔枝、番石榴、蓮霧、橄欖、錫蘭橄欖、龍眼、

檬果。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全年發生，以抽梢期2~4月間

及採收後7~10天為主要發生期，具世代重疊現象。從卵至成蟲羽化約需

24~25天。成蟲體長6~7.5mm，翅展13~18mm，頭部黑褐色，頂毛叢疏

鬆，複眼為淡紅色，雌、雄觸角為黑褐色絲狀，長約4mm，胸部及前翅

均為黑褐色，前翅緣在2/3處有一個淡黃色三角形斑塊，後翅從基角至中

部為灰白色，其餘為黑褐色。成蟲多於白天羽化，以下午2~5時最盛，並

棲息於雜草樹叢及落葉中，夜間交尾產卵，成蟲壽命約5~10天。產卵前

期約1~2天，卵散產於新梢小葉或新芽縫隙處，通常一葉僅產一卵粒。卵

直徑約0.5 × 0.2~0.3mm，為白色扁球形，孵化前轉為黃白色。卵期約3~4
天。初孵化幼蟲為淡黃白色，體長約1mm，頭部黑色，2齡時為黃綠或淡

黃色，胸、腹部淡黃綠色，終齡幼蟲黑褐色。化蛹前開始吐絲懸垂至地面

落葉或雜草上，絲結成薄繭化蛹其中，幼蟲期約10~16天。蛹體第9~10腹

節橘紅色，長寬約8~8.5 × 2.3~2.5mm，體淡黃綠色，可見翅芽黃褐色。蛹

期約7~13天。

（四）管理方法：

1.依植物保護手冊最新網路版推薦用藥施用防治。

2.合理化施肥管理，促使萌發新梢整齊，至後期同時形成強健的成熟葉，

以降低孵化後的幼蟲生存所需的食源嫩梢。

3.發現新梢或花穗受到為害時，應摘除被害部加以捕殺幼蟲。

4.幼蟲有寄生性小繭蜂及姬小蜂等天敵，成蟲則有捕食性天敵蜘蛛、螳螂

及蛙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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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三角新捲葉蛾幼蟲 圖2.三角新捲葉蛾成蟲

六、紫膠介殼蟲(Lac insect)
（一）為害狀：可為害植株枝條，以刺吸式口器插入枝條內吸取養液，最初分泌

白色蠟狀物，並開始分泌紅色膠狀物，後逐漸包覆枝條成瘤狀物，嚴重時

會葉片變黃、脫落、開花結果受阻、枯乾，嚴重者3~5年後則整株枯死，

甚至造成果園廢耕。本蟲分泌物會誘發煤煙病，影響光合作用，致使樹勢

衰弱。

（二）害蟲概述：

1.學名：Kerria lacca  subsp. lacca (Kerr, 1782) 
2.別名：塑膠苔、膠蟲、紫膠蚧、龍眼膠蟲、漆崦。

3.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Hemiptera 半翅目

　　　　　Family Kerriidae  膠介殼蟲科 
　　　　　　Genus Kerria   膠介殼蟲屬

4.分布：臺灣、中國、印尼、印度、東亞、泰國、斯里蘭卡、緬甸。

5.為害範圍：大葉豆、毛柿、水柳、牛心梨、臺灣榿木、玉蘭花、紅棗、

重瓣朱槿、香樟、荔枝、密花苧麻、雀榕、番荔枝、菩提樹、酪梨、榕

樹、銀合歡、樹桔、橡膠樹、龍眼、檬果、鐵色等。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發生2世代，中部地區第1世

代若蟲期發生在12月中旬至2月間，成蟲壽命約2個月，第2世代初齡若蟲

出現於5~6月間，成蟲壽命長達4個月，以雌成蟲越冬，以卵胎生產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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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雄若蟲自第2齡後即成前蛹期，羽化後為無翅或有翅之成蟲。雄成蟲

能移動無翅及有翅兩型，壽命為1~3天，具觸角1對及胸足3對複眼1對，複

眼為黑色；腹部有9節，尾部末端有一陰莖鞘，雌雄交尾後，雌蟲將卵產

於母體膠殼下，卵為紅色，約300~900粒，橢圓形，大小0.5 × 0.2mm，10
天後孵化。初齡若蟲蟲體為紅色，具足3對，觸角1對，能自由移動，體長

寬0.6 × 0.3mm，孵化後即爬行至適當的棲息場所。至2齡時，固著於枝條

上則不再移動，以口吻插入寄主之組織內，吸取植物汁液，複眼、觸角及

腳逐漸退化，體長約0.7~0.8mm。3齡體長寬約0.9 × 0.6mm，蟲體逐漸呈

囊狀，藏於紅色膠質中，且向體外分泌白色蠟粉及紅色膠狀物，此紅色膠

狀物中包含65~80%的蟲膠樹脂、5~6%的蟲膠蠟及0.6~3%的蟲膠色素，此

色素即為天然紅色染劑。

（四）管理方式：

1.清除受害枝條並燒燬，以杜絕蟲源。

2.依最新網路版植物保護手冊推薦藥劑施用。

3.有效防治適期應在12~2月及5~6月間施藥防治。

4.天敵有嚙膠夜蛾 Eublemma sp.、草蜻蛉 Chrysopa sp.、寄生蜂等。

圖1.紫膠介殼蟲為害狀 圖2.紫膠介殼蟲若蟲放大圖

七、馬庫白星天牛(Longicorn beetle、Long horn beetle、White-
spotted longicorn beetle)

（一）為害狀：成蟲停棲於枝葉間，偶爾咬食主幹皮層或葉片，受害的枝條上位

葉片黃化及枯萎。雌成蟲以口器咬破主幹基部樹皮，被害部呈  T＂形裂

縫，並將卵產於裂縫中，孵化後至3齡幼蟲幼蟲沿著皮層內蛀食，形成馬

蹄型孔洞，並向外鑿出木屑及排出蟲糞，幼蟲成長2~3個月後至4齡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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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向內蛀食木質部，形成隧道狀孔洞，可發現洞口排出之木屑及蟲糞，直

