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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柿（Diospyros spp.）為柿樹科（Ebenaceae）多年生落葉性果樹，在台灣從

平地至1500公尺的梨山皆有栽種。柿的分類一般分為澀柿和甜柿二大系統，澀柿

的果實需經人工脫澀處理，方能食用，台灣栽培的品種包括牛心柿及四周柿等；

甜柿的果實可在植株自行脫澀成熟，外形鮮豔美觀、口感甜脆、肉質細緻，其主

要品種為富有、次郎及花御所等。柿的營養成份極為豐富，含有維生素A、B1、

B2、C、胡蘿蔔素及鉀、鈉、鈣、磷、鐵等數種礦物元素，是人體必需的胺基酸

類來源。

因柿樹栽培技術進步，栽種面積逐年增加，依據99年台灣農業年報統計，全

國種植面積達5,300公頃，產量58,000公噸，目前以臺中市栽培面積3,100公頃為

最廣，約佔全國栽培面積三分之二，為本場轄區內重要之經濟果樹。有鑒於目前

國內有關的柿樹病蟲害因栽培面積增加而顯得更為複雜，而現有可供參考文獻資

料仍然不足，需有更新及詳盡資料提供基層農業推廣人員及農民應用，以把握適

當防治時機，減少栽培管理之困擾。

本圖說經由本場同仁調查後，將病蟲害資料及圖片彙集成冊，內容涵蓋柿樹

病蟲害之地理分布、生活史、為害範圍、為害狀、發生生態及生物學特性等。本

圖說並以不同為害等級做區分，再配合圖片說明，期能提供植物保護相關研究、

教學、推廣人員及農友的參考，以提升柿樹科病蟲害防治技術，增加農民收益。

茲值本書出版之際，謹為之序。

　　　　　　　　　　　　　　　　　　場長　　　　　　　　謹識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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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壹、前言

柿的學名為D i o s p y ro s  k a k i  L .，英文名為P e r s i m m o n，屬於柿樹科

（Ebenaceae）柿屬（Diospyros），為多年生經濟落葉性果樹，主要分布於熱

帶、亞熱帶，屬喬木或灌木，互生，單葉全緣，不具托葉。花著生葉腋，排列

成聚繖花序，常雌雄異株，合瓣花花冠為鐘狀或壺狀，花冠3~5裂，花萼3~6淺
裂，外面常被覆毛茸，雄蕊為花冠同數或為2~3倍數，花絲離生或各式合生，子

房上位，2~8或多室，漿果。所結柿果俗稱柿仔、紅柿，一般簡易區分為澀柿和

甜柿。澀柿的果實則不能在枝上脫澀，所以熟果尚澀，一般需經人工脫澀處理，

方能食用，因此水柿又稱浸柿，採收後需浸泡石灰水4~10天，依氣候而定，天

氣冷的話，需增加浸泡天數，目的是讓柿子與氧氣隔絕，以去除澀味；水柿之質

地脆且味甘，所以又名「脆柿」；澀柿包括浸柿、紅柿2種，果實較大需經脫澀

處理，供脆果用的浸柿如牛山柿、四周柿，果形較小供軟柿用的紅柿如朱紅柿、

元宵柿、正柿。甜柿的果實可在枝上自行脫澀，熟果可直接食用，其品種如富有

柿、次郎、花御所、早秋、大秋、松本早生富有；亞、歐、非洲至今均有栽培，

目前以日本較多，韓國、義大利次之，在印度、菲律賓、澳大利亞也有少量栽

培。

依據99年台灣農業年報統計，全國種植面積達5,348公頃，產量58,041公噸，

每公頃產量11,768公斤，目前以臺中市栽培面積3,165公頃為最廣，約佔全國栽培

面積三分之二，以臺中市和平區及東勢區栽培面積達2,622公頃為最廣，約佔全國

栽培面積二分之一，除了為臺中區農業改良場轄區（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重要之經濟果樹之外，亦為全國重要的經濟栽培落葉果樹區域。

臺灣地處亞熱帶，氣候高溫多溼，極適合各種病蟲害的發生與蔓延，而柿

樹從平地至800公尺或超過1000公尺的梨山皆有栽種，再加上柿樹栽植地大多

緊臨於雜木林區，坡地採放任式管理，植株高聳且施藥不易，病蟲害更是接踵

而至，常侵犯林區害蟲食源，造成林區病蟲害的反撲，加重植株的受害度，往

往造成柿株的萎凋或枯死，本文乃收集相關資料及10餘年的田間調查統計，並

詳細記載柿樹科果樹病蟲害之發生。經調查柿樹生育期易發生的病害有角斑病

（Pseudocercospora kaki Goh）、炭疽病(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白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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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llactinia kakicola）、灰黴病(Botrytis cinerea Persoon)、蒂枯病(Phomopsis 
sp.)及葉枯病(Pestalotia diosopyri)等；蟲害有粉介殼蟲(Phellinus noxius Corner)、
東方果實蠅(Bactrocera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荔枝葉蟎(Oligonychus litchii 
Lo）及斜紋夜盜蟲（Spodoptera litura  Fabricius）等。因此田間衛生管理極為重

要，適時修剪，將生長過密枝及罹病蟲枝剪除並集中燒燬，減少不必要的養分浪

圖1. 經濟栽種之甜柿果實 圖2. 甜柿之花朵

圖3. 野生之石柿花為鐘形 圖4. 野生柿之果實

圖5. 緊鄰山區之甜柿栽種區 圖6. 必須經過處理的浸柿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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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以維持果園內日照充足與通風，避免於田間形成二次感染源及中間寄主，可

降低用藥次數及施藥成本。本圖說的內容涵蓋柿樹的病蟲害概述、疫病菌害蟲生

活史、為害狀、發生生態及管理方式等，再配合圖片說明，期能提供植物保護相

關研究、教學、推廣人員及農友的參考，期能對柿樹產業的發展有所助益。

柿樹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Ebenales  柿樹目

　　　　Family Ebenaceae  柿樹科

　　　　　Genus Diospyros  柿屬

圖7. 甜柿經輔導及黏貼吉園圃標章 圖8. 田間筆柿紅熟情形

圖9. 冬季落葉後為最佳清園時期 圖10. 甜柿田間種植笤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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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樹科柿樹的種類：

中　　名 學　　名

黑柿 Diospyros digyna Jacq.

象牙柿  Diospyros egbert-walkeri Kosterm., 1977 

軟毛柿 Diospyros eriantha Champ. ex Benth., 1852 
象牙柿 ( 象牙樹 ; 烏皮石柃 ) Diospyros ferrea (Willd.) Bakhuizen, 1933 
山柿 Diospyros japonica Sieb. & Zucc., 1846 
柿 Diospyros kaki L. F. 
豆柿 Diospyros lotus L.
蘭嶼柿 Diospyros kotoensis Yamazaki, 1974 
黃心柿 Diospyros maritima Blume, 1825  
山紅柿 ( 油柿 ) Diospyros morrisiana Hance, 1852 
俄氏柿 ( 臺東柿 ) Diospyros oldhamii Maxim., 1886 
毛柿 Diospyros philippensis (Desr.) Gurke, 1891 
菱葉柿 Diospyros rhombifolia Hemsl., 1889 
楓港柿 Diospyros vaccinioides Lindl., 1825  

柿（Diospyros kaki L. F.）之經濟品系：

圖11. 富有甜柿果實 圖12. 次郎甜柿果實

4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圖13. 花御所甜柿果實 圖14. 貢柿果實

圖15. 四周柿果實 圖16. 牛心柿果實

圖17. 石柿果實 圖18. 筆柿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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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害各論

常見甜柿之病害發生時期對照表

一、炭疽病（Anthracnose）
（一）病徵：本病全年生育期間發生，主要為害新梢、嫩葉及果實等，發生於高

溫多濕或通風不良的柿園。造成新芽乾枯，罹病後中肋、側脈及葉柄出現

凹陷及龜裂病斑，果實受害初期，表面為黑色小點，後期逐漸擴大為暗褐

色圓形至橢圓形病斑，中央凹陷產生鮭紅色黏質孢子堆。

（二）病原菌

1.學名：有性世代：Glomerella cigulata (Stonem.) Spaulding et Schrenk
　　　　   無性世代：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Penz.) Sacc.

2.異名：Ascochyta rufomaculans (Berk.) Berk. 1860、Botryosphaeria 
gregaria、Caulochora baumgartneri Petr. 1940、Colletotrichum annonicola 
Speg. 1910、Colletotrichum brachysporum Speg. 1919、Colletotric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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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donianum Nolla 1927、Colletotrichum coffeophilum Speg. 1919、
Colletotrichum dracaenae Allesch. 1902、Colletotrichum exiguum Penz. 
& Sacc. 1884、Colletotrichum fructigenum (Berk.) Vassiljevsky 1950、
Colletotrichum iresines F. Stevens 1927、Colletotrichum montemartinii 
rohdeae Traverso 1903、Colletotrichum passifl orae F. Stevens & P.A. Young 
1925、Colletotrichum peregrinum Pass. 1890、Colletotrichum xanthiiHalst. 
1893、Gloeosporium aurantiorum Westend. 1854、Gloeosporium catechu 
Syd. & P. Syd. 1913、Gloeosporium citricola Speg. 1889、Gloeosporium 
cocophilum Wakef. 1913、Gloeosporium crini Sacc. 1908、Gloeosporium 
depressum  Penz. 1882、Gloeosporium fructigenum  Berk. 1856、
Gloeosporium hesperidearum Catt. 1879、Gloeosporium intermedium 
Sacc. 1880、Gloeosporium intermedium limoniae-australis Penz. 1884、
Gloeosporium intermedium subramulosum Sacc. 1880、Gloeosporium 
macropus Sacc. 1878、Gloeosporium magnoliae Pass. 1890、Gloeosporium 
mutinense  Traverso 1903、Gloeosporium nitidulum  Speg. 1889、
Gloeosporium nubilosum Pass. 1890、Gloeosporium oleandri Sacc. 1908、
Gloeosporium patella Penz. & Sacc. 1884、Gloeosporium peleae F. Stevens 
1925、Gloeosporium puiggarii Speg. 1919、Gloeosporium rhododendri 
Briosi & Cavara 1892、Gloeosporium roseolum Bres. 1915、Gloeosporium 
rufomaculans (Berk.) Thüm. 1879、Gloeosporium sphaerelloides major 
Penz. 1882、Gloeosporium tabernaemontanae Speg. 1891、Gloeosporium 
torquens Syd. & P. Syd. 1913、Glomerella acaciae Yamam. & S. Ito 1961、
Glomerella bromeliae F. Stevens & Weedon 1927、Glomerella cincta 
(Stoneman) Spauld. & H. Schrenk 1903、Glomerella fructigena (Berk.) 
Sacc. 1905、Glomerella microspila Syd. 1939、Glomerella phormii (J. 
Schröt.) D.F. Farr & Rossman 2006、Glomerella piperata (Stoneman) 
Spauld. & H. Schrenk 1903、Glomerella rubicola (Stoneman) Spauld. & 
H. Schrenk 1903、Glomerella rufomaculans (Berk.) Spauld. & H. Schrenk 
1903、Glomerella rufomaculans rufomaculans (Berk.) Spauld. & H. Schrenk 
1903、Gnomoniopsis cincta Stoneman 1898、Gnomoniopsis cingulata 
Stoneman 1898、Gnomoniopsis fructigena (Berk.) G.P. Clinton 1902、
Gnomoniopsis piperata Stoneman 1898、Gnomoniopsis rubicola Stoneman 
1898、Guignardia cephalotaxi (Syd., P. Syd. & Hara) Sacc.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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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stegium phormii (J. Schröt.) Theiss. 1916、Laestadia cephalotaxi Syd., 
P. Syd. & Hara 1913、Neozimmermannia elasticae (Zimm.) Koord. 1907、
Phomatospora elasticae Zimm. 1901、Physalospora acaciae Kaz. Itô & 
Shibuk. 1956、Physalospora coffeicola Speg. 1919、Physalospora gregaria 
Physalospora phormii J. Schröt. 1894、Septoria rufomaculans Berk. 1854、
Vermicularia gloeosporioides Penz. 1882、Vermicularia microchaeta Pass. 1890

3.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Sordariomycetes  糞殼菌綱

　　　Family Glomerellaceae  小叢殼科

　　　　Genus Glomerella（無性世代）

　　　　Genus Colletotrichum（有性世代）

4.分布：全世界。

5.寄主範圍：各種熱帶作物及果樹類等。

6.為害等級：★★★★★

7.生活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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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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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病為潛伏感染性病害，未成熟果實受到感

染，並未直接出現病徵，當果實成熟後或組織軟化、褪色時，病斑開始蔓

延及擴大。

（四）管理方法：

1.減少氮肥的使用量，套袋前施藥防治，可有效減輕被害。

2.應實施清園，撿拾落果，燒除罹病枝。

3.田間應趁早預防性的施藥，可減少受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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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炭疽病為害果實徵狀 圖2. 炭疽病於果實底部為害造成腐爛

圖3. 炭疽病為害葉片情形 圖4. 炭疽病為害葉片(正面)引起破葉現象

圖5. 炭疽病為害葉片背面病徵 圖6. 炭疽病為害枝條引起潰瘍病徵

圖7. 蟲害果易引發炭疽病發生 圖8. 炭疽病斑上所產生之孢子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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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染果病

（一）病徵：本病可為害枝條、果萼及幼果等，葉片上未見徵狀，並於枝條組

織內越冬，翌年春季為害幼果。於初春謝花後，氣候溫差大、多濕，且通

風不良的柿園內最易被侵染。受害果萼或幼果密布黑色小斑點，病斑處隆

起，偶爾融合成大塊斑。隨果實發育病斑逐漸蔓延，後期病斑周緣產生不

正常黃化，並提早落果等現象。

（二）病原菌

1.學名：有性世代：Glomerella sp.

圖9. 炭疽病病原孢子 圖10. 提早套袋可降低炭疽病的為害

圖一、炭疽病發生及防治時期對照表

註：▼為防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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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性世代：Colletotrichum acutatum Simmonds 

2.異名：Colletotrichum acutatum acutatum J.H. Simmonds 1965、Glomerella 
acutata Guerber & J.C. Correll 2001

3.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Sordariomycetes  糞殼菌綱

　　　Family Glomerellaceae  小叢殼科

　　　　Genus Glomerella（無性世代）

　　　　Genus Colletotrichum（有性世代）

4.分布：台灣、中國、日本。

5.寄主範圍：柿樹類。

6.為害等級：★★★

7.生活史：病原菌可在枝條組織內越冬，通常病斑上菌絲在15℃以上即可

形成分生孢子，潛伏期7~10天，至翌年3月下旬藉風雨飛濺侵入幼果及果

萼，發病溫度在15~25℃。

（三）發生生態：本病為潛伏感染病害，多濕及通風不良的環境下最易罹病，未

成熟果實受到感染，直接出現點狀病徵，組織軟化或褪色。通常在早春果

實分化期受害較嚴重。

（四）管理方法：

1.應實施清園，燒除罹病枝。

2.田間應趁早預防及施藥，可減少受到感染。

圖1. 污染果病為害甜柿果實病徵 圖2. 污染果病主要為害柿果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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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斑病（Angular leaf spot）
（一）病徵：最初於葉片形成淡黃色之褪斑，邊緣不甚明顯，罹病部葉脈逐漸黑

化，呈現蜘蛛網狀。後期病斑逐漸褐化及邊緣黑化，病斑受限制於葉脈維

管束而呈多角形。嚴重時會提早落葉或落果。

（二）病原菌：

1.學名：Pseudocercospora kaki Goh & W. H. Hsieh 

2.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Dothideomycetes  座囊菌綱

　　　Order Mycosphaerellales  球腔菌目

　　　　Family Mycosphaerellaceae  球腔菌科

　　　　　Genus Pseudocercospora（無性世代）

3.分布：台灣、中國、日本、美國、韓國。

4.寄主範圍：柿。

5.為害等級：★★★★★

6.生活史：該病病原菌分生孢子梗淡褐色，直立或微彎曲，大小約為15~27 
× 3~4.5μm，著生於子座上，子座球形40~50 × 45~70 μm，分生孢子為

桿狀，1~5隔膜，大小為40~66 × 2~4μm，在田間可殘存8個月左右。本

病一般可潛伏在落葉或前一年殘留的枝條上，以菌絲形態越冬，至翌年

4~5月間菌絲形成分生孢子，藉著風雨由新葉氣孔侵入，孢子從發芽到侵

入氣孔約為6天左右，侵入葉組織後菌絲在細胞間隙游走，潛伏期30～40

圖3. 污染果病為害果萼病徵 圖4. 受害的果實會提早黃化，病斑具裂紋

12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天才出現病斑。

（三）發生生態：

　　柿角斑病於1866年美國印第安納州首次發現，在台灣於1931年日本人

澤田氏首先發現，在當時尚不太嚴重。近年來，新品種的引進台灣，栽培

面積不斷擴大，蔓延至中海拔地區，在溫度30℃左右及高濕下最易發病，

溫度高於40℃或最低10℃以下較難罹病。在6月陸續出現病徵，以平地

（石岡、新社）最早發生，7月間病葉已出現邊緣黑色之褐化病斑，病斑

受限制於葉脈維管束而呈多角形。濕度高時，於葉背病斑處產生灰色的分

生孢子叢。以7~9月間為發病盛期，至9~10月間提早落葉或落果，嚴重影

響果實的品質與產量。

（四）管理方法：

1.勿增施氮肥，應均衡使用磷鉀肥，以強健樹勢。

2.田間清潔衛生，以清除田間枯枝、落葉以減少感染源。。

3.田間應趁早預防性之施藥，可減少受到感染。

圖1. 角斑病為害甜柿葉片 圖2. 葉脈限制角斑病病勢的進展

圖3. 角斑病可與其他病害共同為害葉片 圖4. 對光下可檢視角斑病為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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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落葉後角斑病仍可在葉片上殘存 圖6. 角斑病病原孢子

圖7. 角斑病病原孢子發芽情形 圖8. 防鳥網影響角斑病的發生率

圖9. 早期發生的角斑病會提前落葉 圖10. 早期罹角斑病防治錯誤引起落葉（左）

圖11. 結果期罹角斑病引起落葉 圖12. 結果期的角斑病防治錯誤引起落葉(左)

14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四、白粉病（Powdery moldew）

（一）病徵：本病主要為害葉片，病原菌也會感染枝條，受害枝條隔年發育後，

成熟度不佳，產生不易著花、落葉及落果現象。受害葉背初期產生一層白

色粉末，至後期轉為黃褐色或灰褐色病斑，病斑不受葉脈限制，可見黑色

突起的小顆粒狀著生。

（二）病原菌

1.學名：Phyllactinia kakicola Sawada 

2.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圖13. 生育中後期的角斑病開始大發生 圖14. 新芽萌發期的角斑病早已殘存於果園中

表一、甜柿角斑病施藥防治時期

註：▼為防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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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Order Erysiphales  白粉菌目 
　　　　Family Erysiphaceae  白粉菌科

　　　　　Genus Phyllactinia 

3.分布：台灣、中國、日本。

4.寄主範圍：柿。

5.為害等級：★★★★★

6.生活史：病原菌菌絲體於葉背著生，分生孢子梗單枝，長柄狀，頂端

膨大具乳頭狀突起，約18.5~40.2 × 58.5~96.5μ m。子囊果聚生扁圓

球形，直徑約130~281μm，以165~220μm最多，附屬絲針形，基部

膨大，頂端鈍圓，約5-18條，長146~465μm，無隔膜，無色，直徑

的 0.8~2.4μm。子囊黃色至黑褐色，橢圓形至長橢圓形，約5~19個，

17.5~40 × 45-94μm，內有子囊孢子2個，橢圓形或卵形，22.5~48 × 
15~24.6μ m。

（三）發生歷史：

1937年由草野後助（ Kusano）於日本東京採集得到，1904年發表，送

至英國由Salmon（1905發表）比對鑑定為 Phyllactinia corylea（Pers.）
Karst.。後來日本人澤田兼吉於1930年，發現Phyllactinia kakicola Saw.
的分生孢子和子囊孢子均較P. corylea大，子囊孢子總數是2個，附屬絲

的長度與子囊果直徑的比值更大，並重新命名為Phyllactinia kakicola 
Saw.。

（四）發生生態：

1.於秋冬季，氣溫降至15℃以下，子囊果在罹病葉上形成，並於落葉上成

熟越冬；另外，子囊果亦可附著於當年生枝條上潛藏越冬，至隔年花芽

或葉芽形成時，感染嫩枝，造成更嚴重的為害。

2.夏季高溫雖阻礙生長，但巧遇高濕或有足夠的飽和濕度，葉片雖乾，但

分生孢子仍可發芽。

3.夏、秋季如遇乾燥氣候，但晨間有霧及日夜溫差大（中、低海拔山區）

的環境下，也會發生為害。

4.多雨季節會抑制病原菌的進展。

5.補植的砧木（豆柿）冬季延遲落葉，形成感染源，應注意田間衛生的管

理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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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甜柿於3月底開始抽芽，至4~5月氣溫回升時，越冬的子囊果如

遇15~25℃溫度時，則釋放子囊孢子，藉風（主要南風）傳播至嫩葉

上，由嫩葉的氣孔或水孔侵入，初期葉片背面散布直徑約1.0mm左右

的小黑色點，上覆有白粉病菌絲及少量的分生孢子。6月間分生孢子

再由風的傳播，形成第2次感染源，並於高濕度下經24小時發芽後再

行侵入。7~8月間氣溫升高，病勢進展受到抑制，蔓延遲緩，9~10月
間天氣轉涼後，雨水減少，果實成熟前，開始形成大量分生孢子，

病斑才迅速擴大，在葉背產生一層白色粉末，迅速的轉為黃褐色至

灰褐色病斑。罹病後期可見黑色突起的小顆粒狀著生，此為有性世

代之子囊果，隨著病葉掉落土中越冬，或以子囊果型態在芽體內潛

伏越冬。翌年春季再釋放子囊孢子藉風傳播繼續感染嫩葉。

（五）管理方法：

1.於9月入秋後夜間有露水，極適宜本病發生，為主要的防治時期，趁早施

藥防治，施藥時，地面應行噴施以降低感染源。

2.農民於採收後留葉行光合作用，蓄積明年植體所需之養份，造成葉片遲

緩脫落及腐爛，病原菌仍殘留於葉上，增加防治之困難度，建議落葉

後，地面應噴施殺菌劑及尿素增加落葉腐爛速度。

3.落葉後的越冬防治仍以藥劑為主，應實施全園噴灑及配合清園方式，燒

除罹病枝。

4.初春萌芽時，田間應趁早預防及施藥，可減少受到感染。

圖1. 白粉病為害葉片之正面病徵 圖2. 白粉病為害葉片之背面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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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田間豆柿為白粉病病原寄主之一 圖4. 白粉病病勢進展不受葉脈限制

圖5. 白粉病為害葉片背面病徵 圖6. 白粉病受害嚴重時導致葉片黑化

圖7. 葉片早期受白粉病為害情形 圖8. 白粉病為害成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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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蒂枯病（Sepal blight）
（一）病徵：本病可為害果萼、短果枝、果梗及枝條等組織，主要以為害甜柿果

萼為主。在甜柿落葉期間以菌絲在枝條組織內殘存越冬，至隔年甜柿開花

結小果後，孢子藉由雨水的飛濺傳染，受害初期在綠色的果萼出現褐色小

點，並逐漸擴展融合成大病斑，在綠色果萼上漸漸的形成一圈黑褐色斑，

形成黑色圈紋，因此農民又稱黑眼圈，受害果萼生長不佳逐漸褐化，發生

嚴重時，果實脫落僅留果萼在枝條上。

（二）病原菌

1.學名：Phomopsis sp. 