接影響樹液之運送，被害部葉片萎凋黃化，漸至落葉，引發樹勢衰弱，通

常圍繞一圈枝條即枯死，農民俗稱  圍頭＂。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noplophora macularia  (Thomson, 1865) 
2.別名：山牛仔、天牛、水牛公、水牛仔、水牛郎、水牛娘、牛角蟲(幼

蟲)、牛港柺、白星天牛、花角蟲、星天牛、星班天牛、柑橘星天牛、

柳天牛、倒根蟲(幼蟲)、砲蟲(幼蟲)、麻斑天牛、斑星天牛、銀星天

牛、箍蟲(幼蟲)、樹象、鐵牛港橫、鐵炮蟲(幼蟲)、鑽木蟲(幼蟲)。
3.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Coleoptera  鞘翅目

　　　　　Family Cerambycidae  天牛科

　　　　　　Genus Anoplophora  星天牛屬

4.分布：臺灣、中國、日本、海南島、琉球、緬甸、韓國。

5.為害範圍：木麻黃、印度棗、杉木、刺槐、板栗、波蘿蜜、柿、柑橘、

柳、相思樹、紅檜、苦楝、核桃、桑椹、荔枝、梧桐、薔薇科、無花

果、番石榴、番荔枝、楊桃、楊梅、榆、葡萄、酪梨、橄欖、錫蘭橄

欖、龍眼及懸鈴木等多達60餘種。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年發生1世代，發生在4~9
月間，以5~7月間數量最多，成蟲羽化後在樹皮靜棲約45天日始外出，成

蟲體黑色具有金屬光澤，前胸背板兩側突出，翅鞘基部上為瘤突，觸角

每節之鞭節基部白色，翅鞘上約有30~40枚白色斑點。雌成蟲體型較雄成

蟲大，壽命約 88~144天，體長寬約15~34 × 7~13mm，雄成蟲的觸角較雌

成蟲長，約超過雄成蟲體長之1.5倍。成蟲脛節及跗節為灰白色，前胸及

背板有2大形白色斑點，翅鞘上有白色斑點30~40個，隱約排列成5排，

羽化後的成蟲取食後2~3天，即可交尾，雌成蟲一生可交尾數次，將卵產

在樹幹基部樹皮內部，每處通常只產1粒，卵初期乳白色，孵化前轉為黃

褐色，為長橢圓形，兩端微尖，直徑長寬約5~6 × 1.5~2mm，一生可產約

70~265粒，7~12天左右陸續孵化，幼蟲8~12齡，通常為8~9齡，蟲體12
節，有一足退化。末齡幼蟲乳白色體長約50mm，頭部黃褐色，口器為

褐色，胸足退化，於為害之隧道內越冬，幼蟲期約10個月，至翌年3月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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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 裸蛹乳白色，長約30~40mm，頭部、觸角及口器可自由活動，蛹期

約10~45天左右。 
（四）管理方法：

1.3月份間成蟲出現前，自地基部至0.5~1公尺處塗上石灰乳或包覆黑布、

塑膠布、硬質PE塑膠黑網或黑網，以隔絕成蟲產卵。

2.可用生石灰粉、硫黃粉：水(0.5：10)，調配煮成石灰硫黃液，冷卻後塗

刷枝幹，以預防產卵，效果可維持2個月。

3.清除枝幹附近雜草，保持乾燥通風，降低蟲卵孵化率。

4.以鐵絲鉤殺或燻殺幼蟲。

5.成蟲有趨光性，可採燈光誘殺。

6.以棉花沾殺蟲劑，直接塞入蟲孔內，再用泥土封口，以殺死幼蟲。

7.於清晨天亮前，捕捉飛翔力較差的成蟲。

圖1.星天牛成蟲 圖2.星天牛幼蟲

八、臺灣黃毒蛾(Small tussock moth、Taiwan yellow tussock mot)
（一）為害狀：在1~2齡時，成群棲息剝食葉肉，至3齡時，開始為害葉緣，並逐

漸分散，隨著蟲齡增加則啃蝕嫩枝或花穗，造成落花、落果，嚴重時僅剩

枝條或葉脈。幼蟲具毒毛不小心碰觸易引起皮膚紅腫及騷癢。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uproctis dissimilisa  Wileman, 1910
2.別名：雙線黃毒蛾、毛狗蟲(幼蟲)、毛蟲(幼蟲)、刺毛狗仔(幼蟲)、刺毛

狗蟲(幼蟲)、刺毛蟲(幼蟲)、柔毛蟲(幼蟲)、黃毒蛾。

3.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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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Lepidoptera  鱗翅目