2.別名：黑眼圈

3.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Order Diaporthales  間座殼目

　　　　Family Valsaceae  黑腐皮殼菌科

　　　　　Genus Phomopsis（無性世代）

圖一、白粉病發生及防治時期對照表

註：▼為防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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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布：台灣、中國、日本。

5.寄主範圍：柿。

6.為害等級：★★★★★

7.生活史：病原菌於被害枝條上形成的孢子隨雨水飛濺至健康植體為唯一

的傳染源，病原菌可在枯枝上生存數年之久。有性世代之子囊果普遍存

在發病嚴重的枯枝皮層中，子囊果大小為340~1260 × 46.5~86.3μm。子

囊孢子長橢圓形無色，大小14.5~17.5 × 6.0μm。無性世代柄子殼於枯枝

或果實表皮下形成，為暗褐色扁圓形或圓形，直徑35~45μm。柄孢子分

兩型，α型卵圓形孢子無色，單孢，兩端稍鈍，內有2個油孢，大小約

5~9 × 2.5~4μm；另一形未見發芽，為β型絲狀孢子，無色，單孢，細

長，有一端彎曲，不含油孢，大小約20~30 × 0.75~1.5μm。柄孢子成熟

後，於潮濕環境下自柄子殼口溢出。

（三）發生生態：本病害在甜柿謝花後（3月底至4月中），開始結小果時，由果

萼表面侵入，再擴展至小果上。病原菌在28~30℃為生長適溫，25~28℃為

分生孢子發芽適溫。

（四）管理方法：

1.剪除罹病枝條，集中燒燬。

2.避免氮肥過量施用，減少徒長枝及降低2次梢的感染。

3.嫁接的接穗或使用的根砧，必需是健康植株，可避免病原菌從罹病組織

上再次感染健株。

圖1. 蒂枯病為害甜柿果實及果萼 圖2. 田間罹蒂枯病幼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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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葉枯病（Pestalotia leaf spot）
（一）病徵：主要為害葉、枝梢及果實。

（二）病原菌

圖3. 蒂枯病為害甜柿幼果造成果實脫落 圖3. 蒂枯病為害甜柿果萼造成黑眼圈情形

圖5. 蒂枯病為害甜柿僅留果萼 圖6. 蒂枯病黑眼圈逐漸增大，並感染相鄰花朶

圖7. 果萼上的蒂枯病病原菌絲 圖8. 蒂枯病病原菌絲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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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名：Pestalotia diosopyri Sydow；Pestalotia theae Sawada

2.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Order Hypocreales  肉座菌目

　　　　Genus Pestalotia（無性世代）

3.分布：台灣、中國、日本。

4.寄主範圍：柿。

5.為害等級：★★★★

6.生活史：本病由於病原及病徵的差異，可區分為葉斑型葉枯病及輪紋葉

枯病二種，此兩型葉枯病病原菌皆可在罹病枝條上之越冬，翌年產生孢

子，藉雨水飛濺傳播。

葉斑型葉枯病

病原菌：Pestalotia diosopyri  Sydow
發生於4~5月春梢期間，感病初期於葉片上出現黑色小黑斑，病斑擴張速

度緩慢，病葉易碎，罹病後期病斑褐色直徑約5~7mm，外緣黑褐色。遇潮

濕環境，中央形成黑色分生孢子堆，分生孢子梗無色纖細狀，分生孢子紡

錘形5室，中央3室深褐色，6.5~8.5 × 16~21μm，兩端為無色透明狀，分

生孢子頂端著生附絲2~3條，10~16 × 1~1.5μm。

輪紋葉枯病

病原菌：Pestalotia theae Sawada
發生於8 ~ 9 月間，受害葉片形成輪紋形紅褐色病斑，迅速蔓延，直徑約

20~30mm大小，圓形至不規則形。於潮濕的環境下，罹病部位產生黏性密

狀黑色孢子堆。一般在長期陰雨或颱風過後受害特別嚴重。

（三）發生生態：本病菌以菌絲及孢子型態在病葉上殘存。孢子經風雨傳播，經

受傷之傷口侵入。

（四）管理方法：

1.徹底清除落葉，減少田間感染源。

2.避免氮肥施用過量，增加有機肥的使用。

3.適當的整枝修剪，以保持通風及日照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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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潮濕下，葉枯病菌於病葉上產生黑色孢子 圖2. 輪紋型葉枯病病斑

圖3. 葉枯病病徵 圖4. 葉斑型葉枯病病葉易碎

圖5. 受害葉片葉緣燒焦病徵 圖6. 葉枯病病斑於葉中擴展

圖7.  葉枯病受害末期葉片枯焦、落葉 圖8. 濕度高時罹病幼葉之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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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灰黴病（Gray mold）
（一）病徵：本病的發生於4~5月間，為害嫩葉，在20~25℃且潮濕多雨的環境

下發病。病原菌由嫩葉葉緣尖端部侵入感染，初期為淡綠色直徑大小約

0.5~1mm水浸狀病斑，後逐漸擴展，約在1/2葉緣焦枯後向內捲曲，嚴重時

造成新梢生長困難。若遇(18~23℃)多濕之梅雨季時，罹病葉片病斑迅速蔓

延，擴展為直徑約為20~30mm的大病斑，後轉為輪紋狀黑褐色斑。本病在

陰雨多濕環境下，也會為害花瓣及果萼，受害部位長出灰綠色黴狀物。果

圖9. 罹病幼葉葉背病徵 圖10. 葉枯病與褐根病共同為害狀

圖11. 葉枯病菌為害果實初期病徵形 圖12. 葉枯病為害果實後期病徵

圖13. 颱風過後葉枯病為害狀 圖14. 葉枯病為害後造成落葉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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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受害時，於果面上會密布小黑點。 

（二）病原菌

1.學名：Botrytis cinerea Persoon ex Fr 

2.別名：貴腐霉菌、台灣灰黴病菌、柿葉褐紋病。

3.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Order Helotiales  柔膜菌目 
　　　　Family Sclerotiniaceae  核盤菌科

　　　　　Genus Botrytis（無性世代）

4.分布：臺灣、日本、美國、歐洲、義大利、紐西蘭、韓國、地中海地區

及美國加州等。

5.寄主範圍：梨、柿、葡萄、楊桃、草苺、胡瓜、番茄、樹葡萄、番石

榴、櫻桃、柑橘、百合、洋桔梗、杜鵑花、山茶花等花卉類及蔬菜類。

6.為害等級：★★★★★

7.生活史： 本病原菌於植株上未見有性世代；無性世代之分生孢子柄具

單枝或分枝，長約280~550 × 12~24μm，深褐色，頂端膨大，上有著生

小突起，分生孢子則產於小突起上面，單生，橢圓形直徑約7.43~7.6 × 
9~9.77μm，無色透明，遇潮濕則散布出來。菌核於低溫（15℃）潮濕下

形成，黑色，直徑約0.1~1.8 × 0.4~9.9μm。

（三）發生生態：於1988年 4月在嘉義縣番路鄉牛心柿園首次發現，本病普遍分

布於平地至高海拔山區，病原菌可在植株殘體上存活，通常以菌核型態越

冬，如遇氣候適宜，再由葉片上以菌絲形態產生分生孢子，孢子再由風雨

傳播感染。在低溫潮濕下，分生孢子可藉由空氣傳播，經嫩葉之氣孔或水

孔侵入而感染。如遇當年的氣候高溫乾燥，則不利於本病之發生。

（四）管理方法：

1.合理化施肥，避免增施基肥，造成氮素肥料超量，引發徒長枝及落果，

增加罹病率。

2.氮素肥料超量，造成葉片及枝條延緩成熟，C/N比小於1，不利於抗病性。

3.應實施清園，配合整枝修剪，保持果園之通風，可降低本病二次感染源。

4.撿拾落果、落葉或枝條，並集中燒燬，必要時清除園中的雜草。

5.田間應趁早預防性施藥，可減少受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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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萌芽期灰黴病為害嫩葉 圖2. 受害葉片葉緣或葉尖褐化反捲

圖3. 灰黴病為害葉片造成葉片變形 圖4. 枝梢過密或徒長枝過多易引發灰黴病

圖5. 通風不良或隱密處灰黴病易發生 圖6. 灰黴病發生有特定的時期

圖7. 灰黴病為害的葉片不易長大及開展 圖8. 灰黴病發生於葉背之塊狀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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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灰黴病為害果萼造成褐化 圖10. 灰黴病為害果萼放大圖

圖11. 成熟果受灰黴病為害情形 圖12. 潮濕多雨環境下，果實罹病狀

圖一、灰黴病發生及防治時期對照表

註：▼為防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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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褐根病（Brown root rot）
（一）病徵：一般出現慢性萎凋(slow decline)徵狀。病勢進展速度慢，地下部最

先受害，對應地上部葉片陸續脫水橫捲，在日照強烈或蒸散作用旺盛時，

受害更加嚴重，經數日至數月後葉片邊緣葉脈開始褐化，邊緣逐漸開始脫

水乾枯。持續降雨後，偶爾恢復，但萌發之葉片較小，至秋冬季，葉片提

早黃化落葉。另外一種，罹病株發生急速萎凋現象，病勢進展非常快速，

葉片黃化乾枯，死亡後，葉片與果實並不立刻脫落，可留於枝上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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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病原菌

1.學名：Phellinus noxius (Corner) Cunningham, 1965  

2.異名：Fomes noxius  Corner 1932、Phellinidium noxium  (Corner) 
Bondartseva & S. Herrera 199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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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us Phellinus 

4.分布：亞洲與紐西蘭、澳洲等熱帶地區。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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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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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為害等級：★★★★★

7.生活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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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葉片變薄、變小或捲葉，生長衰弱，冬季提早落葉，

地際處根部表面轉黑，逐漸感染木質部，根部腐爛，養水分失調。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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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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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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病目前仍未能有效防除的方法，應於病株枯死後，掘起樹根集中燒燬或

施用碳酸石灰改良土壤的酸鹼度，以降低本病的發生。病原菌會產生斷

生孢子(arthrospore)與鹿角菌絲(trichocyst)，於培養基下生長迅速，菌絲

無色至黃色，直徑為2~4μm，擔孢子無色平滑，卵形至橢圓形，大小約

3~4 × 4~6μm。

（三）發生生態：分布於海拔低於800公尺之山區或平地，通常栽培於酸性、

貧瘠土壤、重植區或新墾殖地易罹病，病原菌可在植株殘根中存活5~10
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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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管理方法：

1.目前無推薦藥劑，重植時，可用挖土機挖除罹病根系，避免殘根成寄主。

2.田間除草時勿傷及莖基部及樹根，以避免病原菌介由機械傷口侵入，造

成感染。

3.使用健康種苗，避免由疫區購買種苗或土壤，以免攜帶病原菌。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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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勿使用病區的土壤或河砂來覆蓋果園，以免將病原菌帶入健康園區。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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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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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改良土壤，增施石灰或蟹殼粉，以提高土壤pH值，增加植株耐病力。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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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田間應加強管理，可減少受到感染。

圖1. 褐根病之莖基部為病徵 圖2. 挖開表土時，莖基部罹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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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削開表皮罹病處組織褐化狀 圖4. 罹病根部組織褐化腐敗

圖5. 罹病植株漸至衰弱褐化 圖6. 罹病死亡後，可見其他腐生真菌

圖7. 罹病植株提早落果及萎凋 圖8. 葉片蒸散作用旺盛，易引發葉片萎凋

圖9. 罹病植株慢性萎凋葉片提早黃化、落葉 圖10. 罹病葉脈處紅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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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褐根病蔓延情形 圖14. 於罹病株下再植新株並無法改善罹病情形

九、根朽立枯病

（一）病徵：在梅雨季節持續降雨後，罹病株的根部或地際處莖部偶而會長出子

實體（Ganoderma lucidum）。子實體為不規則之覆瓦狀，反轉孔面朝上，

菌絲初期為白色至黃褐色，而後褐化成不規則之網狀褐色或深灰褐色，子

實體覆於樹幹基部，逐漸往根及莖擴展，受害主幹木質部黑變轉褐色，後

期腐朽轉為白色，至整株枯死為止。病原菌（Xylaria s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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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葉片變薄、變

圖11. 罹病株結果後，葉片逐漸黃化萎凋 圖12. 受褐根病感染後植株落葉情形

圖15. 於隔年後新株已罹病並開始落葉 圖16. 罹病後死株病原菌亦能感染新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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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或捲葉，生長衰弱，冬季提早落葉，地際處根部表面轉黑，逐漸感染木

質部，根部腐爛，養水分失調。

（二）病原菌

1.學名：Ganoderma lucidum (W. Curt. Fr.) Karst., 1881 
2.異名：Boletus ramulosum fl abelliformis (Leyss.) J.F. Gmel. 1792、Boletus 

supinus castaneus (Weber) J.F. Gmel. 1792、Polyporus laccatus laccatus 
(Timm) Pers. 1825。

3.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Basidiomycota  擔子菌門

　　Class Basidiomycetes  擔子菌綱

　　　Order Polyporales  多孔菌目

　　　　Family Ganodermataceae  靈芝科 
　　　　　Genus Ganoderma   

1.學名：Xylaria sp.
2.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Order Xylariales  炭角菌目

　　　　Family Xylariaceae  炭角菌科 
　　　　　Genus Xylaria    

4.分布：台灣、中國、韓國、日本。

5.為害範圍：果樹類及雜木。

6.為害等級：★★

7.生活史：發生之地上部徵狀與褐根病略相似，但罹病之根部及地際部，

通常不黏沾土塊、粉末或小石粒，偶爾可見灰白色或黃褐色之菌絲體。

（三）發生生態：炭角菌（Xylaria sp.）為植株衰弱後在枯枝或樹皮上發生的子

囊菌類，為黑色圓形子座，乳狀突起，聚生，瓶狀子囊。通常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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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管理方法：本病目前仍未能有效防除或減少病原的方法，應於病株枯死

後，掘起樹根集中燒燬或施用碳酸石灰改良土壤的酸鹼度，才能有效的降

低本病的發生。其防治與褐根病防治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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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胴枯病 (Canker of persimmon)
（一）病徵：在5~7月間，新梢逐漸停止生長，葉片及枝梢漸至成熟後，由枝梢

頂端發病，葉緣兩側向上捲起，葉表面失去光澤下垂枯黃，並向基部或鄰

枝蔓延，枝梢轉為深褐色，與健康枝條形成水浸狀紋路，皮目破裂，蒸散

作用強時，枝梢迅速萎凋枯死。罹病嚴重時，由細枝條逐漸向主幹蔓延，

造成主幹表皮龜裂而影響植株生育，隔年再由罹病處再萌新芽，新梢生長

勢差、枝條不充實，落花、落果及果實發育不佳，甚至新芽萌發不久後褐

化死亡。

（二）病原菌

1.學名：Phomopsis fukushii Tanaka et Endo

2.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圖1. 根朽立枯病為害造成局部病徵 圖2. 罹病地基處組織褐化

圖3. 根朽立枯病為害蔓延情形 圖4. 罹病死株病原菌亦可感染健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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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Order Diaporthales  間座殼目

　　　　Family Valsaceae  黑腐皮殼菌科

　　　　　Genus Phomopsis（無性世代）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柿、梨。

5.為害等級：★★★★★

6.生活史：病原菌於被害枝條上形成的孢子隨雨水飛濺至健康植體為唯一

的傳染源，最適發病溫度為25℃。有性世代之子囊果大小為340~1260 × 
46.5~86.3μm。子囊孢子長橢圓形無色，大小14.5~17.5 × 6.0μm。無性

世代柄子殼於枯枝下形成，為暗褐色扁圓形或圓形，直徑35~45μm。柄

孢子分兩型，α型卵圓形孢子無色，單孢，兩端稍鈍，內有2個油孢，

大小約5~9 × 2.5~4μm；另一形未見發芽，為β型絲狀孢子，無色，單

孢，細長，有一端彎曲，不含油孢，大小約20~30 × 0.75~1.5μm。

（三）發生生態：在高溫多濕的氣候最易罹病，病原菌主要由傷口侵入，因此田

間整枝修剪之傷口，或種植太密相互磨擦，造成傷口，有利於本病的發生

及蔓延。

（四）管理方法：

1.冬季清園或萌芽前，可施用石灰硫磺合劑，可有效減輕被感染。

2.於冬季落葉後，應實施清園，剪除罹病枝條集中燒燬。

3.田間操作後，應趁早施藥預防，可減少受到感染。

圖1.胴枯病為害狀 圖2.胴枯病為害引起表皮剝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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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圓斑落葉病 (Circular leaf spot)
（一）病徵：可為害葉片及葉脈。初呈黑褐色圓形或不規則狀病斑，約3~5mm，

中央灰白或灰紅色，外緣黑色，似角斑病但較不受葉脈限制，在病班上密

生黑色小點，為病原菌子囊果。老葉受害時，於病斑外圍產生綠色圈紋；

受害嚴重時，造成生育期間急速落葉。

（二）病原菌

1.學名：Mycosphaerella nawae Hiura et Ikata 

2.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Dothideomycetes  座囊菌綱

　　　Order Mycosphaerellales  球腔菌目

　　　　Family Mycosphaerellaceae  球腔菌科

　　　　　Genus Mycosphaerella   

3.分布：台灣、中國、日本、韓國。

4.寄主範圍：柿。

5.為害等級：★★

6.生活史：子囊孢子長橢圓形，內有8個孢子，6~12 × 2.4~3.6μm。病原菌

發病溫度及分生孢子發芽在20~25℃。

圖3. 胴枯病為害後植株漸至衰敗 圖4. 胴枯病為害後葉緣缺水褐化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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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生生態：本菌原菌以菌絲或分生孢子在病葉及枝條上越冬，翌年3~4月
釋放子囊孢子，發芽後由氣孔侵入，但並不發病；潛伏期長達2~3.5個月，

至入秋後有露水時，開始初出現病徵。

（四）管理方法：同角斑病

1.合理化施肥，勿過度使用氮素肥料，可有效減輕被害。

2.應實施清園，剪除罹病枝集中燒燬。

3.田間應趁早預防性施藥，可減少受到感染。

圖1. 圓斑落葉病為害葉片初期病徵 圖2. 罹病下位葉最先黃化脫落

圖3. 圓斑落葉病為害葉片初期病徵為黑褐色 圖4. 罹病斑外圍逐漸呈水浸狀，內部轉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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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黑星病 (Black spot)
（一）病徵：可為害葉、嫩梢及果實等。在幼葉葉脈或嫩梢受害時，產生許多小

黑斑，沿著嫩梢及葉脈蔓延，逐漸合併成大黑斑；葉面受害時，產生圓斑

或多角形病斑，約1~6mm，病斑中央為灰白色，外緣部為黑色；至罹病後

期病斑上長出黑色黴狀物，在6~7月間提早落葉。果實受害時呈現 2~7mm
圓形或不規則形黑色病斑，以果頂部受害最烈，在病組織中間硬化為瘡痂

狀，嚴重時導致落果。

（二）病原菌：

1.學名：Fusicladium levieri Magnus 

2.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圖5. 幼葉罹圓斑落葉病徵狀 圖6. 圓斑落葉病病組織放大

圖7. 罹病後期病斑外圍轉為黑色 圖8. 罹病病斑後期葉部背面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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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 Hypocreales  肉座菌目