　　　　　Family Lymantriidae  毒蛾科

　　　　　　Genus Euproctis   黃毒蛾屬

4.分布：臺灣、中國、日本。

5.為害範圍：十字花科蔬菜、豆類蔬菜、瓜類蔬菜、蘇木科、含羞草科、

蝶形花科、千屈菜科、大葉桉、桑科、大戟科、梧桐科、杜鵑花科、茜

草科、玄參科、金縷梅科、漆樹科、馬鞭草科、百合科、樟科、木樨

科、蕁麻科、使君子科、馬飆兒科、錦葵科、楊柳科、禾本科、安石榴

科、鼠李科、百香果、莧科、五加科、松類、殼斗科、柿樹科、芸香

科、紅龍果、茉莉花、楠科、山茶科、無患子科、薔薇科、桃金孃科、

菊科、石竹科、旋花科、茄科蔬菜、竹類、番木瓜科、番杏科、番荔枝

科、紫薇科、蔾科、酢醬草科、楊梅科、葡萄科、橄欖科、膽八樹科、

臺灣獼猴桃及蘭科等多種植物。

（三）生物學特性：發生以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發生8~9世代，全年可見，

幼蟲雜食性，以6~7月及10~12月間發生較多，夏季24~34天可完成1世

代，冬季即需65~83天。成蟲頭、觸角、胸部及前翅皆為黃色，翅面有2
條白色橫紋，後翅為黃白色，羽狀觸角，雄成蟲體長約10mm，翅展寬為

17~23mm，雌成蟲體長約12mm，翅展寬為28~33mm。雌成蟲晝伏夜出，

至傍晚時開始產卵，將卵產於葉上，卵粒聚集成塊，約20~80粒，上覆有

黃色之尾毛。卵為球形，最初淡黃，孵化前轉黑褐，卵期夏季為3~6天，

於春、秋季為6~11天。幼蟲齡期有5~7齡，幼蟲期夏季13~18天，冬季約

40~55天，體長約25mm，背部黑色，中線有1條黃色縱紋，內為1條紅色

的細紋。蟲體兩側帶有紅色刺毛塊斑，頭部後方有紅色小瘤狀突起，作

繭在枝葉上。蛹為黃褐色，雄蛹紡錘狀，雌蛹橢圓狀，長約12mm，腹末

端具有尾刺，蛹期夏季8~10天，冬季15~19天。 
（四）管理方法：

1.依植物保護手冊最新網路版推薦用藥施用防治。

2.摘除卵塊並集中燒燬。

3.天敵有小繭蜂(Apanteles liparidis  Senon、A. tainanensis)、臺灣絨繭蜂(A. 
tauwanenisis  Sonan)、毒蛾絨繭蜂(Apanteles liparidis  Bouche)、釉小蜂

(Euplectrus taiwanus)、黃頭細顎益蜂(Enicospilus fl avocephalus  Kirby)、
長距釉少峰(Euplectrus taiwanus Sonan)及寄生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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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小白紋毒蛾(Small tussoch moth)
（一）為害狀：幼蟲為雜食性，可為害多種作物，初孵幼蟲成群棲於嫩葉上為

害，3齡後而各自分散，開始啃蝕花蕊、幼果及葉片，嚴重時僅剩枝條或

葉脈，幼蟲及蟲繭上的毒毛觸及皮膚時會產生紅腫或過敏反應。

（二）害蟲概述：

1.學名：Orgyia postica (Walker, 1855) 
2.別名：剌毛蟲(幼蟲)、刺毛狗(幼蟲)、棉古毒蛾、灰帶毒蛾、毒毛蟲(幼

蟲)。
3.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Lepidoptera  鱗翅目

　　　　　Family Lymantriidae  毒蛾科

　　　　　　Genus Orgyia  
4.分布：臺灣、中國、爪哇、印尼、印度、西里伯、紐西蘭、婆羅洲、斯

里蘭卡、菲律賓、新幾內亞、緬甸、澳洲。

5.為害範圍：十字花科、豆類蔬菜、瓜類蔬菜、蘇木科、含羞草科、蝶形

花科、千屈菜科、大葉桉、桑科、大戟科、梧桐屬、杜鵑花科、洛葵

科、襄荷科、茜草科、玄參科、金縷梅科、漆樹科、馬鞭草科、百合

科、樟科、木樨科、蕁麻科、木麻黃、使君子科、馬飆兒科、錦葵科、

楊柳科、禾本科、安石榴科、鼠李科、百香果、莧科、五加科、松類、

圖1.臺灣黃毒蛾幼蟲為害狀 圖2.臺灣黃毒蛾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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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斗科、柿樹科、芸香科、仙人掌科、茉莉花、楠科、山茶科、無患子

科、含笑花科、薔薇科、桃金孃科、菊科、石竹科、旋花科、茄科蔬

菜、睡蓮科、竹類、番木瓜科、番杏科、番荔枝科、紫薇科、蔾科、酢

醬草科、楊梅科、葡萄科、橄欖科、膽八樹科、臺灣獼猴桃及蘭科等多

種植物。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山區，全年均可發現，主要發生於3~7
月，年發生8~9世代，每1世代所需天數，夏季為26~33天，冬季生育較遲

緩為81~89天。雄成蟲黃褐色，體長11~25mm，翅展24~34mm，腹部及前

翅上具暗褐色條斑，翅前緣中央及頂端有灰白色斑點。雌成蟲翅退化黃白

色，不具飛翔能力，體長橢圓形，長約14mm，出繭後棲息於繭的上方，

靜待雄成蟲飛來交尾，交尾後將卵於繭上，約產400~500粒，卵塊上覆有

稀疏之雌成蟲尾毛。卵粒為白色，頂端帶有淡綠色環繞紋線，一般卵期

冬季較長為17~27天，夏季為5~13天。幼蟲齡期約4~6齡，生長最適溫度

在25~30℃之間，頭部為紅褐色，背板處著生淡赤黃色，蟲體具有長毛絨

塊，長約22~30mm，發生期以2~5月最多。老熟幼蟲於老葉背上或樹皮隱

密處結繭化蛹，蛹為黃褐色，長11mm，雄蛹稍扁呈紡錘形，蛹期約5~16
天。

（四）管理方法：

1.依植物保護手冊最新網路版推薦用藥施用防治。

2.摘除卵塊及繭蛹並集中燒燬。

3.天敵有寄生蠅(Tachina larvarum Linnaeus)、小繭蜂(Apanteles posticae 
Sonan)、廣黑點瘤姬蜂(Xanthopimpla punctata  Fabricus)、毒蛾絨繭蜂 
(Apanteles liparidis  Bouche)及蟲生線蟲等。

圖1.小白紋毒蛾幼蟲 圖2.小白紋毒雌成蟲產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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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柑毒蛾(Red-readea caterpillar)
（一）為害狀：幼蟲為群聚性，可為害嫩葉、芽、花及幼果，造成葉片表皮網狀

孔洞。3齡後逐漸分散以取食成熟葉、花及果，形成缺刻及孔洞。

（二）害蟲概述：

1.學名：Olene mendosa Hubner, 1823
2.別名：刺毛狗、刺毛蟲、毒毛蟲、基斑毒蛾。

3.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Lepidoptera  鱗翅目

　　　　　Family Lymantriidae  毒蛾科

　　　　　　Genus Olene 
4.分布：臺灣、中國、巴基斯坦、日本、爪哇、印尼、印度、泰國、馬來

西亞、越南、緬甸、澳洲及斯里蘭卡等。

5.為害範圍：十字花科蔬菜、瓜類蔬菜、蘇木科、含羞草科、蝶形花科、

千屈菜科、梧桐科、杜鵑花科、茜草科、小葉欖仁、山藥、天堂鳥、木

麻黃、水丁香、玉米、甘蔗、甘藷、印度棗、安石榴、百香果、竹類、

赤楠、咖啡、臺灣獼猴桃、板栗、蘭科、木樨科、蕁麻科、使君子科、

波蘿蜜、奎寧、柿、柑橘、紅龍果、茄科、茄苳、桑、桃金孃科果樹、

茶、高粱、莧菜、無花果、無患子科果樹、番木瓜、番荔枝科、菊科、

黃麻、黑板木、楊梅、楓香、葫蘆科、葡萄、榕樹、榴槤、睡蓮、酸

棗、樟科、樹葡萄、橄欖、蕨類、錫蘭橄欖、錦葵科、蕎麥、薑、薔薇

科果樹、檬果、蘆竹、蘆筍等。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山區，雜食性，可為害多種作物及雜

草，年發生約9世代，以春、秋兩季密度較高。成蟲晝伏夜出，體色與斑

紋變化極大，雄成體深褐色，在前翅前緣有一塊灰白色斑或在亞基線基處

有一白斑，雌成蟲體型較大，體長15~25mm，翅展33~48mm，雌成蟲前

翅中室下方有多條黑褐色達亞端線縱紋。雌雄交尾產卵，卵圓球形，上半

淡黃，下半白色，直徑約0.7mm，聚集形成卵塊，約200~420粒，卵期為

4~11天。幼蟲期有5齡，幼蟲頭部紅色，蟲體為黑色及散布灰白色斑點，

第1節有黑色角形毛塊1對，第4~7節背部中央為4束直立黃白色短毛，第4
節側面毛塊為白色，第5節側面則為黑色，第10節背板有數個突起的黃、

白及黑色鑲嵌的毛塊，體長約35mm。幼蟲期約為12~43天，完成1世代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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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6天。在枝葉間結繭化蛹，蛹為黑褐色，蛹期約 6~17天左右。

（四）管理方法：

1.依植物保護手冊最新網路版推薦用藥施用防治。

2.摘除卵塊及繭蛹並集中燒燬。

圖1.柑毒蛾幼蟲 圖2.柑毒蛾成蟲

十一、咖啡木蠹蛾(White borer、Coffee borer、Red coffee stem- 
borer)

（一）為害狀：幼蟲由幼嫩頂梢或腋芽以口器咬破表皮，鑽入枝條中沿木質部蛀

食為害，形成食痕，木質部咬斷面，水份無法運移至葉片，在蒸散作用旺

盛時，引起枝條上部枯萎。幼蟲又沿髓部向上蛀食形成隧道，導致流膠或

糞便則自蟲孔排出，易受風吹襲而攔腰折斷。本蟲隨著齡期增長時，繼續

轉移至較粗枝條為害，4齡以後開始蛀食10mm以上之大枝條，導致枝條

上部枯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Zeuzera coffeae Nietner, 1861
2.別名：白柱蟲(幼蟲)、石榴豹紋木蠹蛾、咖啡豹蠹蛾、咖啡蛀蟲、咖啡

黑點蠹蛾、咖啡蠹蛾、細豹斑蠹蛾、蛀心蟲(幼蟲)、鑽心蟲(幼蟲)、鑽

骨蟲(幼蟲)、豹纹蠹蛾、麻木蠹蛾。

3.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Lepidoptera 鱗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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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 Cossidae 蠹蛾科

　　　　　　Genu Zeuzera
4.分布：臺灣、中國、爪哇、印尼、印度、婆羅洲、斯里蘭卡、孟加拉、

馬來西亞、越南、菲律賓、緬甸、柬埔寨、泰國。

5.為害範圍：九重葛、土肉桂、蘇木科、含羞草科、蝶形花科、千屈菜

科、薔薇科、無患子科果樹、錦葵科、桃金孃科、山刺番荔枝、山芙

蓉、山茶科、太陽麻、月橘、木麻黃、毛柿、可可、臺灣三角楓、白草

藤、石斑木、石榴、樟科、杜鵑花、亞麻、咖啡、青楓、垂尾桉、奎

寧、柿、柑橘、珊瑚藤、苧麻、苦楝、桂花、桑、烏桕、竹類、麻櫟、

棗、番荔枝、番龍眼、黃金果、黃麻、楊梅、楓香、葡萄、賊仔樹、槭

樹、莓、樹葡萄、橄欖、篦麻、錫蘭橄欖、檬果、鐘麻、臺灣獼猴桃及

櫸等多種植物。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平地至中海拔山區，年可發生2世代，成蟲發生於4~6
月及8~10月，體長約22mm，翅展約28~54mm，頭胸背板及翅為白色，

雌成蟲前翅為青藍色散布點紋，前緣室為10個左右成一列的點紋，前

胸背板中央兩側各有3枚青藍色點紋，雄蟲的點紋為黑色，雌雄交尾後

約產下230~1,130粒卵，產卵屬間歇性，日夜進行，卵黃色，卵長寬約

0.7 × 0.5mm，卵期9~30天。幼蟲期有7齡，發生第1代在5~8月間，第2
代為10月~翌年3月間，6~7月為幼蟲發生高峰期，以幼蟲在被害枝條內

越冬，至翌春才活動取食。幼蟲頭部黑色，體呈圓筒形赤紅色，體長約

20~45mm，幼蟲期約75~200天。老熟幼蟲體長可達60mm，吐絲結網，將

幼蟲封閉於隧道內，形成蛹室，並向外蛀一羽化孔，爾後幼蟲蛻皮進入蛹

期，蛹體紅綜色長橢圓形，長約14~27mm，腹部2~7節背面有2列的齒狀

凸起，尾端具短尾刺12根，蛹期16~36天，於夜間進行羽化，羽化後1~2
天內可交尾產卵，成蟲壽命約2~6天。

（四）管理方法：

1.依植物保護手冊最新網路版推薦用藥施用防治。

2.田間發現受害枝條及卵塊時，應予剪除燒燬及殺死幼蟲。

3.夜間懸掛黑光燈誘殺成蟲。

4.天敵有核多角病毒、紅胸益腿黃蜂(Pristomerus erythrothracis  Uchida)、
繭蜂(Bracon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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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黃綠棉介殼蟲(Green shield scale、Green soft scale、
Pulvinaria、Chinese olive scale)