　　　　Genus Fusicladium    
3.分布：台灣、中國、日本。

4.為害範圍：柿。

5.為害等級：★★

6.生活史：在病斑上形成分生孢子，分生孢子橢圓形，14~33 × 3~6μm。

病原菌生長最適溫度約20℃，超過30℃或低於10℃皆不利其生長。分生

孢子發芽適溫約22℃。

（三）發生生態：本病以菌絲、分生孢子在葉片、果實及枝梢上越冬；翌年3~4
月間產生分生孢子，成為初次感染源，藉風雨傳播，孢子發芽後由葉表皮

細胞間隙侵入，潛伏期約7~10天。

（四）管理方法：

1.合理化施肥，勿過度使用氮素肥料，可有效減輕被害。

2.應實施清園，撿拾落果，集中燒燬罹病枝。

3.田間應趁早預防性施藥，可減少受到感染。

圖1. 黑星病為害果實病徵 圖2. 罹病果實病斑放大

圖3. 黑星病為害葉片病徵 圖4. 黑星病為害葉片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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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黑星病為害成熟果實病徵 圖6. 黑星病為害造成果實畸形

十三、疫病（Phytophthpra bud and leaf blight）
（一）病徵：主要發生於幼株新葉及新芽，被害初期新梢及葉片出現水浸狀褐色

斑點，病斑逐漸擴大，顏色轉深，至後期新梢及嫩葉下垂萎凋。

（二）病原菌：

1.學名：Phytophthora sp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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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tophthora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柿。

5.為害等級：★

7.生活史：本菌大小約 40~70 × 31~55μm，兩側不對稱，孢囊有乳狀突起

(Papilla)。遇不良環境則可形成圓形的厚膜孢子，大小約 25~40μm。

（三）發生生態：本菌性喜高溫，菌絲生長最適溫度在 24~32℃，最高生長溫度

可達37℃，最低為8℃。

（四）管理方法：

1. 清除田間罹病枝葉集中燒燬。

2. 雨季來臨時噴施保護性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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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疫病為害果蒂 圖6. 疫病為害果實

圖3. 長期下雨疫病於枝葉上的病徵 圖4. 疫病菌絲

圖1. 疫病為害嫩葉 圖2. 疫病為害花朶造成萎凋

十四、白紋羽病（White root rot）
（一）病徵：罹病葉片初期缺乏正常光澤，因為吸水功能喪失，導致葉片膨壓下

降，呈現失水萎凋狀。繼之開始黃化落葉，後期植株逐漸衰弱、枯死。挖

取根部，發現本病初期為害細根，產生白色菌絲纏繞蔓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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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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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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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llinia necatrix Prill.（有性世代）

               Dematophora necatrix（Hartig）Berlese,1883（無性世代）

2.異名：Hypoxylon necatrix  (Berl.  ex Prill .) P.M.D. Martin 1968、
Pleurographium necator (R. Hartig) Goid. 1935。

3.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Order  Xylariales  炭角菌目

　　　　Family  Xylariaceae  炭角菌科

　　　　　Genus  Rosellinia（有性世代）

　　　　　Genus  Dematophora（無性世代）

4.分布：全世界。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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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為害等級：★★★★

（三）發生生態：本菌於12~28 ℃皆可生長，20~28 ℃生長最佳，多發生於緯度

較高或高冷地區，在低窪潮濕地、排水不良處發病嚴重。其發生條件為栽

植過密、定植過深、培土過高、排水不佳、土壤過酸、耕作傷根、有機質

缺乏及管理不當等。病原菌亦可攀附在「香附子」的走莖上進行傳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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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新根。

（四） 管理方法：目前無推薦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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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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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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潁雀椑」。

圖3. 白紋羽病羽狀菌絲 圖4. 白紋羽病為害根部

圖1. 白紋羽病為害地基處 圖2. 白紋羽病為害根部所產生的菌索

圖5. 白紋羽病於根部上的菌絲 圖6. 白紋羽病防治研發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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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Phyllosticta leaf blight
（一）病徵：本病可為害果萼、葉片及枝條，形成不規則圓形黑色，中央灰白

色至灰褐色略凹陷，周圍為黑褐色至黑色環圈，病斑上密生黑色小點為本

菌之柄子殼，柄子殼內著生柄孢子，病斑亦會相互連接而呈不整形的大塊

斑。

（二）病原菌

1.學名：Phyllosticta morrisianae C. C. Chen,1968（無性世代）

               Guignardia sp. （有性世代）

2.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Order Dothideales  座囊菌目

　　　　Family Botryosphaeriaceae  葡萄座腔菌科

　　　　　Genus Guignardia（有性世代）

　　　　　Genus Phyllosticta（無性世代）

4.分布：台灣、中國。

3.為害範圍：柿。

4.為害等級：★★★

5.生活史：有性世代之子囊孢子，在枯葉上子囊果內形成，為主要的傳

染源，全年均可發生，以冬季低溫時形成量最多，子囊孢子約在落葉

40~180天成熟，如遇到高濕度及溫度在20~30℃，30~60天就能形成子囊

孢子。5~9月間溫度在25~30℃，雨量充沛、日照充足，極適合子囊孢子

釋放，子囊果圓或扁球形，黑色，殼內有8個子囊孢子，子囊孢子為近紡

垂形，無色單孢，吸收雨水或露水後由子囊果內彈射出來，經由風雨飛

濺至植株上，成為初次感染源，發芽後以附著器附著在葉片上表皮，再

以侵入釘直接侵入細胞壁潛伏於葉片內，而被感染的病葉掉落地上後，

其內病原菌則形成翌年的感染源。無性世代為柄子殼及精子器表生，圓

形至扁圓形，黑色，無孔口。柄孢子為無色單孢，為橢圓形，內有數個

油粒，遇溼時孢子發芽後產生附著器侵入寄主表皮細胞，形成柄子殼，

成熟後，隨即從柄子器內向外溢出，再次感染健康葉片，整年均可發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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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P. morrisianae 病斑放大 圖4. P.morrisianae (上)與其他病害共同為害情形

圖1. Phyllosticta morrisianae 葉面病斑 圖2. P. morrisianae 葉背病斑

（三）發生生態：樹齡高或樹勢衰弱者，極易受感染為害，在4~5月是病菌感染

葉片的時期，在雨量及日照充足的條件下，極易感染葉片，相反的，地面

過度潮濕或乾燥的環境，子囊孢子產生最少，皆不利於本病發生。

（四）管理方法：

1.清除田間落葉、枝條或剪除罹病枝條及葉片，集中燒燬。

2.避免氮肥過量施用，減少徒長枝及降低2次梢的感染。

3.選擇健康苗木，可避免病原菌從罹病組織上再次感染健株。

十六、葉赤枯病（Phyllosticta red leaf blight）
（一）病徵：本病為害葉片及枝條，不規則紅色至紅褐色圓斑，中央略凹陷，周

圍為紅色至紅褐色環圈，上密布黑色小點為本病菌之柄子殼，柄子殼內著

生柄孢子，病斑亦會相互連接而呈不整形的大塊斑。

（二）病原菌

1.學名：Phyllosticta diospyri C. C. Chen,1967（無性世代）；

　　       Guignardia sp. （有性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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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Order Dothideales  座囊菌目

　　　　Family Botryosphaeriaceae  葡萄座腔菌科

　　　　　Genus Guignardia（有性世代）

　　　　　Genus Phyllosticta（無性世代）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柿。

5.為害等級：★

6.生活史：有性世代之子囊孢子，在枯葉上所形成的子囊果潛伏，本病全

年均可發生，以冬季低溫時形成量最多，如遇到4~5月間高濕度及溫度在

20~30℃，雨量充沛、日照充足，極適合子囊孢子釋放，子囊殼圓或扁球

形，黑色，每子囊內有8個孢子，子囊孢子為近紡垂形，無色單孢，吸收

雨水或露水後由子囊殼內彈射出來，經由風雨飛濺至植株上，成為初次

感染源，發芽後以附著器附著在葉片表皮上，再以侵入釘直接穿入葉片

內，而被感染的病葉掉落地上後，其內病原菌則成為翌年的感染源。無

性世代為柄子殼及精子器表生，圓形至扁圓形，黑色，無孔口。柄孢子

為無色單孢，為橢圓形，內有數個油粒，遇濕時孢子發芽後產生附著器

侵入寄主表皮細胞，形成柄子器，成熟後，隨即從柄子器內向外溢出，

再次感染健康葉片。

（三）發生生態：4~5月是病菌感染葉

片的時期，在雨量及日照充足

的條件下，極適宜感病，如地

面過度潮濕或乾燥的環境，子

囊孢子產生最少，皆不利於本

病之發生。

（四）管理方法：

1.清除田間落葉，集中燒燬。

2.選擇健康苗木，避免病原菌從

罹病組織上再次感染健株。
圖1. 葉赤枯病葉面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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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赤衣病（Pink disease）
（一）病徵：本病主要為害枝條，初期被害部位略呈凹陷，表皮顏色較為深色，

有少量樹汁液滲出，隨後龜裂，裂處逐漸乾枯，其上著生白色蜘蛛網狀菌

絲，後期轉為淡紅色，罹病枝幹內部組織轉為暗褐色或灰褐色。遇潮濕環

境時，菌絲沿著枝條向上下蔓延，纏繞整個枝條皮層，造成上方枝葉萎凋

及枯死。

（二）病原菌

1.學名：Erythricium salmonicolor（Berk et Br）Burds

2.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Basidiomycota  擔子菌門

　　Class Basidiomycetes  擔子菌綱

　　　Order Polyporales  多孔菌目

　　　　Family Phanerochaetaceae 
　　　　　Genus Erythricium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可可、咖啡、枇杷、柿、相思樹、荔枝、茶、梨、楊桃、橄

欖、龍眼、檬果、蘋果。

5.為害等級：★

6.生活史：被害枝條上著生粉紅色黴狀物為擔孢子，擔孢子無色單孢，基

部較尖，頂端較鈍，大小9~17.0 × 7.0~17μm。擔孢子可藉雨水傳播，低

溫時不產生擔孢子。

圖2. 葉赤枯病葉背病徵 圖3. 葉赤枯病葉面正光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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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生生態：田間傳染源大多來自罹病株，夏季高溫多雨的環境下為害，尤

其在梅雨季節、通風或日照不

佳處最易發生。 

（四）管理方法：

1.目前無推薦藥劑，應實施清

園，配合整枝修剪，並燒燬罹

病枝條。

2.在12~2月間菌絲尚未侵入枝條

表皮組織前，行適當的整枝修

剪罹病枝，並集中燒燬，保持

通風、日照良好。
圖1. 感染赤衣病的初期病徵

圖2. 感染赤衣病後期表皮剝離及枯死 圖3. 感染赤衣病植株死亡情形

十八、藻斑病（Algal spot）
（一）病徵：主要發生在成熟葉片上下表皮或枝幹上，初期在被害部長出約

1~2mm的圓形小斑點，呈現黃褐色或紅褐色，後病斑逐漸擴大，多呈圓

形，為毛絨狀黃綠色斑，枝條受害時表皮龜裂枯死，引起上半部枯死。

（二）病原藻

1.學名：Cephaleuros virescen Kunze 

2.異名：Cephaleuros densus Kunze ex E. M. Fries、Phycopeltis hawaiiensis 
J.W. King

3.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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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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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布：臺灣、美國及巴西及熱帶地區的國家等地。

5.為害範圍：土肉桂、大花紫葳、大葉山欖、大葉桃花心木、大頭茶、

小西氏石櫟、小葉黃楊、山香圓、山茶花、山葡萄、山龍眼、月橘、

木棉、可可、台灣獼猴桃、石榴、光蠟樹、印度棗、印度紫壇、印度橡

膠樹、江某、羊蹄甲、肉桂、李、杏、杜英、杜鵑、咖啡、奇異果、枇

杷、板栗、波蘿蜜、油茶、玫瑰、阿伯勒、青剛櫟、星蘋果、柿、相思

樹、紅毛丹、紅淡比、紅楠、美人樹、胡桃、香楠、桂花、桃、荔枝、

茶、梅、梨、蛋黃果、無花果、番木瓜、番石榴、番荔枝、番龍眼、

紫薇花、菊花、愛玉子、椰子、楊桃、楊梅、落花生、葡萄、酪梨、榕

樹、蒲桃、樟樹、蓮霧、檀香、樹杞、樹葡萄、橄欖、錫蘭橄欖、龍

眼、檳榔、檬果、雞公花、饅頭果、櫻花、櫻桃、柑橘等，普遍發生於

熱帶果樹及木本植物等百餘種以上。

6.為害等級：★★★★

7.生活史：本病分為2種病徵，第一種由綠色頭孢藻(Cephaleuros viresc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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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囊梗大小約

1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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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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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發生生態：本病終年發生，夏季多雨潮濕之際，在枝葉茂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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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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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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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煤煙病（Sooty mold）
（一）病徵：一般農民稱為煤病或黑煙，主要受木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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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阻礙葉片光合作用，引起樹勢衰弱現象。果實被害時，污染果實外

觀而降低商品價值。

（二）病原菌

1.學名：Aithaloderma clavatisporum H. & P. Syd.、Chaetoscorias vulgare W. 

圖3. 田間藻斑病罹病病徵 圖4. 感染藻斑病的葉面病徵 

圖1. 感染藻斑病的枝條病徵 圖2. 罹病處組織褐化情形

圖5. 藻斑病病斑局部放大 圖6. 藻斑病的葉背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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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am、Meliola diospyri Syd.、Phaeosaccardinula javanica (Zimm.) W. Yamam.。

2.異名：Capnodium javanicum Zimm.、Chaetothyrium javanicum (Zimm.) 
Boedijn 1931、Deslandesia javanica (Zimm.) Bat. & Cif. 1962、Limacinia 
javanica (Zimm.) Sacc. & D. Sacc. 1905、Limacinula javanica (Zimm.) Höhn.。

3.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Dothideomycetes   座囊菌綱

　　　Order Capnodiales 煤炱目

　　　　Family Capnodiaceae 煤炱科

　　　　　Genus  Aithaloderma
　　　　　Genus  Chaetoscor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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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Order Meliolales  小煤炭菌目

　　　　Family Meliolaceae  小煤炭菌科

　　　　　Genus Meliola    

4.分布：臺灣及東南亞各國。

5.為害範圍：熱帶果木類及灌木

類植物。

6.為害等級：★★★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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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煤煙病為害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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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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藉將菌絲片

段傳播至健康植株的葉片及枝條上。

（三）發生生態：本病全年均會發生，通常是疏於管理，通風不良，日照不足地

區發生，而且該病菌為多犯性，可以感染許多種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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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粉介殼蟲所分泌蜜露誘發煤煙病 圖5. 煤煙病污染果實 

圖2. 煤煙病為害葉面產生剝離現象 圖3. 煤煙病為害果萼

二十、地衣（Lichen）
（一）病徵：別名地耳或地木耳，特別在高濕溫暖地區，地衣附著在寄主組織

上，由空氣、雨水及樹皮吸取養分，並產生灰綠、灰白或藍綠色地衣，大

小直徑約 30~100mm，嚴重時影響光合作用，並遮蓋樹皮及皮孔，阻礙呼

吸及蒸散作用，引起落葉、樹皮龜裂，最後使樹勢衰弱。

（二）地衣菌絲體

1.學名：Physica spp.、Cladonia spp.

51

貳、病害各論貳、病害各論



2.分類地位：

Kingdom  Fungi  真菌界

　Phylum  Ascomycota  子囊菌門

　　Class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Order Lecanorales  茶漬目

　　　　Family Cladoniaceae  石蕊科

　　　　　Genus Cladonia   

3.分布：全世界。

4.寄主範圍：果樹類及林木類。

5.為害等級：★★

6.生活史：地衣屬於藻類和真菌共生的植物類型，藻類能行光合作用製

造有機物，供自給和菌類所需養分，菌類能吸收無機鹽類和水分，供藻

類進行光合作用及保護地衣濕度，因此非絕對寄生。其組成地衣的藻類

有念珠藻 (Nostoc )、共球藻 (Trebouxia )和堇青藻 (Trentepohlia )等藍藻

和綠藻等。一般結構又可分為上皮層、藻胞層、髓層和下皮層等4種；

依其形態區分有三種，即葉狀（植體平鋪，僅由假根狀的菌絲與附著體

相邊臨，易於分開。）、殼狀（植體緊貼在樹皮或石頭上，彼此間緊密

相連，很難分開。）和枝狀（植體直立或下垂，絲狀，為多數片段有分

枝。），也有一些種類為過渡類型。

（三）發生生態：周年均會發生，發

生於日照通風不良或疏於管理

之陰濕地區，可自營生長，產

生孢囊，並釋放游走子，藉風

雨飛濺或昆蟲攜帶，傳播至健

康組織，主要感染成熟葉片、

樹幹及枝條。

（四）管理方法：目前無推薦藥劑，

應實施清園，配合整枝修剪，

保持植株通風及日照良好。 圖1. 地衣為害主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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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南方根腐線蟲（Root rot nematode）
（一）病徵：造成主根及根毛腐爛，導致吸水困難，並誘致其他病原菌寄生，則

地上部黃化，植株生長勢逐漸萎黃及衰弱。

（二）病原線蟲

1.學名：Pratylenchus coffeae（Zimmermann）Filipjev & Stekhoven

2.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Nematoda 圓形動物門

　　Class Secernentea 胞管腎綱

　　　Subclass Diplogasteria
　　　　Order Tylenchida
　　　　　Suborder Tylenchina
　　　　　　Family Pratylenchidae
　　　　　　　Subfamily Pratylenchinae

3.分布：臺灣、巴西、日本、加那利群島、瓜地馬拉、印尼、印度、多

圖4. 地衣為害枝幹造成表皮枯死 圖5. 地衣寄生於主幹導致植株衰弱 

圖2. 落葉期為地衣防治適期 圖3. 地衣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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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加、西印度群島、委內瑞拉、波多黎各、南非、美國、夏威夷、泰

國、菲律賓、澳洲、薩爾瓦多等地。

4.為害範圍：可為害87種植物，包括重要的果樹、蔬菜、花卉及糧食作物。

5.為害等級：★

6.生活史：根腐線蟲之長度約0.34~0.8 mm，雌、雄成蟲體型皆為線形，唇

部扁平，具口針(stylet)，長約14~20μm ，口針基部有結球。食道腺體後

部與腸相互重疊於腹部上，排泄孔開口近食道腺體之頂端處；陰門在該

體長約70~80%的地方，為單一生殖腺，蟲體體環細小，體壁上約有4~8
條側線，雌蟲尾部圓錐形或長橢圓形，雌蟲體型較雄蟲大，雌蟲交配後

將卵於根系組織內，1齡在卵中蛻皮，孵化後再經3次蛻皮成為成蟲。

（三）發生生態：周年發生，以等比級數繁殖，可經灌溉水蔓延，寄主地基部殘

根未清除乾淨，則在根部上殘存3~5年，因此防治不易。 

（四）管理方法：目前無推薦藥劑供參考，應慎選健康苗木，選擇不受線蟲污

染的土壤或灌溉水，前期作如

為薑、茄科或葫蘆科作物殘體

的土壤，極易受到線蟲污染，

因此除了清園之外，並配合土

壤消毒來殺滅線蟲。施用苦茶

粕、篦麻粕或甲殼素等物質

伴入土中亦有降低線蟲密度效

果。另外栽種萬壽菊、孔雀草

可預防土壤線蟲增殖。 圖1. 南方根腐線蟲成蟲

圖2. 柿園坡地混植種薑情形 圖3. 薑為南方根腐線蟲的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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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苔蘚（Bryophyta）寄生類植物

（一）徵狀：在寄主枝幹上產生綠色苔狀物，密度低時對植株生育並無傷害，但

密度高時，會阻塞樹皮及皮孔，影響寄主呼吸及蒸散作用，而減少養份的

吸收，造成樹勢逐漸衰弱及死亡，亦為病蟲藏匿場所，增加防治成本。

（二）苔蘚植物

全世界約有23,000種苔蘚植物，苔綱包含330屬，約8000種苔類植物；

蘚綱包含近700屬，15000種蘚類植物；角苔綱（Anthocerotopsida）則

有4屬近100種角苔類植物，例如,地錢(Marchantia sp.)。其他尚有苔綱

（Hepaticae）、蘚綱（Musci）等。

1.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rchantiophyta  地錢門

　　Class Jungermanniopsida  葉蘚綱

　　　Order Marchanti
　　　　Family Marchantiaceae  
　　　　　Genus Marchantia 

2.分布：全世界。

3.為害範圍：熱帶及亞熱帶植物

4.為害等級：★★

5.生活史：苔蘚類包括苔類、角蘚及蘚類等，周年發生，有世代交替現

象，可以自營現象，並非絕對寄生。苔類部份沒有特化的根、莖及葉；

蘚類部份則有莖及葉的雛形。所有苔蘚植物都不具維管束的構造，不易

輸水，因而限制體形與高度。但是具有假根可自空氣、雨露及樹皮上取

得養份。苔蘚植物具有雌雄生殖器官之配子體，能產生配子。雄生殖

器成熟後釋出精子，精子可藉水媒進入雌生殖器內，使卵子受精。受精

卵發育為孢子體。孢子體具有孢蒴，內生有孢子，孢子成熟後可隨風飄

散，在適當環境下，孢子萌發為絲狀構造。此原絲體會產生芽體，再由

芽體發育成為配子體。

（三）發生生態：一般在通風、日照不足或疏於管理之陰濕環境下發生。 

（四）管理方法：目前無推薦藥劑供參考，受寄生植株應適度整枝修剪，保持日

照、通風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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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病毒病