（一）為害狀：成、若蟲可為害葉、芽、幼枝及果實等，以口器刺吸被害部，吸

食汁液，導致生育不佳，嫩梢枯死、落葉、落花等現象。排泄物會導致煤

煙病發生，被覆蓋部位成黑色，影響光合作用，也會誘引螞蟻前來取食。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ulvinaria psidii  Maskell, 1892
2.別名：刷毛綠棉介、楊桐綿介殼蟲、墊囊綠綿蚧。

3.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Hemiptera 半翅目

　　　　　Family Coccidae  介殼蟲科

　　　　　　Genus Pulvinaria  綿介殼蟲屬

4.分布：臺灣、千里達、小笠原群島、不丹、中國、太平洋群島、巴布亞

新幾內亞、巴布達、巴西、巴貝多、巴哈馬、日本、牙買加、以色列、

北馬里亞納群島、古巴、尼泊爾、瓜地馬拉、印尼、印度、地卡、多明

尼加共和國、安哥拉、托貝哥、百慕達、西班牙、西薩摩亞、汶萊、辛

巴威、坦尚尼亞、奈及利亞、委內瑞拉、孟加拉、所羅門群島、東加群

島、波多黎各、法屬玻利尼西亞、肯亞、阿富汗、阿爾及利亞、南非、

柬埔寨、突尼西亞、美國、美屬維爾京群島、英國、迦納、剛果、哥斯

大黎加、埃及、夏威夷群島、庫克群島、格林那定群島、格瑞那達、哥

圖1.咖啡木蠹蛾為害狀 圖2.咖啡木蠹蛾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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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普洛、泰國、烏干達、琉球群島、留尼旺、紐西蘭、馬丁尼克島、馬

來西亞、馬拉威、馬紹爾群島、馬達加斯加、高棉、基里巴斯、莫三比

克、麥克羅尼西亞聯邦、斐濟、斯里蘭卡、菲律賓、塞內加爾、塞席爾

群島、新加坡、新喀里多尼亞島、萬那杜、聖文森島、聖保羅、聖赫倫

那島、維德角、蒙特色拉特島、蓋亞那、模里西斯、墨西哥、澳洲、薩

伊、蘇丹。

5.為害範圍：丁香、大丁草屬、大花紫葳、大戟屬、天竺葵、巴西乳香、

月桂樹、木馬鞭屬、錦葵科、五加科、加勒比松、卡瓦椒、臺灣獼猴

桃、石竹科、石榴、百香果、血桐屬、佛甲草屬、夾竹桃屬、芋、豆蔻

屬、佩蘭屬、刺楤、金狗毛蕨屬、咸豐草、柿、柑橘、珊瑚藤、紅仙丹

花、紅薑花、美人蕉科、茄苳、茉莉屬、香果、香桃木、核桃、桑科、

海桐屬、破布子屬、素馨屬、無患子科、山茶科、馬蹄蓮、假虎刺屬、

常青樹、常春藤、粗皮桉、雀巢蕨、棋盤腳樹屬、桃金孃科、薔薇科、

番荔枝科、茄科、紫薇花、黃梔花、黃鐘花、棕櫚科、楊梅、落地生根

屬、酪梨、福木、蝴蝶薑屬、橄欖、燈籠草屬、錫蘭橄欖、龜背竹、

薑、檬果、雙花蟛蜞菊、繖揚、懸鈴花、露兜樹屬等。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山區，全年皆會發生，年發生3世代，

具世代重疊的現象，喜陰涼，氣溫26~27.3℃及相對濕度(RH)在72%以

下，繁殖力強，溫度高於29℃時，不適宜生存。本蟲行孤雌生殖，雌成蟲

體黃綠色，長橢圓形，前端較尖，後端鈍圓，背部稍有隆起，長約2~4.5 
mm，寬約1.5~3 mm，觸角8節，具有肛板。雌成蟲在產卵期，體背中線

褐色，產卵時向蟲體外分泌白色蠟質棉狀卵囊，此卵囊為雌蟲體2~3倍

長。每隻雌蟲約產200粒卵，卵期11~28天。完成整個生活史180~210天。

若蟲期有3個齡期，初齡若蟲體色呈黃褐至綠褐色，體橢圓形、近半透明

狀，體長約0.35 mm，具2個黑色眼點及一對長的臀刺毛，初孵化若蟲善

爬行，爬到最適宜處，固定後2~3天後即開始分泌蠟質，隨蟲體發育，蠟

質逐漸加厚。

（四）管理方法：

1.依植物保護手冊最新網路版推薦用藥施用防治。

2.冬季清園，田間發現受害枝條及卵塊時，應予剪除燒燬。

3.防治介殼蟲時，同時防除螞蟻以降低發生率。

4.天敵有六條瓢蟲(Cheilomenes sexmaculata )、蒙氏瓢蟲(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Chilocorus nigrita、Pseudazya orbigera 、蠟蚧輪枝

菌(Verticillium lecanii )、Aphycus stanleyi、Argutencyrtus luteo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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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riophryne pulvinariae、B. tenuicornis、Coccophagus bogoriensis、C. 
cowperi及Microterys nietneri等。

圖1.黃綠棉介殼蟲為害狀 圖2.黃綠棉介殼蟲若蟲

十三、黃綠介殼蟲(Green scale)
（一）為害狀：成、若蟲群集於葉之下表皮中脈及支脈兩側，亦會在嫩枝及嫩梢

上為害，主要吸食嫩枝、嫩葉汁液，並分泌蜜露，使葉片上誘發煤煙病，

阻礙光合作用，嚴重時導致落花、落葉、新梢枯死，使植株逐漸衰弱，同

時誘集螞蟻前來取食。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occus viridis  Green, 1889 
2.別名：咖啡綠介殼蟲、軟綠介殼蟲、綠介殼蟲。