（一）病徵：受害葉片部位變形捲曲，葉色濃綠相嵌，葉片發育不良，變小、簇

生狀。

（二）病原體

1.分類地位：Viruses病毒

2.分布：台灣。

3.為害範圍：柿。

4.為害等級：★

（三）發生生態：發生於4~6月間，可經整枝修剪傳至健康株，罹病株生育不

佳，結果率降低。

（四）管理方法：

1.目前無藥劑防治，發生時應砍除病株，集中燒燬。

2.選擇健康苗木。

3.避免無埋土的機械傳染。

圖1. 苔蘚類為害枝幹 圖2. 苔蘚類為害造成表皮枯死

圖1. 病毒病為害葉片病徵 圖2. 病毒病為害造成葉片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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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大葉楓寄生 (Leafy mistletoes、Sweetgum-loving scurrula)
（一）為害狀：柿被寄生後，葉片變小、減產，果實變小，對病蟲害之抵抗力

低，嚴重時導致植株枯死。

（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Taxillus liquidambaricolus (Hayata) Hosokawa, 1936 

2.異名：Loranthus liquidambaricolus Hayata、Phoradendron flavescens、
Scurrula liquidambaricolus (Hay.) Danser.。

3.別名：大葉桑寄生、大葉楓寄生、赤柯寄生、桑寄生、楓寄生。

4.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Santalales  檀香目

　　　　Family Loranthaceae  桑寄生科

　　　　　Genus Taxillus  鈍果桑寄生屬  

5.分布：台灣、中國。

6.寄生範圍：八角、山茶科、山漆、木棉、冬青、朴、灰木、夾竹桃、

杜英、油桐、扁柏、柿、相思樹、桂花、烏皮九芎、莢蒾、楓香、榆、

構、槐、銀杏、樟屬、薔薇科。

7.為害等級：★★★★

（三）發生生態：屬高等寄生植物，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常綠寄生

小灌木。常綠寄生小灌木，莖幹小枝灰色無毛，具灰黃色凸起皮孔，小

枝被覆暗灰色短絨毛。葉互生或近於對生，厚革質，長橢圓形，先端鈍

圓或近於圓形，基部尖銳，長

約30~80mm，寬約20~50mm，

葉柄長約10~15mm。花期 8~9 
月，聚繖花序腋生，花梗、花

萼與花冠上均被覆褐色短絨

毛，花冠狹長圓筒狀，紫紅

色，長約25mm，先端 4裂，約

6mm，寬約1.5mm，雄蕊4枚，

花柱絲狀，長約25mm，子房下 圖1. 大葉楓寄生寄生於柿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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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1室，1枚胚珠，果實為漿果，倒圓錐狀，具瘤狀突起，長約6~7mm，

徑約3mm。

（四）管理方法：

1.剪除被害枝條、大葉楓寄生及柿寄生。

2.掘除被害株。

二十五、柿寄生 (Dwarf mistletoes)
（一）為害狀：柿被寄生後，葉片變小、色澤變淡、減量產少、果實變小，對病

蟲害之抵抗力低，嚴重時導致植株衰敗。

（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Viscum angulatum Heyne, 1830

2.異名：Viscum diospyrosicolum Hayata  

3.別名：桐木寄生，棱枝槲寄生

4.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Santalales  檀香目

　　　　Family Viscaceae  槲寄生科

　　　　　Genus Viscum  槲寄生屬  

5.分布：台灣、中國。

6.為害範圍：柿、殼斗科、樟、薔薇科。

7.為害等級：★

（三）發生生態：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之闊葉林區，於高溫多濕的氣候下發

生，屬高等寄生性植物，果實成熟後具有彈射性，將種子拋射至寄主上，

發芽時以吸盤及吸器穿入樹皮內寄生。

為小灌木，株高30~50mm，淡綠色至黃綠色，莖為2~3歧分枝，節間微

扁，具縱稜2~3條，長1.5~2.5mm，寬3.5~6mm，頂端鈍圓，基部狹窄，葉

對生，退化為鱗狀葉。花單性，聚繖花序，單生或成聚生於葉腋上，雄花

被片4，長1~1.5mm，卵圓形，雌花被片 3~4，長1.5~2mm，長圓形，合生

於子房上，花藥多孔室。果長橢圓形，漿果，黃色至橙黃色，長40~60mm，

直徑35~40mm，果皮具黏性膠質，4~12月間為開花至果成熟期。

（四）管理方法：剪除被害枝條，並挖掘剪除被害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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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蟲害各論

常見甜柿之蟲害發生時期對照表

第一章、尾目彈（Collembola）

第一節、長角跳蟲科（Entomobryidae） 

一、長角跳蟲（Spring tail）
（一）為害狀：一般藏匿在捲葉蛾的為害葉中，時與捲葉蛾幼蟲共存，多取食捲

葉蛾為害後的乾枯皮屑，也取食菌類，但對植株生育影響不大。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ntomobrya sp.

2.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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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Entognatha  內口綱

　　　Order Collembola  彈尾目

　　　　Family Entomobryidae  長角跳蟲科

　　　　　Genus Entomobrya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柿、荔枝、楊桃、蓮霧、橄欖、龍眼、檬果。

5.為害等級：★

（二）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全年發生，以8~10月間發生較

多，生活史為卵、仔蟲及成蟲等3個階段，無翅，屬於無變態害蟲。腹部

第1節具有腹管可緊貼地面，第4節有彈跳器，善跳躍，足部退化，僅具腿

節及脛跗節，末端有爪。口器為咀嚼式，體長1.9~2.6mm，體色淡黃色。

圖1. 長角跳蟲若蟲放大 圖2. 另一種長角跳蟲

第二節、等節跳蟲科（Isotomidae） 

一、等節跳蟲

（一）為害狀：一般藏匿在捲葉蛾的為害葉中，或與捲葉蛾幼蟲共存，以取食

莖、葉表皮乾枯皮屑，也取食葉表菌類，但對植株生育無太大影響。

（二）害蟲概述：

1.學名：Isotoma sp.

2.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Entognatha 內口綱

　　　Order Collembola 彈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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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 Isotomidae 等節跳蟲科

　　　　　Genus Isotoma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柿、荔枝、橄欖、龍眼。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海拔山區，

終年發生，以9~11月間發生較多，

生活史為卵、若蟲及成蟲等3個階

段，無翅，屬於無變態害蟲。腹部

第1節具有腹管可緊貼地面，第4節
有彈跳器，足部退化，僅具腿節及脛、跗節，末端有爪。口器為咀嚼式，

體長3mm，體型略粗短，前胸基部帶有白色長毛，腹部末節具有纖毛， 

第二章、直翅目（Orthoptera） 

第一節、蟋蟀科（Gryllidae） 

一、台灣大蟋蟀（Formosan giant cricket）
（一）為害狀：成蟲、若蟲皆可為害植株根部，以新植幼株受害最劇，受害植株

衰弱，下位葉萎黃陸續脫離，本蟲於植株下鑿洞，再將幼根搬入洞穴中取

食，白晝躲於地下巢室中，黃昏時出來求偶及為害，具趨光性，於夜間在

水銀燈下可見，通常巢穴深達50~100cm左右，一巢穴僅一隻蟋蟀。

（二）害蟲概述：

1.學名：Brachytrupes portentosus (Lichtenstein,1796)

2.別名：土伯仔、土猴、大土狗、大蟋蟀、巨蟋、度伯、肚扒仔、肚猴、

促織、蛐蛐兒。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Orthoptera 直翅目

　　　　Family Gryllidae 蟋蟀科

　　　　　Genus Brachytrupes  

圖1. 等節跳蟲若蟲

61

參、蟲害各論參、蟲害各論



4.分布：台灣、中國、爪哇、印度、馬來西亞。

5.為害範圍：十字花科蔬菜、甘蔗、甘藷、李、豆薯、咖啡、奎寧、柿、

柑橘、紅豆、胡麻、苧麻、桑、桃、泰國麻、荔枝、茶、馬鈴薯、梅、

梨、魚藤、麻竹、棉、番木瓜、番石榴、番荔枝、菸草、菜豆、落花

生、葡萄、綠竹、綠豆、樹薯、橄欖、錫蘭橄欖、龍眼、鐘麻。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普遍分布於平地至800公尺山區，台灣蟋蟀中體型最大，年

發生1世代，於夏、秋兩季為害。成蟲體深褐色，長32~45mm，壽命可達

2~3個月，觸角為鞭狀，較蟲體長，頭部為圓形，前胸背板有縱溝1條，蟲

體為褐色至暗褐色，腹部側邊為黃褐色。翅為黑褐色，雄蟲腹側具楔狀斑

紋，雌蟲無此斑紋。成蟲後足腿節發達，脛節上有刺2列，在5~7月間陸

續羽化，雌成蟲具產卵管，7~9月間產卵，卵淡黃色圓筒形略彎曲，長約

4.5mm，約產100~200粒，塊狀排列產於巢室內，上面以土覆蓋，卵期長

約30日，孵化後靜置於巢穴中4~5日，爬出後另築新穴。若蟲期為8~10個
月，頭部及前胸背板顏色較淡，腹部灰黃褐色，具翅芽，經5~7次蛻皮後

才轉變成成蟲。

（四）管理方法：

1.灌水法：於洞孔中滴數滴石油，再將洞孔灌滿水，5~10餘分鐘即可見蟋

蟀自洞孔中爬出而死亡。

2.掘取法：傍晚蟋蟀求偶時爬至洞口鳴響，觀其洞穴方向，離蟋蟀洞孔

50~100mm深處以直立鐵鏟向內鏟，阻斷蟋蟀進入洞中，再將其捕殺。

3.誘毒法：將甘藷切成10mm小片，上調少許花生油，再沾黏砒酸鉛或亞

砒酸等有毒物質，置於巢孔內毒殺。

圖1. 台灣大蟋蟀成蟲 圖2. 台灣大蟋蟀若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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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鉦蟋科（Mogoplistidae）

一、台灣奧蟋

（一）為害狀：成蟲、若蟲皆可為害葉片及幼果，棲息於樹上或草叢上，取食

柿葉果皮，造成葉片缺刻及柿果皮破損，誘發其他病害，影響商品價值甚

鉅。

（二）害蟲概述：

1.學名： Ornebius formosanus (Shiraki, 1911)

2.異名：Ectadoderus formosanus Shiraki, 1911、Ectatoderus formosanus 
Shiraki 1911。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Orthoptera 直翅目

圖3. 台灣大蟋蟀洞穴 圖4. 台灣大蟋蟀蛻皮

圖5. 台灣大蟋蟀頭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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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 Mogoplistidae  鉦蟋科

　　　　　Genus Ornebius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柿。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

拔山區，成蟲體橙黃色，觸角細

長，無翅，具一對產卵管，長約

10~14mm，前胸背板呈梯形，腹部

外露灰褐色，中胸背板上緣具弧狀

紋路，腿節兩側具有棘刺，後腳比

前腿粗。

二、錘鬚鉦蟋

（一）為害狀：成蟲、若蟲皆可為害葉片，常見棲息樹上，取食葉片造成葉片缺

刻，柿果發育期間，亦可為害果皮誘發其他病害。

（二）害蟲概述：

1.學名：Ornebius fuscicerci (Shiraki, 1930) 

2.別名：錘須奧蟋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Orthoptera 直翅目

　　　　Family Mogoplistidae  鉦蟋科

　　　　　Genus Ornebius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柿。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屬中小型，雌成蟲體淺褐色至灰

褐色，無翅，前胸背板及腹背板有數條的白色環紋，具細長的產卵管。雄

成蟲翅膀橙黃色退化短小，體背為黑色，前胸背板有白色弧形斑紋，尾毛

長。

圖1. 台灣奧蟋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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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螻蛄科（Gryllotalpidae） 
一、非洲螻蛄（Mole crickets、Mole-crickee）

（一）為害狀：成、若蟲雜食性，主要取食細根或嫩葉，通常在土內挖掘穴道而

使新植苗木根系斷裂受傷，導致地上部生育不佳，葉片萎黃。

（二）害蟲概述：

1.學名：Gryllotalpa africana Beauvois, 1805

2.異名：Gryllotalpa africana africana Beauvois 1805、Gryllotalpa colini 
Rochebrune 1884、Gryllotalpa confusa Chopard 1939、Gryllotalpa fossor 
Scudder, S.H. 1869、Gryllotalpa microphtalma Chopard 1936、Gryllotalpa 
oryctes Scudder, S.H. 1869。

3.別名：土狗、土狗子、土狗崽、土猴、天螻、仙姑、石鼠、地狗、地

牯牛、杜狗、肚伯仔、拉拉古、拉拉狗、拉拉蛄、拉蛄、炙鼠、津姑、

蛄、蜊蛄、碩鼠、蝚、螻窒、螻蜮、螻蟈、蟪姑、蟓蛉、鼫鼠。

4.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Orthoptera 直翅目

　　　　Family Gryllotalpidae  螻蛄科

　　　　　Genus Gryllotalpa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印尼、印度、南非、夏威夷、馬來西亞、斯

里蘭卡、菲律賓、澳洲。

6.為害範圍：十字花科蔬菜、大豆、甘蔗、甘藷、豆薯、咖啡、奎寧、

柿、柑橘、胡麻、苧麻、桑、泰國麻、茶、馬鈴薯、梨、麥、棉、番石

榴、番荔枝、菸草、菜豆、落花生、葡萄、稻、樹薯、橄欖、蕪菁、錫

蘭橄欖、鐘麻、百慕達草、蘿蔔。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平地及低海拔山區，年發生1世代，成蟲開始出現4~5
月，棲息於潮濕之地，善於掘土，白晝躲於地底下，黃昏時至地面上活

動，具趨光性，夜間在水銀燈下偶而可見。雄成蟲體長28~34mm、雌成蟲

體長32~40mm，體圓筒形，蟲體背部具有細纖毛，體黃褐色至黑褐色，單

眼2顆，觸角絲狀，咀嚼式口器。前翅甚短不及腹部之半，後翅頗大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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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稍長達第3~4腹節，並縱褶於體背上。前腳脛節末端寬扁膨大，特化為

齒耙狀，跗節3節堅硬適於掘土挖洞，於濕土中可鑽至15~20cm深。聽器則

位於前腳脛節上，腹部末端具尾毛一對。成蟲將卵產於洞穴中，約10~100
粒，其產卵管隨即退化。雌蟲有護卵、哺育若蟲行為，初孵化若蟲為乳白

色，後漸至轉為褐色。

（四）管理方法：

1.成蟲具趨光性，配合燈光誘殺。

2.藥劑防治。

圖1. 非洲螻蛄成蟲 圖2. 非洲螻蛄前腳脛節末端特化為齒耙狀

第四節、斑腿蝗科（Catantopidae） 

一、台灣大蝗（Large green Grasshopper）
（一）為害狀：屬咀嚼氏口器，成、若蟲取食葉片，從葉緣向內啃蝕，引起葉片

缺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hondracris rosea (De Geer ,1773)

2.別名：大青蝗、大棉蝗、棉蝗、蹬山倒、中華巨蝗。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Orthoptera 直翅目

　　　　Family Catantopidae 斑腿蝗科

　　　　　Genus Chondrac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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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布：台灣、中國、日本、爪哇、尼泊爾、印度、越南、韓國。

5.為害範圍：木麻黃、水稻、可可、甘蔗、禾本科雜草、竹類、豆類、

柿、柑橘、美人蕉、苧麻、桑、破布子、茶、梨、棉花、番石榴、椰

子、蒲葵、樟樹、蓮霧、橄欖。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是台灣蝗蟲中體型最大的一種，

年發生1世代，雜食性，無群居性，主要發生於夏、秋兩季，雄成蟲體長

約43~65mm，後翅基部玫瑰紅色。雌成蟲體長約56~90mm，蟲體綠色，

頭、胸節具隆起瘤斑，複眼下方有黃色的縱紋1條，觸角淺褐色，前胸背

板前緣盾角，具3條縱突起線，後緣直角突出，脛節外側為紅褐色，後腿

發達善於跳躍，亞生殖板為長圓錐形，產卵管短末端尖，前翅深綠色細

長，末端圓形。卵為深黃褐色，產於土中，兩端較狹小，中部略彎，長寬

約8 × 1mm，卵塊內有卵40~50粒。若蟲在4~5月孵化，綠色，具芽翅，形

狀似成蟲，至8月起變為成蟲。

圖1. 台灣大蝗成蟲為害狀 圖2. 台灣大蝗成蟲頭部正面圖

第五節、尖蝗科（ Pyrgomorphidae）

一、紅后負蝗

（一）為害狀：屬咀嚼氏口器，成、若蟲皆為害葉片，由葉緣啃蝕，引起葉片

缺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tractomorpha sinensis (Bolivar, 1905)

2.別名：短額負蝗、中華短額負蝗。

3.分類地位：

67

參、蟲害各論參、蟲害各論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Orthoptera 直翅目

　　　　Family Pyrgomorphidae 尖蝗科

　　　　　Genus Atractomorpha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十字花科、小麥、水

稻、玉米、甘蔗、甘薯、禾本科

雜草、向日葵、竹類、豆科、芝

麻、柿、柑橘、柳、桑、烏桕、

茶、麻類、棉花、菸草、樟樹。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

山區，擅跳躍，雄成蟲體長18~25 
mm，翅展19~28mm，雌蟲28~38mm，翅展30~43mm，翅端尖，超過腹部

末端，後翅基部微帶玫瑰色，透明狀，蟲體體黃綠色、綠色或黃褐色，頭

錐形，頂端較尖，觸角短。

第六節、蝗科（ Acridoidea）

一、瘤喉蝗（Grasshopper）
（一）為害狀：為咀嚼氏口器，成、若蟲從葉緣向內啃蝕葉片，引起葉片缺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arapodisma mikado (Bolivar, 1890)

2.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Orthoptera 直翅目

　　　　Family Acridoidea 蝗科

　　　　　Genus Parapodisma
3.分布：台灣、中國、日本。

圖1. 紅后負蝗成蟲

圖1. 瘤喉蝗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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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害範圍：禾本科、冇骨消、姑婆芋、柿、美人蕉。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擅跳躍，全年可見，以5~8月間為

害最劇，體長約25~35mm，體色從綠色、黃綠色至灰褐色皆有，複眼後方

沿側邊左右各具1條縱向黑紋，觸角為短鞭狀，翅紅褐色短小側生，後腿

脛節處具黑斑，雌蟲比雄蟲較大。

圖2. 瘤喉蝗成蟲背部 圖3. 瘤喉蝗成蟲腹部

第七節、螽蟴科（Tettigoniidae） 

一、褐背露蟴（Katydids）
（一）為害狀：成蟲趨光性，白天隱藏於隱密處，成、若蟲具咀嚼式口器，以啃

蝕葉片及嫩枝，造成葉片缺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Ducetia japonica (Thunberg,1815)

2.別名：日本條螽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Orthoptera  直翅目

　　　　Family Tettigoniidae 螽蟴科

　　　　　Genus Ducetia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麻竹、桂竹、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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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為害等級：★

7.天敵：螳螂、鳥類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雜食性，體長約22~40mm，蟲

體顏色有淺褐色、褐色、黃褐色、綠色及深綠色等，差異度頗大，雄成蟲

從頭部上方經背板至翅末端有紅褐色或黑褐色的縱斑紋，但某些雌成蟲不

甚明顯，翅脈不明顯。觸角絲狀細長，腿節及脛節間，不具褐色斑紋，雄

蟲前、中足腿節以下為褐色，具長型雙鉤狀外生殖器，位於前翅具有發聲

器，可摩擦兩前翅發出的聲響，雌蟲腹部末端為刀狀向上彎曲的產卵管。

圖1. 褐背露蟴成蟲 圖2. 褐背露蟴頭部正面

圖3. 褐背露蟴若蟲 圖4. 背露蟴成蟲於葉部為害

圖5. 褐背露蟴成蟲被寄生 圖6. 褐背露蟴寄生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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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等翅目（Isoptera） 

第一節、白蟻科（Termitidae）

一、黑翅土白蟻（Taiwan termite、Formosan termite）
（一）為害狀：終年發生，以疏於管理或緊鄰雜木林之田間發生嚴重。為害地上

部或蛀入莖幹挖洞造巢，其哺育巢穴末端直接通至寄主根部，並可加害根

莖部，受害部表皮上覆蓋一層泥土，嚴重時侵入樹皮及木質部內啃蝕，阻

斷水分輸送引起植株枯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Odontotermes formosanus (Shiraki, 1909)

2.別名：大水螞蟻、大水蟻、臺灣白蟻、台灣黑翅土白蟻、白螞蟻、姬白

蟻。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Orthoptera 直翅目

　　　　Family Termitidae 白蟻科

　　　　　Genus Odontotermes
4.分布：台灣、中國、泰國、琉球、緬甸、夏威夷。

5.為害範圍：小葉欖仁、木麻黃、台灣紅豆衫、甘蔗、赤楊、咖啡、昂

天蓮、枇杷、奎寧、柑橘、相思樹、香蕉、桑、荔枝、茶、梅、麻竹、

圖7. 褐背露蟴寄生蠅蛹 圖8. 褐背露蟴之天敵螳螂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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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黑翅土白蟻之工蟻 圖2. 黑翅土白蟻兵蟻

番石榴、番荔枝、黃梔花、葛藤、葡萄、鳳梨、橄欖、篦麻、龍眼、檬

果、鐘麻、柿、楊桃等。

6.為害等級：★

7.天敵：石龍子、穿山甲。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有翅雄蟲體長約9mm，分頭、胸