3.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Hemiptera 半翅目

　　　　　Family Coccidae  介殼蟲科

　　　　　　Coccus  介殼蟲屬

4.分布：臺灣、大洋洲所屬之群島、中南美洲、中國、巴布亞新幾內亞、

巴基斯坦、日本、印尼、印度、西印度、非洲、美國、美國佛羅里達

州、夏威夷、泰國、馬來西亞、斯里蘭卡、菲律賓、越南、新加坡、新

幾內亞、歐洲、緬甸、澳洲。

5.為害範圍：人心果、山黃槴、山欖、仙丹花、臺灣膠木、白金雞納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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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奎寧、納可塔梅子、納達爾梅子、柑橘、茶、番石榴、荔枝、龍

眼、硬皮橘、黃皮、黃槴花、過山香、蒲桃、銀葉樹、緬槴、柿。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山區，全年皆會發生，春、夏季發

生密度較高，年發生4~5世代，完成1世代在夏季約需49~69天，冬季為

79~99天，雌成蟲體長1.5~3.7mm，扁橢圓形，背部內部中央有長條狀

的黑褐色條紋，初為淺綠色，體背具光澤，後期轉為黃褐色，足退化。

產卵時蟲體後半部轉變黃色，直接產卵，不分泌卵囊，卵為淺綠色，約

0.15~0.25mm，卵期10~28天，可產100粒左右。孵化後若蟲體淺黃綠色善

爬行，爬到最適宜處，固定後再分泌白色蠟狀物，足逐漸退化。

（四）管理方法：

1.依植物保護手冊最新網路版推薦用藥施用防治。

2.冬季清園，田間發現受害枝條及蟲體時，應予剪除燒燬。

3.防治介殼蟲時，同時防除螞蟻以降低發生率。

4.天敵有六條瓢蟲(Cheilomenes sexmaculata )、蒙氏瓢蟲(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Chilocorus nigrita、Pseudazya orbigera、 蠟蚧輪枝

菌(Verticillium lecanii )、Aphycus stanleyi、Argutencyrtus luteolus、

Bothriophryne pulvinariae、B. tenuicornis、Coccophagus bogoriensis、C. 
cowperi及Microterys nietneri等。

圖1.黃綠介殼蟲為害狀 圖2.黃綠介殼蟲若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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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茶避債蛾(Tea bag-worm)
（一）為害狀：為為害嫩葉、嫩枝或幼果，取食時將頭部伸出袋外，將葉咬成孔

洞和缺刻，遇危險則縮入袋中躲避，數量多時食盡葉片，僅存枝條，也可

取食嫩梢皮層和幼果表皮。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umeta minuscula  Butler, 1881
2.別名：小蓑蛾、布袋蟲、茶蓑蛾、燈籠蟲、避債蛾、蟲包、微型大蓑

蛾。

3.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Lepidoptera 鱗翅目

　　　　　Family Psychidae簑蛾科

　　　　　　Genus Eumeta  
4.分布：臺灣、中國、日本。

5.為害範圍：大花紫葳、山茶花、木麻黃、印度棗、百香果、薔薇科、杜

鵑花、孟宗竹、油茶、柿、柑橘、桂竹、桑、荔枝、茶、番石榴、番荔

枝、葡萄、楢、鳳凰木、蓮霧、橄欖、錫蘭橄欖、龍眼、櫟。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可發生2~3世代，終年可見，

成蟲出現於2~4月，6~7月及9~10月。雄成蟲自袋的下緣處伸出羽化，體

長11~15mm，翅為褐至深褐色，展翅在22~42mm，前翅上為半透明狀4~5
個斑紋，外緣中前方具2個透明斑，觸角雙櫛狀，壽命2~5天。雌成蟲淡

黃色體長12~16mm蛆形，頭小褐色，足、翅退化，第4~7腹節具淡黃色毛

帶，壽命12~5天。雌成蟲羽化後留袋中，翌日等待雄蛾飛來交配，並將

卵產於簑巢之雌蛹殼中。所產的卵為白色橢圓形，直徑約0.3 mm，約產

300~3000粒，上有覆蓋雌成蟲尾毛，卵期12~17天。幼蟲體長16~28mm，

體黃白色，腹部棕褐色，各體節背方小突起4個，成“八＂字形。第1代

幼蟲於6~8月間發生，以7~8月為害嚴重。第2世代的越冬蟲至9月出現，

幼蟲期約50~60天，孵化後l~2天則取食卵殼，後爬上嫩梢或藉風飄至附近

植株上，以細小枝梢縱綴吐絲而成袋狀，即藏匿於袋中，老齡幼蟲為黃棕

色，上有2條亞背線，在5月中下旬後陸續於袋中化蛹，雄蛹黑紫色長約

14~20mm，尾端著生2根大形尾刺，雄蛹期8~14天。雌蛹紅褐色，筒狀，

尾端著生3根尾刺，體長約25~30mm，雌蛹期10~2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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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方法：冬季清園，田間發現蟲囊時，應予剪除燒燬。

圖1.大避債蛾幼蟲 圖2.大避債蛾蛹

十五、圓翅捲葉蛾

（一）為害狀：初孵幼蟲直接於未展開的嫩葉上取食，2齡以後吐絲於嫩葉，並

捲於內面取食，幼蟲受騷擾時則會急速向後或向前或吐絲垂吊逃離，老齡

幼蟲則在被害處作薄繭化蛹。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nesteboda celligera Meyrick, 1918 
2.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Lepidoptera 鱗翅目

　　　　　Family Tortricidae 捲蛾科

　　　　　　Genus Cnesteboda  
3.分布：臺灣、中國。

4.為害範圍：柿、柑橘、荔枝、蓮霧、橄欖、錫蘭橄欖、龍眼。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世代不詳，具世代重疊現象全年

均會發生，主要發生期在5~8月間，成蟲褐、綠褐至黑褐色，翅圓形，上

具有環形花紋。

（四）管理方法：

1.冬季清園，清除田間雜草及受害枝條集中燒燬。

2.嫩梢萌發期，發現捲葉受害，應提早施藥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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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黃斑黑蝽(Tallow stink bug)
（一）為害狀：成、若蟲為害柔嫩組織及成熟果，吸取汁液，造成果實腐爛，為

害嫩葉時，常導致凋萎。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rthesina fullo  (Thunberg , 1783)
2.別名：臭大姐、臭牛、臭蟲、臭屁瘌、臭屁蟲、臭腥龜仔、麻皮蝽象、

黃星蝽象、黃斑蝽象、麻蝽象、麻纹蝽。

3.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Hemiptera 半翅目

　　　　　Family Pentatomidae 蝽科

　　　　　　Genus Erthesina 黑蝽屬

4.分布：臺灣、中國、日本、印度、安達曼、泰國、馬來西亞、斯里蘭

卡。

5.為害範圍：山芙蓉、山茶科、山楂、木麻黃、可可、甘草、甘蔗、白蠟

樹、印度棗、合歡、杜鵑花、刺槐、咖啡、油桃、油菜、泡桐、金合

歡、奎寧、柿、柑橘、柳、相思樹、茄苳、桑、烏腳綠竹、烏桕、荔

枝、草莓、麻竹、棗、棉、番石榴、番荔枝、紫荊、菊花、楊、榆、薔

薇科、楝樹、葡萄、榴槤、綠竹、蒲桃、銀合歡、蓮霧、橄欖、篦麻、

錫蘭橄欖、龍眼、檬果、懸鈴木。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山區，年發生4~5世代。成蟲黑色，長

圖1.圓翅捲葉蛾為害狀 圖2.圓翅捲葉蛾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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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約18~25 × 11.4~12.3mm。頭、前胸背板為黑色，由頭部延伸至前胸背

板中央有條小黃色縱線，頭部背方及前胸背板外緣處鑲有黃色的細邊，背

板為黑褐色，蟲體佈滿黃色或灰褐的小斑點，腿節基部淺黃褐色，脛節黑

褐色，前脛節稍扁平，於腹緣側線具臭腺可分泌臭液驅散天敵。翅鞘半膜

質尾端黑色。雌成蟲喜將卵於葉背，卵為圓形，20~30粒聚集排列，直徑

約1.6mm。若蟲5齡，初孵若蟲群聚性，體近卵形，體色黃至黃褐，背面

散布橘紅斑紋，末齡蟲體近梨形，體灰褐至棕褐色，背面散布紅斑紋。

（四）管理方法：清除卵塊集中燒燬。

圖1.黃斑黑蝽若蟲為害花穗 圖2.黃斑黑蝽成蟲

十七、臺灣青銅金龜(Cupreous chafer、Green beetle、Shiny 
chafer)

（一）為害狀：成蟲主要取食其他植物花蜜、樹液或為害柿子嫩葉，如果遇柿子

軟熟時，則開始以咀嚼式口器咬破果實表皮為害，引起果實腐爛及誘發炭

疽病，影響商售價值甚鉅。本蟲與其他金龜類會共同為害，密度高時會因

食源不足而爭鬥，並將頭部埋入果實中，不在乎外界干擾。孵化後之幼蟲

以土中腐植質為食，為害幼根，因此施用未腐熟的堆肥時，會將雌成蟲引

來產卵，密度高時，導致受害株發育不良，造成葉片黃化落葉。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nomala expansa subsp. expansa (Bates, 1866) 
2.別名：大綠金龜、甘蔗金龜、青金龜、綠金龜、雞母蟲(幼蟲)。
3.分類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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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 Coleoptera  鞘翅目

　　　　　Family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Anomala  銅金龜屬 
4.分布：臺灣、中國。

5.為害範圍：大麗花、小葉欖仁、薔薇科、山藥、番木瓜、玉米、甘蔗、

甘薯、田菁、杉木、咖啡、油桐、柿、柑橘、相思樹、茄子、破布子、

高梁、麻、棉、桃金孃科、菸草、黃麻、楊桃、落花生、葡萄、酪梨、

榕樹、構樹、鳳梨、橄欖、錫蘭橄欖、無患子科、檬果、蘆筍、鐘麻、

獼猴桃及觀葉植物等。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年發生2世代，在4~6月及

9~10月發生高峰期，具趨光性、善飛翔，常晝間棲息於陰涼處，夜間出

來取食，成蟲體型略扁於赤腳青銅金龜，比赤腳青銅金龜大，背面有青綠

色光澤稍帶細微點刻，頭部外凸，腹部為暗黃銅色平滑，腳為青紫色，

體長22~33mm，雄蟲的翅鞘後端側緣有明顯三角形翼狀伸展。卵產於土

中，每雌成蟲平均產下80~120粒卵，卵白色圓球形，直徑3mm，卵期

13~20天，孵化後之幼蟲以腐植質為食。幼蟲白色至淡黃色呈C形彎弧之

蠐螬型，體長50~55mm，蟲體較赤腳青銅金龜稍大，幼蟲齡期有3齡，可

達8~10個月。於11~12月間末齡幼蟲於根部附近作蛹室越冬，蛹為淡黃褐

色裸蛹，翌年3~4月間化蛹，前蛹期平均在35天，蛹期平均16天，羽化後

成蟲經3~11天離開蛹室。

（四）管理方法：

1.夜間以燈光配合水盤誘殺。

2.以塑膠平盤放置堆肥於內，以誘引成蟲前來產卵，並將盤內堆肥清除。

3落葉後應清理果園，勿可避免成蟲產卵其上。

圖1.臺灣青銅金龜成蟲翅翼及腿部特徵 圖2.臺灣青銅金龜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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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病蟲害發生及管理

荔枝病蟲害推薦藥劑一覽表

作用對象 藥劑名稱 劑  型 稀釋倍數
( 倍 )

安全採收期
( 天 )