及腹部3節屬暗褐色，頭扁平、翅較大為黃褐色，蟻后體長30~60mm，為

工蟻的4倍長，成蟲體長10~12mm，頭部著生密毛，橢圓形，複眼、單眼

各1對，觸角19節，翅膀顏色較深，前胸背板為半月狀，上面有T字形黃

斑，雌蟻體長約 4cm，頭部圓形淺黃褐色，胸部較為細長，具鞍狀之前胸

背板，腹部為黃白色。兵蟻體長4~5mm左右，頭黃褐色橢圓形，位於大顎

內側有一牙齒，觸角為16 節。職蟻體長約3.5~4mm，頭圓球形，觸角為17
節，第2節為第3節之兩倍長，腹部黃白色帶有褐色之斑紋。夏季雨後之黃

昏時刻成群飛出，丟棄翅膀，雌雄交尾後，於地表下築巢產卵，築巢於地

下20~100cm，穴內由一個主巢穴與數個半圓球形的哺育巢穴所構成，主巢

穴供蟻后產卵及生活地方，屬扁平狀排列，約經7天後開始產卵，再經過

3~4星期幼蟻孵化，孵化後的幼蟻及亞成蟻進入哺育巢穴內哺育。

（四）管理方式：

1.果園深耕或淹水，破壞巢穴。

2.冬季配合清園或施肥作業以破壞蟻穴。

3.燈光誘引方式，利用有翅型白蟻的趨光性，利用燈距地面1～2公尺放下

一大盆清水，內置適量清潔劑可誘殺有翅成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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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纓翅目（Thysanoptera） 

第一節、薊馬科（Thripidae） 

一、中國薊馬（Chinese thrips、Chinese haplothrips）
（一）為害狀：成蟲遇甜柿開花期則聚集於花器為害，無花時則停留於嫩莖葉

處，但密度很低。成蟲在未開花時停留於葉片上，遇開花期則聚集於花器

為害，卵散產柿子葉面或花瓣夾層處，成、若蟲會共同為害，銼傷子房表

皮組織，吸食汁液，隨著果實增長後，形成黃褐色網紋傷口。

（二）害蟲概述：

1.學名：Haplothrips chinensis Priesner, 1936

2.別名：中華管薊馬、中華皮薊馬。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Thysanoptera  纓翅目

　　　　Family Phlaeothripidae  管薊馬科 
　　　　　　　Genus Haplothrips  

4.分布：台灣、中國、韓國、日本、泰國。

圖3. 黑翅土白蟻有翅型成蟻 圖4. 黑翅土白蟻為害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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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害範圍：大理花、小麥、日本板栗、月橘、水仙、水芹、水稻、玉

米、甘藷、白菜、禾本科雜草、百合、李、豆類、玫瑰、青椒、南風

草、咸豐草、柑橘、柳、洋蔥、唐菖蒲、桑、桃、素馨、臭牡丹、荔

枝、草莓、茶、茶梅、馬鈴薯、馬櫻丹、高粱、剪刀股、婆婆針、梅、

莎草科、野菊、野蜀葵、棉、無節雀椑、番石榴、紫花酢醬草、紫雲

英、絲瓜、菊花、黃野百合、葛、酸模、蓮蕉花、蔥、樹杞、龍眼、薔

薇、雞角刺、蘿蔔、柿、橄欖。

6.為害等級：★

7.天敵：小黑花蝽象。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成蟲體型比花薊馬大，具翅2
對，前翅透明中央略縊縮，基部為褐色，前胸後緣兩側向為突出，腹部末

端產卵管呈圓管狀，尾端較細長，具2對翅毛。雄成蟲略比雌成蟲小，雄

成蟲壽命約23天；雌成蟲為30天。雌成蟲體長約1.5~2mm，由頭至尾均深

黑色至黑褐色，觸角有8節，第1、2、7、8節為褐色，第3、4節為黃色，

第5、6節基部為黃色，端部為淺褐色。卵長橢圓形，淡灰黃色，一端較

尖，近孵化時顏色變深，卵期約4.1~4.6天。幼蟲期有2齡，蟲體灰白至橙

黃色，頭、前胸及腹部末端為紅黃

色。於土中化蛹，蛹期約4.1天，

觸角緊靠身體，胸背板已有翅芽長

出，顏色漸為深色時，已將近轉為

成蟲，完成1世代約需23~25天。

（四）管理方式：

1.冬季果園清園，維持通風良好，

減少其發生率。

2.利用黃色或藍色黏板誘殺薊馬。

二、赤帶薊馬（Red banded thrip ）
（一）為害狀：成、若蟲多在背陰處活動，爬行時常將腹部末端翹起，遇驚嚇才

飛離現場。本蟲直接為害寄主花托、花萼、幼果，銼開表皮並吸食汁液，

被害部出現無數網紋斑或污黑斑點，使其喪失商品價值，本蟲尚會排出紅

色液狀排泄物於果實上，待其乾涸後顯現出銹褐色至灰黑色亮斑點。

（二）害蟲概述：

1.學名：Selenothrips rubrocinctus (Giard , 1901)

圖1. 中國薊馬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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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別名：紅帶網紋薊馬、紅帶薊馬、紅色帶狀可可薊馬、荔枝網紋薊馬、

荔枝紅帶網紋薊馬、熱帶薊馬、可可薊馬、紅帶滑胸針薊馬、紅帶針薊

馬。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Thysanoptera  纓翅目

　　　　Family Thripidae  薊馬科

　　　　　Genus Selenothrips 

4.分布：台灣、中國、印度、泰國、哥斯達黎加、瓜德羅普島、西印度群

島、馬來西亞、菲律賓群島、比奧科、加納、科特迪瓦、尼日利亞、原

則島嶼、塞拉利昂、坦桑尼亞、烏干達、扎伊爾、澳大利亞、夏威夷群

島、馬里亞納群島、新喀裡多尼亞、新幾內亞、巴布亞新幾內亞、索羅

門群島、美國佛羅里達州、墨西哥、哥斯達黎加、宏都拉斯、巴拿馬、

巴西、圭亞那、厄瓜多爾、秘魯、蘇里南、委內瑞拉。

5.為害範圍：可可、咖啡、板栗、油桐、油桃、柿、柑橘、桃、烏桕、荔

枝、棉花、番石榴、腰果、葡萄、酪梨、橄欖、橡膠、龍眼、檬果。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荒蕪地至低海拔山區，年可發生10世代，有世

代重疊現象。成蟲為長形黑褐色有光澤，體長1.0~1.9mm，腹部背面有兩

排剛毛，末端橫帶是紅棕色，複眼微向外突出，翅灰色，翅緣體毛濃密灰

黑。雌成蟲可行孤雌生殖，以成蟲潛伏在石縫、土隙或落葉中越冬，至隔

年3月上、中旬時，成蟲開始為害及產卵，將卵產於葉下表面或果實上，

約產下50粒卵，單產，且帶有一滴

油狀排泄物。卵為腎形，黃白色，

長寬約0.25 × 0.1mm，多產於幼嫩

組織隱蔽處，卵期1~3天。若蟲黃

色，腹部基部第1腹節後緣與第2
節有1條紅色橫帶，腹部末端有6條
長剛毛，濕度高時，若蟲腹部常上

舉，末端部尚帶有一黃或黑球狀液

滴之小水滴於6根長剛毛之間。若
圖1. 赤帶薊馬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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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期10~15天。蛹長約 1.0mm，形態似若蟲，但具成熟的翅芽，近羽化時

體色轉為暗褐色致深褐色，前蛹期1天，蛹期2~5天。

圖2. 赤帶薊馬若蟲 圖3. 赤帶薊馬為害果實徵狀

三、小黃薊馬（Thrips、Yellow thrips、Yellow tea thrips、
Chilie thrips、Assam thrips）

（一）為害狀：為害未展開的嫩葉、嫩芽或幼果，成、若幼蟲皆棲息於葉背主脈

兩側為害，形成白色條狀或點狀斑點，葉片捲曲、皺縮、變形、變小無法

伸長，後期轉為紅褐色或灰白龜裂，表皮細胞壞疽死。為害幼果時，轉成

為白色、灰色膜狀物或變形，隨果實增大而產生果皮表面粗糙龜裂，影響

商品價值。

（二）害蟲概述：

1.學名：Scirtothrips dorsalis (Hood, 1919) 

2.別名：茶黃薊馬、姬黃薊馬。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Thysanoptera  纓翅目

　　　　Family Thripidae  薊馬科

　　　　　Genus Scirtothrips 
4.分布：台灣、中國、日本、印尼、孟加拉、東南亞、澳洲。

5.為害範圍：大理花、印度棗、玫瑰、非洲菊、柿、柑橘、茉莉、草莓、

茶、茶花、荷蘭草莓、番荔枝、楊桃、落花生、葡萄、銀杏、蓮花、檬

果、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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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為害等級：★★★

7.天敵：花蝽類、姬小蜂。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低海拔山區，終年發生，年發生22世代

以上，以氣候乾燥之春芽萌發期發生最為嚴重。成蟲複眼突出，單眼為紅

色，其上方具半月狀條紋，觸角淺褐色，胸部兩側有深褐色，翅膀為灰色

細毛構成，前翅脈有9支。腹部尾端有櫛齒狀突起。雄成蟲淺黃色，體長

約0.7~0.8mm，雌成蟲為0.8~0.9mm。成蟲從落葉或地表淺土爬出，飛至甜

柿的新芽上產卵，卵長寬各為0.3 × 0.08mm，乳白色腎形，初孵幼蟲體長

0.3~0.5mm，2齡體色淡黃長為0.5~0.8mm，老熟幼蟲在地上化蛹成為前蛹

期。前蛹期蛹體硬化，長約0.7~0.9mm，觸角較蛹期長，且會自行移動，

至蛹期及成蟲期，可在樹下落葉或淺土內過冬。

圖1. 小黃薊馬成蟲 圖2. 小黃薊馬若蟲

圖3. 小黃薊馬為害果實徵狀 圖4. 小黃薊馬為害葉部徵狀

四、花薊馬（Flower thrips、Hawaiien fl ower thrips）
（一）為害狀：雜食性，成蟲於開花期飛至花器上，將卵產於花瓣、子房或花柱

上。孵化後與成蟲共同為害花器，造成子房表皮傷口，隨著果實增長後，

黃褐色網紋也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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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害蟲概述：

1.學名：Thrips hawaiiensis (Morgan,1913)

2.別名：花泱、香蕉花薊馬、黃胸薊馬。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Thysanoptera  纓翅目

　　　　Family Thripidae  薊馬科

　　　　　Genus Thrips
4.分布：全世界。

5.為害範圍：大理花、月桔、木槿、水仙、玉米、瓜類、甘蔗、甘藷、百

合、夾竹桃、朱槿、李、杏、杜虹花、豆類、夜來香、孤挺花、枇杷、

玫瑰、金魚草、青椒、柿、柑橘、相思樹、重瓣山茶、香蕉、唐菖蒲、

桑、桃、臭牡丹、荔枝、草莓、茶、馬纓丹、康乃馨、梅、梨、野牡丹、

棉、番石榴、番荔枝、粟、菊花、黃梔花、椑、葡萄、蒜香藤、辣椒、蓮

霧、蔥、橄欖、錫蘭橄欖、龍眼、檬果、雞角刺、蘭花、蘿蔔。

6.為害等級：★

7.天敵：花蝽類、姬小蜂。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本蟲可行孤雌生殖，所產後代均

為雄蟲。雄成蟲黃色，長約1.4~1.6mm。雌成蟲長0.9mm左右，複眼之後

緣角有長刺毛2根，觸角多數7節，少數8節，第1、3節顏色淺黃色，第2節
褐色，至第4~8節褐色，在第3~4節具叉狀型感覺錐。前胸比頭略大，腹部

為黑褐色，第9、10節的刺毛較長，第10節背面部有裂痕一條，頭胸部為

淺黃至橘黃色。前翅淡褐色，基

部透明無色，其餘為淡褐色，每

雌產卵量約30~40粒。卵白色透明

腎形，產在葉肉組織內，卵期約

2~4天。幼蟲有2齡，約3~6天，幼

蟲為淺黃色。老齡幼蟲於土中化

蛹，前蛹期約1~2天，蛹期約1~1.5
天。完成1世代在5~10月間約為

6~10天。
圖1. 花薊馬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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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腹鉤薊馬（Grape Vine thrips）
（一）為害狀：可為害葉片、嫩梢或嫩果。於3~4月間嫩芽萌發期，隱藏於主脈

或側脈上為害，通常以口器銼開葉片表面吸取植株汁液，受害部形成銀白

色點狀斑點，後隨著葉片增長擴大成褐條狀，嚴重時聚集成塊狀斑，葉片

受害後會褐變、捲曲、萎凋或脫落，一般成蟲於嫩葉及老葉上較多，而若

蟲則較集中於中老葉。嫩果受害後果皮形成褐色木栓化的疤痕，嚴重影響

商售價格。

（二）害蟲概述：

1.學名：Rhipiphorothrips cruentatus Hood, 1919
2.別名：腹突皺針薊馬、雞苔、蓮霧薊馬、葡萄薊馬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Thysanoptera  纓翅目

　　　　Family Thripidae  薊馬科

　　　　　Genus Rhipiphorothrips   
4.分布：台灣、中國、印度、斯里蘭卡、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尼、爪

哇、菲律賓。

5.為害範圍：杏仁、玫瑰、柿、柑橘、茄苳、茶、番石榴、腰果、葡萄、

蒲桃、蓮霧、檬果、欖仁、楊桃、橄欖、梨、千葉紅、臭牡丹、薑花、

爬牆虎、番荔枝、荔枝、龍眼、枸杞。

6.為害等級：★

7.天敵：寡腳小蜂（Ceranisus menes. Walker）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1976年侵入臺灣，可行孤雌及

兩性生殖，雌蟲複眼褐色，觸角8節，翅長0.8mm，產卵於葉肉組織內約

11~13粒，卵長0.26mm，直徑0.12mm，卵經孵化為之初齡若蟲為透明無

色，體長約0.77mm，經孤雌生殖所產之子代皆為雄性，喜群聚於葉背下

表皮、葉之主、副脈或隱蔽凹陷處，1~2齡若蟲行動較活潑。2齡若蟲黃白

色，體長約1.35mm，觸角長0.4mm，前胸有紅色條紋，翅胸前緣呈淺紅

色。腹節呈深紅色。至前蛹至蛹期行動遲緩，不再取食，蛹長1.51mm常棲

於植株隱蔽處。若蟲經4齡發育為成蟲，乾旱季節發生較多，雄成蟲淡褐

色，體長1.08mm，在第4腹節側面為齒狀凸起。雌成蟲暗棕黑色，體長約

1.46mm，背面具有網紋，翅黃色纓翅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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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榕薊馬

（一）為害狀：將柿葉嫩葉捲成巢袋狀，於袋中以銼吸氏口器銼開表皮，並刺吸

枝液，受害葉片形成紅色斑點。

（二）害蟲概述：

1.學名：Gynaikothrips uzeli Zimmerman, 1936 
2.別名：榕管薊馬。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Thysanoptera  纓翅目

　　　　Family Phlaeothripidae  管薊馬科

　　　　　Genus Gynaikothrips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肉桂、垂葉榕、柿、黃心榕、榕樹、橄欖。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荒蕪地至低海拔山區，世代不詳，具世代重疊現

象，屬造癭昆蟲一種。蟲體長 1~2.5mm，觸角8節，第1、2節為褐色，成

蟲體色黑色細長，腹末端狹長，觸角串珠狀，卵及若蟲為透明黃白色。

圖1. 腹鉤薊馬成蟲 圖2. 腹鉤薊馬若蟲

圖1. 榕薊馬成蟲 圖2. 榕薊馬若蟲

圖1. 榕薊馬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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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Ponticulothrips diospyros
（一）為害狀：將柿葉嫩葉由葉緣兩側捲向中肋，呈巢袋狀，群集於袋中以銼吸

式口器銼開表皮，並刺吸汁液，受害葉片形成許多紅色斑點。成、若蟲也

會為害幼果，受害果實呈現針點狀褐斑，成熟果受害為紅褐色斑點。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onticulothrips diospyrosi Haga & Okajima, 1983 

2.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Thysanoptera  纓翅目

　　　　Family Phlaeothripidae  管薊馬科

　　　　　Genus Ponticulothrips   

3.分布：台灣、日本

4.為害範圍：柿。

5.為害等級：★

6.天敵：Beauveria sp.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海拔山區，主要於3~7月間，年發生1世代，至冬

季時潛藏於樹皮或枝梢間隙。成蟲體黑至黑褐色，體長2.2mm，幼蟲體長

1.8mm，蟲體淡黃色，頭部、觸角及足皆為黑色。

八、台灣花薊馬（Eastern fl ower thrips）
（一）為害狀：雜食性，成蟲於開花期飛至花器上，將卵產於花器上，孵化後之

成、若蟲共同為害花瓣、子房或花柱，造成花器表皮傷口。隨著果實發育

增長，受害網紋也隨之增大。新芽受害時導致植株生育受阻，幼葉難以開

展，甚至枯萎現象。葉部受害時，沿葉脈向葉尖彎曲變形，嚴重時葉背褐

化或枯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Frankliniella intonsa (Trybom, 1895)

2.異名：Frankliniella formosae Moulton。

3.別名：花苔

4.分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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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Thysanoptera  纓翅目

　　　　Family Thripidae  薊馬科

　　　　　Genus Frankliniella     
5.分布：台灣、土耳其、中國、日本、北美洲、歐洲、印度半島北部、韓

國。

6.為害範圍：九里香、刀豆、大豆、大波斯菊、大理花、大薊、小旋花、

小麥、小薊、山芙蓉、山野豌豆、五色梅、午時花、天人菊、月季花、

月香、木芙蓉、木槿、毛茛、毛蓮矢車菊、水稻、冬瓜、半邊蓮、玉

米、甘蔗、甘藍、白花夾竹桃、石竹、石榴、石蒜、地黃、朱槿、西

瓜、夾竹桃、忍冬、李、杏、杜梨、沙柳、牡丹、豆類、夜來香、油

菜、玫瑰、金針花、金盞花、青葙、非洲菊、南瓜、扁蒲、柿、柑橘、

紅豆草、紅花草、美女櫻、美國凌宵、胡麻、茄子、茉莉花、苜蓿、香

石竹、香菜、香櫞瓜、苕子、唐菖蒲、夏枯草、桃、海棠、益母草、荔

枝、草莓、茜草、梅、梨、牽牛花、甜椒、荷花、野地黃、野菊花、雪

柳、棉花、紫雲英、紫穗槐、紫薇、紫藤、絲瓜、菸草、菠菜、菊花、

黃花草木樨、瑞香、碗豆、落花生、葡萄、漏斗菜、辣椒、銀薇、鳶

尾、鳳仙花、稻、龍眼、繡線菊、藍花草、蘆筍、蘋果、蘭花、蘿蔔、

蠶豆。

7.為害等級：★

8.天敵：花蝽類、姬小蜂。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周年發生，乾旱季節發生嚴重，

於豆科作物上，年發生22世代，完成世代約需7~16天，具世代重疊現象。

蛹棲於土中，羽化後之雌蟲，在心葉、花

器或花萼處上產卵，卵散腎形，卵期1~2
天，幼蟲2齡約10天，前蛹與蛹期在土壤

中，蛹期4~5天，成蟲壽命約15~20天，

前胸黃褐色，腹部黑褐色，具8節觸角，

成蟲體長1.2mm，雌成蟲蟲體較雄成蟲

大，觸角3~5節為黃色，其餘為褐色。雄

成蟲體為黃色，觸角第6~8節為褐色。
圖1. 台灣花薊馬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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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輪薊馬（Black tea thrips、Tea dendrothrips）
（一）為害狀：成、若蟲於嫩葉及葉芽的背面取食汁液，受害部褐化或變色。

（二）害蟲概述：

1.學名：Dendrothrips minowai Priesner, 1935 

2.別名：茶棍薊馬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Thysanoptera  纓翅目

　　　　Family Thripidae  薊馬科

　　　　　Genus Dendrothrips 
4.分布：台灣、中國、日本。

5.為害範圍：茶、柿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屬小型薊馬，以高溫乾旱受害

最嚴重，雌成蟲體為黑褐色，蟲體皮下組織具紅色環紋，觸角及翅皆黃褐

色。雌蟲體長約0.9~1.1mm。雄成蟲第3腹節呈白色，卵半透明狀，白色，

初孵化後若蟲為白色，複眼紅色，2齡之後體色逐漸轉為橘黃色。

十、其他

圖1. 薊馬若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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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半翅目（Hemiptera） 
第一節、束蝽科（Colobathristidae）
一、錐突束蝽

（一）為害狀：成、若蟲均以吸收式口器刺吸嫩葉汁液，受害葉片呈現黃白色斑

點，遇騷擾時，成蟲則迅速飛離現場。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haenacantha marcida Horváth, 1914 
2.別名：撞木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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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bathristidae  束蝽科

　　　　　Genus Phaenacantha  突束蝽屬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甘蔗、水稻、柿。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海拔山區，主要發生期在3~7月間，年發生3世代。

成蟲體長10mm，蟲體淡綠黃褐色，胸間狹窄，觸角淡褐色，長約蟲體長

之2倍，頭部小，頭頂部具單眼，複眼甚大為紅色，左右突出，前翅較腹

部短，淡黃色，腹部翅為紅色具黃白色斑紋。棲生於陰暗處，日間雌雄交

尾後，將卵產於葉間隙處或土塊間隙，散生。卵長橢圓形，卵蓋上有9~11
個隆突。初期白色，孵化前轉為暗黑色，若蟲5齡，初孵若蟲體為淡黃綠

色，觸角4節，第1節較粗大紅褐，第2~4節為長絲狀，各節末端為白色。

圖1. 錐突束蝽成蟲特徵 圖2. 錐突束蝽成蟲背板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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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緣蝽科（Coreidae）

一、刺副黛緣蝽

（一）為害狀：成、若蟲以口器刺吸成熟果實，吸取汁液，被害處腐爛，影響商

品價值。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aradasynus spinosus Hsiao 196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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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idae  緣蝽科

　　　　　Genus Paradasynus  黛綠蝽屬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月橘、玉蘭、柿、柑橘、洋玉蘭、荔枝、酪梨、樟樹、龍

眼。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世代不詳，成蟲發生於8~12月
間，體長約14~23mm，體褐色，狹長型，觸角絲狀細長，末節端部有白色

斑紋，側角為銳刺，小楯板及翅脈為綠褐色。雌雄交尾後產卵，30~40粒
卵聚成一處。若蟲5 齡，初齡若蟲群聚性，頭胸背板為黑至黑褐色，腹部

背方為紅色，終齡若蟲具翅芽，腹部背方為褐色，背緣為綠色，背上有2
枚黑斑。

圖3. 錐突束蝽成蟲腹面特徵 圖4. 錐突束蝽之天敵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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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細緣蝽科（蛛蝽科）（Alydidae） 

一、稻緣蝽象（Rice bug）
（一）為害狀：成、若蟲以口器刺吸嫩葉及柔嫩組織，取食汁液，影響植株生

育，遇騷擾則迅速飛離現場。

（二）害蟲概述：

1.學名：Leptocorisa varicornis Fabricius 1783

2.別名：異稻緣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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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ydidae  蛛緣蝽科

　　　　　Genus Leptocorisa  稻緣蝽屬

4.分布：台灣。

圖1. 刺副黛緣蝽成蟲 圖2. 刺副黛緣蝽成蟲腹部淺綠色

圖3. 刺副黛緣蝽若蟲 圖4. 刺副黛緣蝽為害成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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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害範圍：水稻、禾本科雜草、印度棗、柿、柑橘、洋紫荊、黍、蕨

類、錫蘭橄欖。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世代不詳。喜陰暗的環境，成蟲

體長18.5mm，頭、前胸、腹部及背板為綠色，複眼紅色，小盾板綠色，前

翅革質及膜質皆為褐色，觸角棕色有4節，末節為黑色或暗黃褐色，節上

皆有橙色斑，各腳細長綠色，脛節以下漸為黃褐色。

圖1. 稻緣蝽象成蟲 圖2. 稻緣蝽象成蟲腹面為淺綠色

第四節、蝽科（Pentatomidae）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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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處之上位嫩

葉，常呈凋萎，為害果實時，造成果實腐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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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紋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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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國、日本、印度、安達曼、泰國、馬來西亞、斯里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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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5.為害範圍：山芙蓉、山茶花、山楂、可可、甘草、甘蔗、白蠟樹、印度

棗、合歡、李、杏、杜鵑花、刺槐、咖啡、油桃、油菜、泡桐、玫瑰、

金合歡、奎寧、柿、柑橘、柳、相思樹、茄苳、桑、桃、海棠、烏腳綠

竹、烏桕、荔枝、草莓、茶、國槐、梅、梨、麻竹、棗、棉、番石榴、

番荔枝、紫荊、菊花、楊、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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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櫻

花。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皆有分布，年發生4~5世代。成蟲黑

色，長寬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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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卵為圓形，20～30粒聚集排列，直徑約1.6mm。若蟲5
齡，初孵若蟲近卵形，體黃至黃褐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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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黃斑黑蝽成蟲 圖2. 黃斑黑蝽末齡若蟲

圖3. 黃斑黑蝽2齡若蟲 圖4. 初孵化的黃斑黑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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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褐翅蝽象

（一）為害狀：成、若蟲為害寄主柔嫩組織或成熟果，吸取汁液，被害處之上位

嫩葉，常呈萎凋狀。為害果實時，造成果實腐爛或木栓化，影響商售價值。

（二）害蟲概述：

1.學名：Halyomorpha halys (Stal, 1855) 

2.別名：茶翅蝽、臭龜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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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yomorpha

4.分布：台灣、中國、日本、印尼、印度。

5.為害範圍：李、杏、柿、柑橘、苦楝、桃、梨、蘋果、櫻桃。

圖5. 黃斑黑蝽卵 圖6. 孵化前的黃斑黑蝽卵

圖7. 黃斑黑蝽田間發生情形 圖8. 卵寄生蜂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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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為害等級：★

7.天敵：卵寄生蜂。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體長寬約12~13 × 7.8~9.5mm，頭

部及前胸背板為黃褐色具稀微的金屬光澤，觸角4~5節間前後端為白色斑

紋，前胸背板前緣有3~5枚黃白色橫向排列的小斑點，並密生小刻點，翅

為褐色或黑褐色，小楯板前緣左右兩側各有枚黃色斑，腹背方具橫向條狀

褐紋，於腹緣側線具臭腺可分泌臭液，若碰觸時會散發出腥臭味，以驅散

天敵，足為黃褐色。

三、稻綠蝽（Southern green stink bug）
（一）為害狀：成、若蟲為害寄主柔嫩組織，吸取汁液，影響植株生育。

（二）害蟲概述：

1.學名：Nezara viridula Linnaeus, 1758

2.異名：Cimex smaragdulus Fabricius, 1775、Cimex viridulus Linnaeus, 
1758、Nezara smaragdulus Fabricius, 1775。

3.別名：青蝽、臭青龜仔、稻綠蝽象、南方綠蝽象、稻青蝽、綠蝽、灰斑

綠蝽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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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zara  稻綠蝽屬 

5.分布：台灣、中國、印度、非洲、泰國、馬來西亞、斯里蘭卡、菲律

賓、歐洲、緬甸、澳洲。

6.為害範圍：十一葉木棘、大豆、太陽麻、木藍、水稻、玉米、番茄、馬

鈴薯、白菜、甘藍、甘蔗、百香果、田菁、印度田菁、亞麻、花生、虎

爪豆、柿、柑橘、柚類、紅豆、胡麻、唐菖蒲、栗、高粱、棉花、番石

榴、欖李、粟、菸草、黃豆、黃麻、豌豆、落花生、綠豆、篦麻、錫蘭

橄欖。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年發約生4~5世代，主發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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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7月間，有世代重疊現象，以

成蟲越冬者佔多數，平均壽命在 
30~45天，生長適溫平均為26℃，

溫度在20℃以下時，生長遲緩。成

蟲體綠色具趨光性及假死性，成、

若蟲體色差異性大，有綠、黃、

紅、褐至黑色斑皆有，觸角頂端為

紅色，觸角1~2節綠色，第3、4、5
節前端具褐色斑，前胸背板側角圓

滑，位於翅鞘內側，體長12.6~16.6 × 7.5-8.2 mm，在腹緣側線具臭腺可分

泌臭液驅散天敵。卵產於葉片，依序排成5～8列，大約20～130粒卵，溫

度若在16℃下時卵則無法孵化。孵化後若蟲期有5齡，群聚性，完成1世代

需40～50天。

四、珀蝽象（Brown-winged green bug）
（一）為害狀：成、若蟲皆可為害，以口器吸食花蜜或直接刺吸寄主柔嫩組織，

吸取汁液。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lautia fi mbriata (Fabricius,1787)
2.異名：Plautia crossota Dallas, 1851
3.別名：朱綠蝽、克羅蝽。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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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utia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印度、非洲、馬來西亞、斯里蘭卡、菲律

賓、緬甸。

6.為害範圍：一串紅、丁香、月季、水稻、玉米、李、豆科、油茶、泡

桐、芝麻、柿、柑橘、苧麻、茄科、核桃、桃、茶、馬尾松、梔子、

梨、麻竹、番石榴、番荔枝、楓楊、葡萄、錫蘭橄欖、龍眼、蘆筍、鹽

膚木、欖李。

7.為害等級：★

圖1. 稻綠蝽象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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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世代不詳，主要發生在4~6月
間，體長寬為8~11.5 × 5~6.5 mm，

觸角第2節為綠色，第3~5節近綠

黃，末端為黑色，頭、前胸背板皆

為明亮的草綠色，背板上具不甚清

楚的點刻，複眼棕黑色，單眼棕

紅色，上翅褐色革質，前胸背板

側角上有淺褐斑，腹背板淺綠色

且外露。卵圓筒形，淡褐色長約

0.94~0.98mm，寬0.72~0.75 mm。
圖1. 珀蝽象成蟲

五、黃角蝽象（Leaf-footed bugs）
（一）為害狀：成、若蟲刺吸植株柔嫩組織，吸取汁液，影響植株生育。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spongopus chinensis (Dalias, 1851) 

2.別名：九香蟲、兜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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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pongopus
4.分布：台灣、中國。

圖2. 珀蝽象腹面 圖3. 珀蝽象卵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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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害範圍：瓜類、柿。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世代不詳，群聚性，屬晝行性

害蟲，頭及前胸背板為黑褐色，邊緣具有4顆黃斑，背板上具橫向的皺摺紋

路，體長約17~20mm，觸角共4節，前3節黑褐色末節為橙色，複眼黑褐色。

六、輝蝽象

（一）為害狀：成、若蟲皆可為害，以口器刺吸寄主柔嫩組織或葉片，吸取汁

液。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arbula crassiventris (Dallas, 1849)

2.別名：紅角輝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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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bula  輝蝽屬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柿、野牽牛。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體長7~8mm，觸角5節，第1~4
節黃褐色，蟲體從褐色至黃褐色皆有，側角端部圓盾光亮。

圖1. 黃角蝽象成蟲 圖2. 黃角蝽象觸角末端橘紅色

圖1. 輝蝽象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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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葉蟬科（Cicadellidae） 
一、茶小綠葉蟬（Smaller green leaf-hopper、Tea grren、Tea 

jassid）
（一）為害狀：成、若蟲善跳躍，遇騷擾則跳離現場，通常群棲於柿子的葉片下

方、葉背或新芽上刺吸為害，氣候乾燥時，蟲口密度驟升，會引起葉片褐

化、皺縮，嚴重時新梢無法開展而似火焚狀，並分泌蜜露，誘發煙煤病，

影響葉片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Jacobiasca formosana (Paoli, 1932) 
2.異名：Empoasca boninensis Dworakowska, 1972、Empoasca formosana 

Paoli, 1932
3.別名：小綠浮塵子、小綠葉蟬、青仔、青跳仔、煙仔、葉綠蟬、跳仔、

趙煙、涎仔、浮塵子。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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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cadellidae 葉蟬科

　　　　　Genus Jacobiasca  
5.分布：台灣、中國。

6.為害範圍：山茶、山黃麻、田菁、李、杏、柑橘、紅柿、苧麻、香蜂

草、桑樹、桃、桃金孃、茶、豇豆、梅、梨、甜柿、軟毛柿、麻竹、棉

花、番石榴、菜豆、構樹、蒲桃、蓮霧、篦麻、錫蘭橄欖。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全年發生，3~6月為發生高峰

期。年可發生13~15世代，具世代重疊現象，完成1世代約需16~71天，冬

季溫度較低發育遲緩，發育日數長。成蟲體細長形黃綠色，體長約3mm。

頭部、前胸背板前方為淡黃綠色，複眼灰白至淡黃色，中胸背板黃褐色，

中央帶有灰白色縱帶，前翅稍帶黃色半透明，後腳脛節處具排刺。雌成蟲

產卵於近葉緣部位、葉脈或柔嫩組織內，每雌蟲產卵量在12~30粒，最多

可達150粒，卵期約 9~11天，卵長橢圓形乳白色，一側略彎曲，孵化後若

蟲為透明白色，後逐漸轉為淺綠色，若蟲期平均12~15天，複眼白色，蛻

皮5次後羽化為成蟲，成蟲壽命約26~3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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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茶小綠葉蟬初齡若蟲 圖2. 茶小綠葉蟬2齡若蟲

圖3. 茶小綠葉蟬3齡若蟲 圖4. 茶小綠葉蟬成蟲

圖5. 茶小綠葉蟬為害狀 圖6. 茶小綠葉蟬之捕食性天敵

二、褐翅葉蟬

（一）為害狀：成、若蟲吸取嫩葉、嫩芽汁液，造成生育不佳，並引發煤煙病，

影響植株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Tartessus ferrugineus (Walker, 1851)

2.別名：褐翅錐胸葉蟬、跳仔

3.分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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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Hemiptera 半翅目

　　　　Family Cicadellidae 葉蟬科

　　　　　Genus Tartessus

4.分布：台灣、中國、日本

5為害範圍：小葉桑、柑橘、紅柿、甜柿、錫蘭橄欖。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全年皆可發生，3~6月為發生高

峰期，世代不詳。若蟲體綠色至深

綠色，具翅芽，頭部前緣具1條紅

色橫帶，複眼中央為2條深褐色橫

紋。成蟲體褐綠色至黑褐色，前翅

褐色或褐綠色，且翅脈明顯，頭至

翅端長8~11mm，頭頂寬大扁平，

小盾板綠色或黃綠色，後腳脛節兩

側具排刺。成、若蟲善跳躍，遇騷

擾則迅速跳離現場。 圖1. 褐翅葉蟬成蟲

圖2. 褐翅葉蟬成蟲頭部特徵 圖3. 褐翅葉蟬成蟲腹部特徵

三、紅條葉蟬（Leafhopper）
（一）為害狀：成、若蟲吸取嫩葉、嫩芽汁液，造成植株生育不佳，並誘發煤煙

病阻礙葉片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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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名：Calodia satsumensis
2.別名：浮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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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cadellidae 葉蟬科

　　　　　Genus Calodia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紅柿、甜柿。

6.為害等級：★

7.天敵：蜘蛛。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

山區，4~6月間發生，世代不詳。

蟲體長8~10mm，頭部額前有兩條

橘紅色縱紋，複眼前緣有兩條紅色

弧形斑紋。

四、隱脈葉蟬

（一）為害狀：成、若蟲於嫩葉或嫩芽上刺吸汁液，造成植株生育不佳，並誘發

煤煙病，阻礙葉片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Sophonia sp.
2.別名：跳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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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calidae  長頭葉蟬科

　　　　　Genus Sophonia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紅柿、筆柿、甜柿。

6.為害等級：★

圖1. 紅條葉蟬若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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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敵：螳螂。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

區，趨光性，3~6月間為害。蟲體黃綠

色，體長約0.6~8mm，頭部至前胸背板

有條灰褐色縱帶，後腳脛節兩側具排刺

列，遇驚擾則彈跳逃離現場。

第六節、蟬科（Cicadidae） 
一、蟪蛄（Cicada）
（一）為害狀：近地面的樹幹上棲息，幼蟲吸取甜柿根部汁液，造成根部吸收障

礙。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latypleura kaempferi (Fabricius , 1794)
2.別名：老婆蟬、褐斑蟬、斑蟬、斑翅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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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cadidae 蟬科

　　　　　Genus Platypleura
4.分布：台灣、中國、日本、俄羅斯、馬來西亞、菲律賓、韓國。

5.為害範圍：柿樹科果樹、薔薇科果樹、橄欖、錫蘭橄欖、桃金孃科果

樹、無患子科果樹、番荔枝科果樹、漆樹科果樹等。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為台灣特有種，分布於

中低海拔森林害蟲，成蟲趨光性，常與

其他種類混棲，出現於4~8月，體長約

19~38mm，頭部橄欖綠色，具1對複眼

及3顆紅色單眼，體色橄欖綠至黑色，體

背為短銀灰色鱗毛，前、中胸背板皆為

橄欖綠色斑紋，中胸背板前緣處有兩對

倒仿錘形斑點，位於內側1對比較小。翅

展32~40mm，前翅及蟲體為黑褐色或褐

圖1. 隱脈葉蟬成蟲

圖1. 蟪蛄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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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塊斑相嵌，後翅為黑色短小近似小蟪蛄，但本蟲近內緣處的3枚黑點較

大且向內擴大成為透明狀，小蟪蛄此處的三角斑點各自分離。

二、小蟪蛄

（一）為害狀：常於樹幹上棲息，具保護色，鳴聲小，常與其他種類混棲，靠近地

面的樹幹上吸食樹液，幼蟲為害吸取根部汁液，使植體營養吸收力降低。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latypleura takasagona Mastumura, 1917
2.別名：山地蟪蛄、臭頭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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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cadidae 蟬科

　　　　　Genus Platypleura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柑橘、相思樹、紅柿、甜柿、軟毛柿、楓香、樟樹、橄欖。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小型蟬，為台灣特有種，分布於平地至低、中低海拔森

林害蟲，成蟲4~8月間出現。趨光性，雄蟲體長約16~18mm，前翅長約

23~26mm；雌蟲體長約17~18mm，前翅長約25~28mm，體色較蟪蛄淡，

外觀近似蟪蛄，但體型較小，頭部，兩眼間具橫紋，不規則狀黑色，複眼

為黃綠色，中胸背板淺綠色，蟲體及前翅著生銀灰色鱗毛，翅膀中室為暗

褐色雲狀塊斑，前翅緣脈較不明顯彎曲；後翅黑色，翅緣透明。主要特

圖2. 蟪蛄成蟲頭部具3顆單眼 圖3. 蟪蛄成蟲翅膀斑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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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本蟲的前翅翅端有三角形的斑點，前翅下緣的2排斑點較小；蟪蛄的

前翅下緣的2排斑點較大且上下排相連。

三、薄翅蟬

（一）為害狀：幼蟲吸取根部汁液，造成根部吸收能力降低。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hremistica ochracea (Walker, 1850) 

2.異名：Rihana ochracea Walker , 1850

3.別名：羽衣蟬、安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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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cadidae 蟬科

　　　　　Genus Chremistica 薄翅蟬屬

5.分布：台灣、中國。

6.為害範圍：相思樹、桑、柑橘、橄欖、柿、酪梨、梨、錫蘭橄欖、土肉

桂、荔枝、龍眼。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屬中型蟬，分布於平地至中低海拔森林害蟲，成蟲趨光性，

於4~9月間出現，壽命約2~4週，吸食樹液或露水。成蟲體翠綠色和橙黃色

兩型，翅透明且薄，無斑紋，雄蟲體長約23~25mm，前翅長約29~33mm，

雌蟲體長約19~20mm，前翅長約28~30mm，頭部頂端微突，複眼淡褐色突

出，兩複眼間有條黑色斑紋；中間有3顆紅色的單眼。

圖1. 薄翅蟬雄成蟲綠色系 圖2. 薄翅蟬成蟲橘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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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薄翅蟬於樹幹處留下蟬殼

四、台灣熊蟬

（一）為害狀：交尾後的雌成蟲將卵產於枝條上，孵化後的幼蟲掉落地面鑽進土

中，吸取樹體根部汁液，影響根部營養吸收，於土中蛻皮生長，直至羽化

前一天晚上才鑽出土面，爬至樹上羽化成為成蟲。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ryptotympana holsti Distant, 1904

2.別名：大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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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cadidae 蟬科

圖3. 薄翅蟬雄成蟲單眼暗紅及3顆紅色複眼 圖4. 薄翅蟬成蟲腹腹瓣灰白色覆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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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us Cryptotympana 熊蟬屬

4.分布：台灣、中國、越南、柬埔寨。

5.為害範圍：果樹類。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台灣特有種，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屬大型蟬，成蟲於

6~11月間出現，趨光性，常與其他蟬類共棲。成蟲體黑色，雄蟲會鳴叫，

雄蟲體長約46~49mm，前翅長約54~57mm，雌蟲體長約42~47mm，前翅

長約52~56mm，具光澤，布滿金黃色的絨毛，前胸及中胸背板中央突起，

上翅透明，翅脈為暗褐色，雄成蟲腹瓣黑色，長到第3或第4腹節，外緣為

紅褐色紋路，成蟲複眼黑色，3顆單眼淡紅色。

五、高砂熊蟬

（一）為害狀：交尾後的雌成蟲將卵產於枝條上，孵化後的幼蟲掉落地面鑽進土

中，吸食樹體細根汁液，影響根部吸收，於土中蛻皮生長，直至羽化前一

天晚上才鑽出土面，爬至樹上羽化成為成蟲。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ryptotympana takasagona Kato, 1925 

2.別名：脈赤熊蟬、熊蟬、橙蚱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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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cadidae 蟬科

　　　　　Genus Cryptotympana  熊蟬屬

4.分布：台灣、中國、綠島。

5.為害範圍：柑橘、甜柿、紅柿。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屬大型蟬，成蟲於6~10月間出

現，趨光性。蟲體黑色，具金屬光澤，蟲體密生金黃色或銀灰色鱗毛，鱗

毛易脫落，前翅透明，前半部翅脈為綠色。雄蟲體長約38~41mm，前翅長

約47~52mm，雌蟲體長約36~40mm，腹瓣橙黃色，前翅長約50~52mm。

單眼淡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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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紅脈熊蟬

（一）為害狀：交尾後的雌成蟲將卵產於枝條上，孵化後的幼蟲掉落地面鑽進土

中，若蟲於土壤中刺吸植株根部，吸食樹體細根汁液，影響根部吸收。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ryptotympana atrata (Fabricius,1775)

2.別名：脈赤熊蟬、黑蚱蟬、蚱蟬。 

3.分類地位：

圖1. 高砂熊蟬成蟲 圖2. 高砂熊蟬成蟲腹瓣橙黃色

圖3. 高砂熊蟬成蟲翅脈綠色 圖4. 高砂熊蟬成蟲單眼黑色，複眼橘黃

圖5. 高砂熊蟬蛻皮後所留蟬殼 圖6. 高砂熊蟬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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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Hemiptera 半翅目