安全容許量
（ppm）

露疫病

福賽快得寧 80% 可濕性粉劑 800 21
嘉賜貝芬 43% 可濕性粉劑 750 28
腈硫醌銅 55% 可濕性粉劑 500 9
鋅錳克絕 72% 可濕性粉劑 500 12
快得寧 33.5% 水懸劑 2000 6 2.0
鋅錳乃浦 33% 水懸劑 600 15 2.0
純白鏈黴菌素 700PCU/g 水溶性粉劑 800 －

炭疽病

甲基鋅乃浦 70% 可濕性粉劑 400 30 2.0
克收欣 50% 水分散性粒劑 2000 6 1.0
免得爛 80% 水分散性粒劑 500 21
亞托敏 23% 水懸劑 2000 12 1.0
甲基多保淨 70% 可濕性粉劑 1000 6
百克敏 23.6% 乳劑 3000 12
克熱淨 40% 可濕性粉劑 1500 21
得克利 25.9% 水基乳劑 1500 6
賽普護汰寧 62.5% 水分散性粒劑 2000 12

三氟敏 50% 水分散性粒劑 4000 18

腐絕快得寧 53% 可濕性粉劑 1200 6

腈硫醌 42.2% 水懸劑 1200 9 3.0

細  蛾

益洛寧 42% 可濕性粉劑 1500 25
陶斯寧 50% 乳劑 1300 18
加保利 85% 可濕性粉劑 850 15 0.5

陶斯松
40.8% 乳劑 1000 10 1.0
40.8% 水基乳劑 1000 10

第滅寧 2.4% 水懸劑 1500 9 0.2
芬殺松 50% 乳劑 1000 10 1.0
撲滅松 50% 乳劑 1000 10 1.0
加保扶 40.64% 水懸劑 800-1200 10 0.5

銹  蟎 可濕性硫黃
80% 水分散性粒劑 320 －
80% 可濕性粉劑 320 －
75% 可濕性粉劑 300 －

加保扶 40.64% 水懸劑 800-1200 10 0.5

荔枝癭蚋
加保利 85% 可濕性粉劑 850 15 0.5
陶斯松 40.8% 乳劑 1000 10 1.0
撲滅松 50% 乳劑 1000 10 1.0

軟介殼蟲、
盾介殼蟲類

礦物油
97% 乳劑 200 －
95% 乳劑 200 －

葉蟎類
賜派芬 30% 水懸劑 2500 6
芬普寧 10% 水懸劑 1000 12
得芬瑞 10% 可濕性粉劑 2000 6

膠  蟲

大滅松
44% 乳劑 1000 － 0.5
20% 乳劑 450 － 0.5

礦物油 95% 乳劑 150 －

撲滅松
20% 乳劑 400 －
50% 乳劑 1000 － 1.0

最新版請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網路更新 網址：http://www.tactri.gov.tw/htdocs/
ppmtable/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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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病蟲害發生及管理

農藥稀釋簡易計算公式

常用換算單位

1公升（L）＝1000公撮（ml）        1公斤（kg）＝1000公克（g）

 

稀釋倍數計算法

     噴霧器容量公撮（ml）數
＝該藥被稀釋之倍數

原藥用量公撮（ml）數或克（g）數

原藥用量計算法

 噴霧器容量公撮（ml）數
＝原藥用量公撮（ml）數或克（g）數

    藥劑欲稀釋之倍數

農藥稀釋倍數及用藥量對照表
容量及
種類

8 公升（1） 10 公升（1） 14 公升（1） 16 公升（1）

稀釋倍數
乳劑

（公撮）
可濕性粉劑
（公克）

乳劑
（公撮）

可濕性粉劑
（公克）

乳劑
（公撮）

可濕性粉劑
（公克）

乳劑
（公撮）

可濕性粉劑
（公克）

100 倍 80 80 100 100 140 140 160 160
200 40 40 50 50 70 70 80 80
300 27 27 33 33 47 47 53 53
400 20 20 25 25 35 35 40 40
500 16 16 20 20 28 28 32 32
600 14 14 17 17 24 24 25 25
700 12 12 14 14 20 20 23 23
800 10 10 12.5 12.5 18 18 20 20
900 9 9 11 11 16 16 18 18

1000 8 8 10 10 14 14 16 16
1200 7 7 8 8 12 12 13 13
1500 6 6 7 7 10 10 10.7 10.7
1800 5 5 6 6 8 8 9 9
2000 4 4 5 5 7 7 8 8
2500 3.2 3.2 4 4 6 6 6.4 6.4
3000 3 3 3.3 3.3 5 5 5.3 5.3
4000 2 2 2.5 2.5 3.5 3.5 4 4
5000 1.6 1.6 2 2 2.8 2.8 3.2 3.2

10000 0.8 0.8 1 1 1.4 1.4 1.6 1.6
20000 0.4 0.4 0.5 0.5 0.7 0.7 0.8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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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稀釋倍數及用藥量對照表
容量及
種類

20 公升（1） 50 公升（1） 100 公升（1） 200 公升（1）

稀釋倍數
乳劑

（公撮）
可濕性粉劑
（公克）

乳劑
（公撮）

可濕性粉劑
（公克）

乳劑
（公撮）

可濕性粉劑
（公克）

乳劑
（公撮）

可濕性粉劑
（公克）

100 倍 200 200 500 500 1000 1000 2000 2000
200 100 100 250 250 500 500 1000 1000
300 67 67 167 167 333 333 667 667
400 50 50 125 125 250 250 500 500
500 40 40 100 100 200 200 400 400
600 33 33 83 83 167 167 333 333
700 29 29 72 72 143 143 286 286
800 25 25 63 63 125 125 250 250
900 22 22 56 56 111 111 222 222

1000 20 20 50 50 100 100 200 200
1200 16.6 16.6 42 42 83 83 167 167
1500 13.3 13.3 33 33 67 67 133 133
1800 11.1 11.1 28 28 56 56 111 111
2000 10 10 25 25 50 50 100 100
2500 8 8 20 20 40 40 80 80
3000 6.6 6.6 16.6 16.6 33 33 67 67
4000 5 5 12.5 12.5 25 25 50 50
5000 4 4 10 10 20 20 40 40

10000 2 2 5 5 10 10 20 20
20000 1 1 2.5 2.5 5 5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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