　　　　Family Cicadidae 蟬科

　　　　　Genus Cryptotympana  熊蟬屬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柑橘、柿。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趨光性，年發生1世代，成蟲發

生於6~9月，屬大型蟬，蟲體黑色，具金屬光澤，長約37~49mm，翅展約

124mm，翅透明，腹部為黑色，前翅部具橙紅色翅脈，雄成蟲腹部第1~2
節有鳴器，腹瓣為黑色，側緣為橘褐色，脛節以下屬黑色，前腳腿節為橘

紅色，體背有金黃色茸毛。

圖1. 紅脈熊蟬成蟲 圖2. 紅脈熊蟬成蟲腹瓣為黑色

圖3. 紅脈熊蟬成蟲翅脈為橘紅色 圖4. 紅脈熊蟬蛻皮後的蟬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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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灣騷蟬

（一）為害狀：幼蟲於土中孵化，直接吸食樹體根部汁液，造成根部吸收困難，

並於土中蛻皮生長，羽化前一天晚上爬至樹上蛻殼成為成蟲。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omponia linearis (Walker, 1850)

2.別名：台灣蛁、台灣蜩、空腹蟬、螂蟬、騷蟬、魔音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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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cadidae 蟬科

　　　　　Genus Pomponia  騷蟬屬

4.分布：台灣、中國、東南亞、印度、日本、琉球。

5.為害範圍：柿、梨、酪梨、橄欖、錫蘭橄欖。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屬大型蟬，分布於低海拔至1200公尺的山地，成蟲發

生於4 ~ 1 0月，以7 ~ 8月份最多，具趨光性，體色黑褐色，雄蟲體長

約40~45mm，前翅長約45~49mm，雌蟲體長約30~32mm，前翅長約

43~47mm。雄蟲腹側呈中空透

明狀黃褐色，末端覆蓋稀疏的白

粉、鳴聲響亮，雌蟲腹部較胸部

短小。雄蟲頭部暗綠褐色，複眼

暗綠色，單眼呈紅色。蟲體呈

暗褐色，帶有不規則的綠色斑

紋，前胸緣片有3枚黑斑，中胸

背板上具茅形斑。翅透明，前翅

第1、2、3橫脈區及M1、R4+5

脈基部有不明顯黑點，前翅基部

之脈紋皆為綠色。

圖1. 台灣騷蟬雄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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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黑翅蟬

（一）為害狀：幼蟲於土中孵化，直接吸食樹體根部汁液，造成幼根枯死，影響

植株生育，並於土中蛻皮生長，羽化前一天晚上爬至樹上蛻殼。

（二）害蟲概述：

1.學名：Huechys sanguinea (De Geer, 1773)

2.別名：么姑蟲、紅女、紅姑娘、紅娘蟲、紅蟬、黑翅紅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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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cadidae 蟬科

　　　　　Genus Huechys
4.分布：台灣、蘭嶼、中國、香港、印度、緬甸、菲律賓、馬來西亞。

5.為害範圍：紅柿、牛心柿。

6.為害等級：★

7.天敵：鳥類。

（三）生物學特性：屬小型蟬，刺吸式口器，分布於800公尺以下低海拔山區，

發生於3~7月間，雄蟲體長約16~19 mm，前翅長約19~22mm，雌蟲體長約

18~21mm，前翅長約20~23mm，前翅為淡黑色不透明，後翅淡褐色半透明

狀。額唇基為紅色或橘紅色，單眼紅色，中胸背板黑色，兩側有1對紅斑

或橘紅斑，腹面黑色，腹部紅色或橘紅色。

圖1. 黑翅蟬成蟲 圖2. 黑翅蟬成蟲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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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軍配飛蝨科（Tropiiduchidae） 

一、軍配飛蝨（Tropiduchidae）
（一）為害狀：成、若蟲集中於葉背上吸取嫩葉汁液，善跳躍，遇驚擾則跳離現

場，可分泌物會誘發煤煙病，影響植株光合作用，造成植株生育不佳。

（二）害蟲概述：

1.學名：Tambinia debilis Stal, 1859 
2.別名：嬌弱鰨扁蠟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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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opiiduchidae 軍配飛蝨科

　　　　　Genus Tambinia 
4.分布：台灣、中國、日本、印度、馬來西亞、斯里蘭卡。

5.為害範圍：水黃皮、可可、咖啡、柿、柑橘、茄子、桑、荔枝、茶、

棉、番石榴、篦麻、樟、橄欖、錫蘭橄欖。

6.為害等級：★★

7.天敵：螳螂、蜘蛛。

（三）生物學特性：全年皆可發生，以夏、秋兩季發生較嚴重。成蟲頭部淺黃

色，圓形向前方突出，頭旁有隆起似"小"字狀，頭部、前胸背板具淺藍色

的縱紋；複眼為淺褐色，蟲體扁平淡綠色，蟲體長約6~7mm，前翅淺綠色

透明或半透明，翅頗寬，體型似長橢圓形，前翅前緣有橫脈，腿節上略帶

綠色。若蟲淺綠色具群居性，腹部末端具放射狀尾絲。

圖1. 軍配飛蝨初齡若蟲 圖2. 軍配飛蝨末齡若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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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菱飛蝨科（Cixiidae） 

一、菱飛蝨

（一）為害狀：成、若蟲集中於嫩葉葉背上吸取汁液，遇驚擾則跳離現場，其排

泄物會誘發煤煙病，影響植株光合作用，造成植株生育不佳。

（二）害蟲概述：

1.學名：Macrocixius sp.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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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xiidae 菱飛蝨科 
Genus Macrocixius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柿。

圖3. 軍配飛蝨成蟲 圖4. 螞蟻搬運軍配飛蝨若蟲

圖5. 軍配飛蝨之天敵蜘蛛 圖6. 軍配飛蝨之天敵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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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害等級：★

6.天敵：螳螂、蜘蛛。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

拔山區，成蟲黃褐色，體長6~8mm，

以夏、秋兩季較多，前胸背板前緣具

稜邊，擅彈跳，翅透明，中後方有數

個黑點，複眼黃褐色。

第九節、青翅飛蝨科（蛾蠟蟬科）（Flatidae） 

一、青蛾蠟蟬

（一）為害狀：成、若蟲群集於嫩枝、花穗、嫩葉背，吸取汁液，嚴重時引起落

花，造成植株生育不佳，並引發煤煙病誘集螞蟻，影響葉片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Geisha distinctissima (Walker, 1858)

2.異名：Flata distinctissima Stal, 1862

3.別名：青翅羽衣。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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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tidae 青翅飛蝨科

　　　　　Genus Geisha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

6.為害範圍：小花蔓澤蘭、月橘、咖啡、茶、油茶、柿、柑橘類、桑、荔

枝、梅、梨、酪梨、蒲桃、蓮霧、錫蘭橄欖、龍眼。

7.為害等級：★

8.天敵：螳螂、蜘蛛。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頭至翅端約12~13mm，較小青蛾

蠟蟬大，不善飛翔，成蟲蟲體黃綠色被覆白色蠟粉，前翅槳狀，臀角末端

突，外緣及後緣呈褐色寬帶，若蟲白綠色多停留嫩枝上，善跳躍，若蟲與

白色絨狀卵囊混於其中。

圖1. 菱飛蝨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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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青蛾蠟蟬（Flatid planthoopers）
（一）為害狀：群聚寄主的嫩莖、葉片上為害，成、若蟲皆吸取嫩葉、嫩芽汁

液，造成生育不佳，並引發煤煙病誘集螞蟻，影響植株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Geisha mariginellus (Walker, 1858)

2.別名：小青翅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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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tidae 青翅飛蝨科

Genus Geisha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小葉桑、山煙草、柿、柑橘、荔枝、稜果榕、構樹、錫蘭橄

圖1. 青蛾蠟蟬若蟲 圖2. 青蛾蠟蟬成蟲

圖3. 青蛾蠟蟬為害葉片 圖4. 青蛾蠟蟬為害幼枝及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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欖、龍眼。

6.為害等級：★

7.天敵：螳螂、蜘蛛。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在低海拔山區或平地樹叢間，本種較青蛾蠟蟬小。成蟲

出現於春、夏兩季，不善飛翔，體長約10mm左右。成蟲體色淡，中胸背

板有3條平行藍綠縱紋。翅為青色至淺藍色，翅緣較無明顯斑紋，前翅交

接處腹側呈現直角狀，腳脛節末端以下為紅色，可和青蛾蠟蟬作為比較，

背側為銳角。若蟲白色身上具有蠟絲。

圖1. 小青蛾蠟蟬若蟲 圖2. 小青蛾蠟蟬為害狀

圖3. 小青蛾蠟蟬成蟲 圖4. 小青蛾蠟蟬為害狀

圖5. 小青蛾蠟蟬之天敵蜘蛛 圖6. 小青蛾蠟蟬之天敵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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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褐緣蛾蠟蟬

（一）為害狀：成、若蟲皆吸取嫩葉、嫩芽及嫩莖上的汁液，造成植株生育不

佳，其分泌蜜露會引發煤煙病影響葉片光合作用，並誘集螞蟻前來取食，

造成田間操作困難。

（二）害蟲概述：

1.學名：Salurnis marginella (Guerin, 183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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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tidae 青翅飛蝨科

Genus Salurnis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茶樹、柑橘、梨、柿、蓮霧、荔枝、龍眼、檬果。

5.為害等級：★

6.天敵：螳螂、蜘蛛。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發生於3~7月，不善飛翔，頭

至翅端約7~10mm，前翅槳狀，外緣具褐色的邊紋，臀角末端突起，體色

以藍綠色為底色，翅脈為黃綠色，前胸背板有3條橘色的縱紋。若蟲背板

綠色，蟲體白色被覆蠟絲。

圖1.褐緣蛾蠟蟬若蟲 圖2.褐緣蛾蠟蟬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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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紋廣翅蠟蟬（Ricanid planthoopers）
（一）為害狀：成、若蟲皆可為害，遇到騷擾時會彈跳飛離現場，主要以吸取嫩

葉、嫩芽及嫩莖上的汁液，造成植株生育不佳，其分泌蜜露誘發煤煙病影

響葉片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Ricania simulans (Walker, 1851)

2.異名：Pochazia simulans, Walker,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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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aniidae 廣翅蠟蟬科

Genus Ricania 廣翅蠟蟬屬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長梗紫苧麻、柿。

6.為害等級：★

7.天敵：螳螂、蜘蛛。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在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平地至低海拔山區於3~7月
間為害，成蟲出現於5~7月，中海拔山區於5~10月間為害。翅膀墨綠色至

黑褐色，有2條白色橫向斑紋，翅端兩側各有1枚眼紋狀黑色斑點，翅膀特

別寬大，展翅寬20~25mm，蟲體為黑褐色、黃褐色等，前胸背板中間微

突。若蟲蟲體褐色，腹末端具白色蠟絲。

圖3. 褐緣蛾蠟蟬成蟲背板 圖4. 褐緣蛾蠟蟬為害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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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白痣廣翅蠟蟬（Ricanid planthoopers）
（一）為害狀：成、若蟲吸取葉片、嫩芽及嫩莖上的汁液，遇到騷擾時會彈跳飛

離現場，其分泌蜜露可誘發煤煙病影響植株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Ricania sublimate Jacobi, 1916

2.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圖1. 條紋廣翅蠟蟬若蟲 圖2. 條紋廣翅蠟蟬若蟲

圖3. 條紋廣翅蠟蟬成蟲 圖4. 條紋廣翅蠟蟬成蟲腹面

圖5. 條紋廣翅蠟蟬成蟲於葉上為害 圖6. 條紋廣翅蠟蟬成蟲於枝幹上吸食汁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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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Hemiptera 半翅目

Family Ricaniidae 廣翅蠟蟬科

Genus Ricania 廣翅蠟蟬屬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柿。

5.為害等級：★

6.天敵：螳螂、蜘蛛。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海拔山區，成蟲發生於5~10月間，頭部短扁形，複

眼紅色或褐色具有條紋，體色深綠色至墨綠色，前胸背板深褐色，體長11.2~ 
15.3mm，展翅寬約25~29mm，翅面灰褐色或黑褐色，密布細微的脈紋，密

布粉末，近翅端各有1枚三角形白色斑紋，翅後段有2條橫向的弧形線紋。

圖1. 白痣廣翅蠟蟬成蟲 圖2. 白痣廣翅蠟蟬成蟲腹面

六、八點廣翅蠟蟬

（一）為害狀：成、若蟲吸取生長較弱之嫩芽上的汁液，遇到騷擾時會彈跳飛離

現場，其分泌蜜露可誘發煤煙病影響植株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Ricania speculum (Walker,1851)
2.別名：八點蠟蟬、八點光蟬、桔八點光蟬、咖啡黑褐蛾蠟蟬、黑羽衣、

白雄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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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iptera 半翅目

Family Ricaniidae 廣翅蠟蟬科

Genus Ricania  廣翅蠟蟬屬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大葉黃楊、女貞、山楂、含笑花、李、杏、杜英、油茶、

柿、柑橘、珊瑚樹、紅花繼木、桂花、栗、桃、茶花、梅、梨、野薑

花、喜樹、楓香、蘋果、櫻桃等。

6.為害等級：★

7.天敵：螳螂、蜘蛛、安平草蛉。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海拔山區，年發生1世代，體長14~16mm，體及翅

為褐色，複眼黃褐色，翅中有波浪狀黑褐色橫帶，翅面有數個大小不一的

透明斑塊，翅下緣具2枚白色透明斑並鄰，喜棲息於陰暗處，清晨羽化，

成蟲壽命約50~70天。成蟲飛行力較其他蠟蟬強且迅速，每雌可產120~150
粒卵，每枝條可產數10粒，卵為橢圓形，初為白色，後逐漸轉為淡黃色。

卵上覆有棉絮狀白色蠟絲，至蠟絲逐漸脫落後，卵粒外露。初齡若蟲為白

色，蟲體上布滿深淺斑紋及3束白色蠟粉。

七、其他

圖1. 八點廣翅蠟蟬成蟲 圖2. 八點廣翅蠟蟬成蟲腹面

圖1. 蠟蟬若蟲 圖2. 蠟蟬若蟲似白色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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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象蠟蟬科（Dictyopharidae） 

一、中野象蠟蟬

（一）為害狀：成、若蟲集中於葉背上吸取汁液，並分泌排泄物，誘發煤煙病，

影響葉片光合作用，造成植株生育不佳。

（二）害蟲概述：

1.學名：Dictyophara nakanonis (Matsumura, 19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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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tyopharidae 象蠟蟬科 
Genus Dictyophara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柿。

5.為害等級：★

6.天敵：螳螂、蜘蛛。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

區，成蟲出現於夏、秋兩季間，體長

約12mm，頭部呈三角狀棒狀外突，複

眼橘褐色內為紅色條紋，前胸背板有橘、藍色相嵌之縱條紋，翅透明，若

蟲腹末端有束狀白色尾絲，羽化後尾絲會逐漸消失。

圖3. 蠟蟬若蟲尾部

圖1. 中野象蠟蟬若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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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瓢蠟蟬科（Issidae） 

一、瓢蠟蟬

（一）為害狀：成、若蟲集中於葉背或嫩枝上吸取汁液，善跳躍，遇驚擾則跳離

現場，並分泌蜜露誘發煤煙病，污染下位葉，影響葉片光合作用，造成植

株生育不佳。

（二）害蟲概述：

1.學名： Eusarima sp.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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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idae 圓飛蝨科

Genus Eusarima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柿。

5.為害等級：★

6.天敵：螳螂、蜘蛛。

（三）生物學特性：平地至山區或疏於管理之地皆有分布，成蟲出現於7~10月
間，成蟲褐色，體長5~7mm，複眼灰褐色，善跳躍。

圖1. 瓢蠟蟬成蟲 圖2. 瓢蠟蟬成蟲聚集於枝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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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木蝨科（Psyllidae） 

一、木蝨

（一）為害狀：成蟲於葉背上吸取汁液，並分泌物蜜露，污染葉片，並誘發煤煙

病，影響葉片光合作用，造成植株生育不佳。

（二）害蟲概述：

1.學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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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yllidae 木蝨科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柿。

6.為害等級：★

7.天敵：螳螂、蜘蛛。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

拔山區，主要發生於4~7月間，體

長約2.5~3mm，翅展7~8mm，蟲

體橘黃色，翅透明。

圖1. 木蝨成蟲

119

參、蟲害各論參、蟲害各論



第十三節、粉蝨科（Aleyrodidae） 
表一、粉蝨科發生及防治時期對照表

註：▼為防治時期

一、螺旋粉蝨（Spiralling whitefl y、Sraling whitefl y）
（一）為害狀：成、若蟲群聚於葉背吸食葉液，並分泌蜜露誘發煤煙病，密度高

時嫩葉、嫩枝、花、果及枝條均受污染。2齡若蟲以後，由蟲體分泌白色

蠟狀及絲狀物，會散落於葉片與蜜露形成銀灰色，因而有「銀色樹變」之

稱，嚴重影響葉片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及蒸散作用，使植株逐漸老化，

並提早落葉或引起植株枯萎。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leurodicus dispersus (Russell, 1965)
2.別名：白粉蝨、白蚊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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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yrodidae 粉蝨科

Genus Aleurodicus 盤粉蝨屬

4.分布：台灣、中國、厄瓜多爾、巴西、巴貝多、巴佩道斯島、巴拿馬、

爪哇、加那利群島、古巴、印尼、印度、多明尼加、多哥、貝南、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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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亞、南美、美國、迦納、剛果、哥斯大黎加、夏威夷、泰國、海地、

祕魯、馬丁尼克島、馬立安納群島、馬爾地夫、婆羅洲、斯里蘭卡、菲

律賓、新加坡、新幾內亞、聖多美、模里西斯、澳洲、薩摩亞群島、關

島等。

5.為害範圍：寄主範圍廣達65科、156種，包括蔬菜、果樹、觀賞植物、

行道樹及林木等。例如：一串紅、刀豆、大理花、番木瓜、瓜類、朱

槿、百香果、羊蹄甲、血桐、西施花、杜鵑花、刺莧、波羅蜜、玫瑰、

柿、枸杞、洋紫荊、美人蕉、茄子、茉莉花、香蕉、桑、破布子、茶、

茶花、梔子花、梨、番石榴、番茄、番荔枝、菊花、菜豆、黃梔花、楓

樹、聖誕紅、酪梨、椰子、辣椒、蓮霧、橄欖、錫蘭橄欖、龍葵、檬

果、櫻桃、鐵莧、欖仁樹等。

6.為害等級：★

7.天敵：Acremonium sp.、Aschersonia aleyrodis、Delphastus catalinae 
Horn、Nephaspis bicolor Gordon、Nephaspis oculatus Blatchley 、小紅瓢

蟲（Rodolia pumila）、小黑瓢蟲（Axinoscymnus nigripennis）、中華蟾

蜍（Bufo gargarizans）、五星小黃瓢蟲（Platynaspidius maculosus）、六

條瓢蟲（Cheilomenes sexmaculatas）、台灣方頭出尾蟲（Cybocephalus 
taiwanensis）、安平草蛉（Chrysopa boninensis）、赤星瓢蟲（Lemnia 
swinhoei）、花蝽象（Orius sp.）、長腳蜘蛛（Tetraantha sp.）、哥德恩

蚜小蜂（Encarsia guadelopupae Viggiani）、粉蝨小黑瓢蟲（Serangium 
sp.）、粉蝨蠅（Acletoxenus sp.）、異色瓢蟲（Leis axyridis）、短刺食

蚜虻（Paragus serratus）、黃偽瓢蟲（Saula japonia）、褐尾小黑瓢蟲

（Scymnus sp.）、澳洲瓢蟲（Rodolia cardinalis）、龜紋瓢蟲（Propylea 
japonica）、錨紋瓢蟲（Lemnia biplagiata）

（三）生物學特性：原產於加勒比海與中美洲，於1988年在臺灣首次發現在高

雄縣大寮鄉為害番石榴後，即逐漸擴散全國，屬於大型的粉蝨，分布於

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全年皆會發生為害，6~9月因逢梅雨季，密度下降，

10~11月後少雨，密度極增為害最烈，12月後溫度降低，密度也減少。雌

成蟲體長約1.97mm，壽命10~18.5天，雄成蟲2.0mm，壽命約7~12天。雌

成蟲將卵產於葉背，約10~53粒卵，呈螺旋式排列，卵橙黃色，長橢圓形

具柄，長約0.3mm，並分泌白色蠟質覆蓋其上面保護，卵期約7天，卵孵化

後第1齡若蟲具足可行走，若蟲期5.1天，2齡期之後的若蟲觸角與足均已退

化，若蟲期3.4天，2~3齡若蟲為黃色，蟲體卵圓形，具有紅色複眼，體長

0.47~0.49mm，3齡若蟲期4.4天。第4齡若蟲又稱假蛹期約5.5天。若蟲期共

約有20.5天。在25℃下完成1世代約26.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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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銀葉粉蝨（Silver leaf whitefl y）
（一）為害狀：屬雜食性，成、若蟲群棲在嫩葉葉背刺吸汁液，並分泌蜜露誘發

煤煙病，阻礙光合作用及呼吸作用，促使葉片提早老化及枯萎。

（二）害蟲概述：

1.學名：Bemisia argentifolii (Bellows & Perring ,1994)

2.別名：白蚊仔、白粉蝨、白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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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yrodidae 粉蝨科

Genus Bemisia 伯粉蝨屬

4.分布：台灣、中國、歐洲。

5.為害範圍：為害34科145種，超過700種以上之植物，包括十字花科、

木瓜、瓜類、甘藷、石竹、朱槿、百合、豆類、玫瑰、非洲菊、柿、柑

橘、洋桔梗、胡麻、茄科、梨、牽牛花、莧菜、棉花、番石榴、菊花、

菸草、薰衣草、聖誕紅、猩猩草、酪梨、藜、錫蘭橄欖等。

6.為害等級：★

7.天敵：小黑花蝽、東方蚜小蜂（Eretmocerus orientalis）、草蛉、捕食性

瓢蟲、癭蠅類、艷小蜂（Encarsia formosa Gahan）等。

（三）生物學特性：1989年入侵台灣，於柿子上世代不詳，主要在3~6月及9~11
月間為害，溫度在26~28℃氣候乾燥時發生，6月間逢雨季不利於該蟲之

生存。羽化後成蟲具兩對白色翅膀，蟲體黃色，體長約0.8~1.3mm，休息

圖1. 螺旋粉蝨若蟲 圖2. 螺旋粉蝨卵塊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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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翅呈屋脊狀，成蟲壽命夏季約10~15
天，冬季為30~60天，氣候適宜，雌成

蟲在嫩梢葉背產卵，可產下90~350粒
卵，粒粒皆分散，具柄，卵為橢圓形淡

黃綠色，卵期大約5天。若蟲有4齡，

蟲體為不規則長橢圓形，扁平，淡黃綠

色微透，1齡有足可移動尋找適宜的場

所，至2齡時固定於植體上足即退化，

以刺吸式口器刺吸葉片汁液，第4齡為假蛹期，約4~5天。若蟲期約在15
天，完成1世代約19~27天。

三、菸草粉蝨（Ssweet potato whitefl y(English), Weisse Fliege
(German), Cotton whitefl y(English)）

（一）為害狀：目前為亞熱帶以及熱帶地區的重要害蟲，可傳播 111種之作物病

毒病害，包括 Begomovirus (Geminiviridae)、Crinivirus (Closteroviridae)、
Carlavirus、Ipomovirus(Potyviridae)、Begomovirus 之番茄黃化捲葉病毒

(TYLCV)、Geminivirus，成若蟲體型細小，喜高溫乾燥環境，在通風不良

處發生較嚴重，且多群棲在嫩葉葉背刺吸汁液，並分泌蜜露誘發煤煙病，

阻礙光合作用及呼吸作用，促使葉片產生褐斑及黃化。

（二）害蟲概述：

1.學名：Bemisia tabaci (Gennadius, 1889)

2.異名：Bemisia gossypiperda Misra and Lamba、Bemisia lonicerae Takahashi、
Bemisia miniscula Danzig、Bemisia hibisci Takahashi、 Aleyrodes inconspicua 
Quaintance、Bemisia emiliae Corbett、Bemisia signata Bo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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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yrodidae 粉蝨科

Genus Bemisia 伯粉蝨屬

4.分布：台灣、東非、地中海地區、拉丁美洲、土耳其、大西洋、中國、

厄瓜多爾、布亞新幾內亞、巴西、巴基斯坦、日本、牙買加、以色列、

圖1. 銀葉粉蝨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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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加蓬、布基納法索、布隆迪、瓦努阿圖、伊朗伊斯蘭共和國、

印度、印度尼西亞 、地中海、多米尼加共和國、百慕大、希臘、坦桑尼

亞聯合共和國、孟加拉國、帕勞、波多黎各、法屬波利尼西亞、非洲、

南美洲、約旦、美國、哥斯達黎加、埃及、庫克群島、泰國、烏干達、

留尼汪(留尼汪島)、紐埃、馬耳他、基里巴斯、密克羅尼西亞聯邦、幾

內亞、斐濟、塞內加爾、新喀裡多(努韋勒喀裡多尼亞)、聖基茨和尼維

斯、葡萄牙、歐洲、墨西哥、澳大利亞、薩摩亞、蘇丹、西班牙、貝寧。

5.為害範圍：大豆、瓜類、甘藷、柿、馬鈴薯、菾菜、棉花、猩猩草、菸

草、聖誕紅、萵苣、樹薯及番茄超過900種以上。

6.為害等級：★

7.天敵：小黑花蝽、東方蚜小蜂（Eretmocerus orientalis）、草蛉、捕食性

瓢蟲、癭蠅類、艷小蜂（Encarsia formosa Gahan）等。

（三）生物學特性：1889年最初於希臘的菸草上發現，因而命名，在柿子上可

發生10~12世代，終年發生，發育溫度以26~28℃最適宜，在3~5月嫩梢

萌發期發生較為嚴重，雌成蟲與雄成蟲交尾後，可產卵80~300粒。卵期

約5~7天，卵橢圓形黃褐色，大小約0.25mm。也可行孤雌生殖，產下未

受精的卵，孵化後發育成雄性個體。於25℃時，若蟲期有3齡，初孵化

若蟲具足可移動，長橢圓形淡黃綠色，蟲體扁平約0.3mm，至2~3齡足

退化，固著於植體上，體形轉變為不規則之橢圓形，被覆蠟粉，體長約

0.35~0.55mm。蛹淡黃綠色，扁平狀，體長約0.8mm。成蟲蟲體黃色，體長

約0.8~1.3mm，翅2對白色上覆有白色蠟粉。從卵發育到成蟲約需30~40天。

（四）管理方法：

1.依最新網路版植物保護推薦藥劑施用。

2.田間維持清潔衛生，並清除雜草以防止躲藏。

圖1. 菸草粉蝨成蟲 圖2. 懸掛黏板防治菸草粉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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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麻拉特粉蝨

（一）為害狀：若蟲群棲於葉背，刺吸汁養液，被害葉片則呈畸形，並分泌蜜露

誘發煤煙病，阻礙植株光合作用，引發樹勢衰弱。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leurolobus marlatti (Quaintance, 1903)
2.別名：柑橘無刺粉蝨、柑橘圓粉蝨、茶樹黑粉蝨、馬氏粉蝨、馬氏眼粉

蝨、黑粉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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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yrodidae 粉蝨科

Genus Aleurolobus 穴粉蝨屬

4.分布：台灣、中國、日本、印度、安南、美國、菲律賓。

5.為害範圍：山楂、夜來香、油茶、柿、柑橘、栗、桃、茶、梨、無花

果、番石榴、葡萄、蓮霧。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世代不詳，發生於7~9月，以2齡若

蟲於1~2年生枝上越冬。一般雌成蟲蟲體皆比雄成蟲大，體長約1.2~1.3mm，

黃色至橙黃色，具褐斑，複眼紅色，單眼2個，生於複眼上方，觸腳7節，淡

黃色，翅白色半透明，具不規則狀的褐斑，前後翅有條縱脈，翅表面著生白

色蠟狀物。雌雄交尾後產卵，卵散產於葉背，每葉上約10餘粒。初孵若蟲橢

圓形，體長0.25mm，淡黃綠色，觸角4節，絲狀。至2齡時尋找適宜場所固

定後，觸角和腳均退化，就不再移動，蟲體則轉為褐色，周圍分泌出白色

蠟質物，腹部周緣具16對小突起，上有長短毛剛毛。至3齡老熟時蟲體體壁

硬化，白色蠟狀物增加，體長約0.8~lmm左右，不脫掉而成為蛹殼，化蛹於

內，蛹為橢圓形，雌蛹約1~1.2mm、雄蛹約0.8~1mm，無刺毛。

五、柑橘刺粉蝨 (Citrus spiny-blackfl y、orange spiny whitefl y)
（一）為害狀：成、若蟲群棲於葉背刺吸汁液，受害嫩枝梢則呈畸形，並分泌蜜

露誘發煤煙病，導致枝葉變黑，阻礙光合作用，引發樹勢衰弱。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leurocanthus spiniferus (Quaintance, 1903) 

125

參、蟲害各論參、蟲害各論



2.別名：灰煙仔、刺粉蝨、柑橘蝨、桔刺粉蝨、茶樹黑刺粉蝨；黑刺粉

蝨、黑煙仔、黑蛹有刺粉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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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yrodidae 粉蝨科

Genus Aleurocanthus 刺粉蝨屬

4.分布：台灣、中國、日本、爪哇、牙買加、卡羅林島、印尼、印度、坦

尚尼亞、肯亞、香港、夏威夷、泰國、烏干達、馬里亞納群島、馬來西

亞、荷蘭、斯里蘭卡、菲律賓、越南、模里西斯、關島、蘇門答臘島。

5.為害範圍：牛心梨、伊立基藤、李、枇杷、油茶、玫瑰、花椒、柿、柑

橘、柳、桃、烏桕、茶、梨、猴歡喜、番荔枝、筆羅子、葡萄、槭、蓮

霧、薔薇、蘋果。

6.天敵：粉蝨黃小蜂（Encarsia smithi Silvestri）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年發生4~6世代，終年發生，夏、秋季節密度偏高。成蟲正趨光

性，雌蟲體長1.35mm，雄蟲體長0.96mm，體色橙黃，上覆白色粉末，翅為不透

明白色，前翅為紫灰色斑紋，平均壽命在2.2天；雄蟲平均壽命在1.7天。以若蟲

期越冬，翌年春化蛹，雌成蟲於嫩葉之葉背產卵，約4~55粒，卵粒為長橢圓形，

弧形排列，卵長0.97mm，具短柄直豎於葉背，剛產下時為淡黃色，漸至褐色，

卵期11~27天，未經受精之卵，孵化後為雄性。蟲齡有4齡，初齡為扁橢圓形淡

黃色，有觸角及足可移動，待固定後觸角及足逐漸退化，體色也由褐色轉變至

黑色，由蟲體邊緣分泌白色蠟質物，經17~90天後化蛹，蛹為黑色橢圓形，長約

1mm，蟲體背部隆起並著生許多刺，周圍具白色蠟質物，7~34天後羽化為成蟲。

圖1. 柑橘刺粉蝨成蟲及卵 圖2. 柑橘刺粉蝨成若蟲群聚吸食汁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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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楊梅粉蝨（bayberry whitefl y）
（一）為害狀：成、若蟲群聚於葉背，刺吸寄主的汁液，嚴重時引起葉片、嫩梢

枯萎畸形，並分泌蜜露誘發煤煙病，導致枝葉變黑，阻礙光合作用，引發

樹勢衰弱。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arabemisia myricae (Kuwana, 1927) 
2.異名：Bemisia myricae Kuwana,1927
3.別名：日本山桃粉蝨、白蝨、桑蝨、桑粉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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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yrodidae 粉蝨科

Genus Parabemisia 類伯粉蝨屬

5.分布：台灣、土耳其、日本、以色列、加那利群島、印度、西西里島、

西班牙、希臘、突尼西亞、美國、香港、埃及、夏威夷、特立尼達、馬

來西亞、馬來半島、斯里蘭卡、象牙海岸、塞普勒斯、義大利、墨西

哥、薩丁尼亞島。

6.為害範圍：李、柿、柑橘、桑、茶、梅、楊梅、酪梨、櫻桃。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發生於春、秋兩季，世代不詳，

以3~6月間密度較高，以蛹在落葉上越冬。雌成蟲將卵產於嫩梢葉背或新

梢頂端，卵橢圓形黃白色，長0.2mm，蛹扁橢圓形，長0.8mm。雌成蟲體

長約1.2mm，雄成蟲體長約0.8mm，體為黃色具白色蠟粉。

圖1. 楊梅粉蝨成蟲 圖2. 楊梅粉蝨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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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龐達粉蝨（Nesting whitefl y）
（一）為害狀：成、若蟲群集於葉背刺吸汁液，並分泌蜜露誘發煤煙病，阻礙葉

片光合作用，並提早葉片老化，嚴重時引起枯萎及落葉。除為害葉片外，

亦可為害果實。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araleyrodes bondari Peracchi ,1971
2.別名：白蚊仔、龐達巢粉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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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yrodidae 粉蝨科

Genus Paraleyrodes 巢粉蝨屬

4.分布：台灣、中美洲、巴西、巴拿馬、馬得拉群島。

5.為害範圍：山黃麻、可可椰子、洋紫荊、油桐、扁櫻桃、柿、柑橘、茄

苳、茉莉花、香蕉、香楠、桑、破布子、番荔枝、酪梨、稜果、酪梨、

榕樹、蒲桃、樟樹、蓮霧、檬果、雞屎藤、鵝掌柴、欖仁等17科25種。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海拔山區，1998年疑似從高屏、雲嘉南熱帶果樹上

發現。於9~11月份氣候乾燥期為害嚴重，有世代重疊現象。雌成蟲產卵於

葉背上，呈分散排列，並分泌白色絲狀物或蠟粉覆在卵上。初孵化若蟲可

移動至吸食，至2齡後則固著於植體上，並分泌白色蠟狀物覆蓋蟲體，化

蛹後，蛹殼具蠟絲，淡黃色，且蠟絲長度比蛹體長。成蟲體長約1mm，觸

角有3節。

圖3. 楊梅粉蝨之捕食性天敵 圖4. 楊梅粉蝨之捕食性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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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方式：

1.依最新網路版植物保護手冊推薦藥劑使用。

2.可懸掛黃色黏板誘殺成蟲。

3.清除被害枝葉集中燒燬。

八、柑桔裸粉蝨（Citrus whitefl y）
（一）為害狀：以若蟲群聚於葉片上，刺吸食汁液，被害處形成黃色小斑點，並

分泌蜜露，誘發煤煙病及誘致螞蟻，影響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Dialeurodes citri (Ashmead, 1885) 
2.別名：白粉蝨、柑桔雙孔粉蝨、綠粉蝨、蓪草粉蝨、柑橘粉蝨、柑桔刺

粉蝨、桔黃粉虱、桔綠粉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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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yrodidae 粉蝨科

Genus Dialeurodes 裸粉蝨屬

4.分布：台灣、中國、土耳其、巴西、巴基斯坦、日本、以色列、北美

洲、古巴、印度、西西里島、西班牙、希臘、東南亞、法國、阿根廷、

阿爾及利亞、俄羅斯、南美洲、南斯拉夫、科西嘉島、突尼西亞、美

國、香港、埃及、泰國、馬爾他、斯里蘭卡、智利、越南、義大利、摩

洛哥、黎巴嫩、墨西哥、薩丁尼亞島。

5.為害範圍：可為害的植物多達30科、55屬、74種，包括丁香、三葉山香

圓、女貞、冬青、石櫟、印度棗、杏、板栗、油菜、柿、柑橘、茄苳、

茉莉、倒卵葉饅頭果、核桃、桃、茶、梅、梔子花、梨、筆羅子、黃枝

花、猿尾藤、臺東火刺木、臺灣白腳蜈蚣、豬腳楠、樹杞、鵝掌柴等。

6.為害等級：★

7 .天敵：刀角瓢蟲（Serangium japonicum  Chap in）、粉蝨座殼孢

（Aschersonia aleyrodis Webber）、輪枝菌（Verticillium lecanii）、擬青

黴菌屬（Paecilomyces）。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約5~6世代，全年以3~7月發生

較多，其次為8~10月，氣候乾燥時，發生密度較高。成蟲體長1~1.2mm，淡黃

色，覆有白色蠟粉，複眼紅色，翅半透明，均被有白色蜡粉。腳脛節亦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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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雌蟲未經交尾亦可產卵，卵黃色，長橢圓形，長徑約0.22mm，基部有一

短柄連於葉背，但後代均為雄蟲；初孵化幼蟲扁平橢圓形，長約0.7mm，淡黃

綠色，周圍有放射狀白色蠟絲，並有17對小突起。以老熟幼蟲或蛹在葉背越

冬，於翌年3月左右孵化。幼蟲3齡後化蛹。蛹近橢圓形扁平，淡黃綠色，長約

1.3~1.6mm，背面無刺毛，兩側2/5處稍微下凹，羽化前蛹呈黃綠色，羽化後為

透明白色。在成、若蟲或蛹的背面末端，均有獨特的"管狀孔"構造。 

圖1. 柑桔裸粉蝨成蟲 圖2. 柑桔裸粉蝨成蟲之捕食性蜘蛛

圖1. 粉蝨成蟲A 圖2. 粉蝨若蟲A

圖3. 粉蝨A葉片發生情形 圖4. 粉蝨若蟲B蟲殼

九、其他粉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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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常蚜科（Aphididae）

一、棉蚜（Cotton aphid、Melon aphid）
（一）為害狀：成若蟲群聚吸食嫩芽或幼葉汁液，被害葉片常捲縮，造成生長不

佳，並分泌蜜露有如塗了膠水一樣，並誘發煤煙病，影響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phis gossypii Glover ,1877

2.別名：瓜蚜、油旱、油蟲、青苔、青龜神、苔、黑苔、蜜蟲、膩蟲、龜

神、龜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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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hididae 常蚜科

Genus Aphis 蚜屬

4.分布：台灣、中國、日本、爪哇、北美、印尼、印度、非洲、夏威夷、

海南島、馬來西亞、斯里蘭卡、菲律賓、歐洲、錫蘭、韓國。

5.為害範圍：一串紅、大岩桐、天堂鳥、孔雀草、番木瓜、木槿、仙人

掌、仙丹花、仙客來、冬瓜、玉蘭、越瓜、白鶴芋、石竹、石榴、朱

槿、百合、百香果、西瓜、杜虹花、牡丹、芋、豆薯、豆類、枇杷、泡

桐、玫瑰、芙蓉、芹菜、金魚草、非洲菊、南瓜、南美紫茉莉、扁蒲、

柿、柑橘、柚木、柳、洋香瓜、洋桔梗、胡瓜、胡麻、苦瓜、茄子、泰

國麻、臭牡丹、婆婆針、常春藤、香石竹、梔子、梨、甜椒、粗肋草、

野牡丹、棉、番石榴、絲瓜、菠菜、萊豆、菊花、楝樹、萵苣、榕樹、

福祿桐、槭、蔓綠絨、蕹菜、雞冠花、蘋果、蘭花、觀賞椰子等多達270

種植物。

6.為害等級：★

7.天敵：大食蚜虻 (Syrphus  confra ter  Wiedmann)、小花蝽（Orius 

similis Zheng）、小食蚜虻(Melanostama univittatum Wiedmann)、小

黑瓢蟲（Axinoscymnus nigripennis Kamiya）、六星瓢蟲（Oenopia 

131

參、蟲害各論參、蟲害各論



formosana）、六條瓢蟲（Menochilus sexmaculatus）、爪哇食蚜虻

(Sphaerophoria javana Wiedmann)、白背食蚜蠅(Leucopis puncticornis 
Meigen)、安平草蛉(Chrysopa boninensis)、赤星瓢蟲(Coelophora 

saucia Mulsant)、刺背食蚜虻(Paragus tibialis Fallen)、刺腿食蚜虻、

東方食蚜虻(Melanostoma orientale  Wiedmann)、食蚜蠅、食蟲虻

(Ischiodon scutellaris Fabricius)、姬獵蝽（Nabis sp.）、草蜻蛉(Chrysopa 

boninensis Okamoto)、蚜小蜂、蚜獅（Coccinellaseptempunctata brucki 
Mulsant）、蚜繭蜂（Ephedrus sp.）、蚜黴菌、高山食蚜虻(Syrphus 

horishanus Matsumura)、條背食蚜虻(Metasyrphus corollae Fabricius)、

斑翅食蚜虻(Syrphus aegrotus Fabricius)、棉蚜小蜂（Aphelinus gossypii 
Timberlake）、短刺食蚜虻(Paragus serratus  Fabricius)、筒形食

蚜虻(Sphaerophoria cylindrica Say)、黑色食蚜虻(Syrphus serarius 

Wiedmann)、黑紋食蚜虻(Xanthogramma citrifasciatum De Geer)、黑點食

蚜虻(Epistrophe balteatus De Geer)、跳小蜂、蜘蛛、褐姬蛉、龜紋瓢蟲

（Propylea japonica）、錨紋瓢蟲（Lemnia biplagiata Swartz）。

（三）生物學特性：全年發生，年發生30餘世代，1世代約7~18天，行孤雌生

殖，每雌蟲可產29~110隻若蟲，以3~6月及9~10月之乾旱季為密度最高，

雌蚜分有翅型及無翅型兩種，常與無翅世代個體同行胎生繁殖，有翅雌蟲

終年可見，體長約1.2~1.5mm，翅長約5.4mm，體背著生網狀斑紋，體色

有黑色、深綠色、綠色、橙黃色、黃色或淡黃色等，體表具白粉，頭部墨

綠至黑色，翅透明，腹部前半節橙黃，後半節漸趨綠色，具黑色腹管一

對。無翅雌蟲體色由綠色、墨綠色至黑色，體長約1.5mm，觸角基部為灰

白色，足為黃白色而至末端為暗色，若蟲4齡。

圖1. 棉蚜若蟲 圖2. 有翅型棉蚜群聚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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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蚜（Peach aphid、Green peach aphid）
（一）為害狀：成、若蟲均群聚於葉背或花器上刺吸汁液，被害嚴重時葉片捲縮

或凋萎，造成植株生育不佳，其分泌的蜜露誘發煤煙病，污染葉面，影響

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Myzus persicae (Sulzer, 1776)

2.別名：波斯蚜、油漢、青苔、青菜苔、桃赤蚜、煙蚜、膩蟲、龜神、龜蠅。

圖3. 棉蚜有翅成蟲 圖4. 棉蚜被寄生蜂寄生情形

圖5. 瓢蟲幼蟲捕食棉蚜 圖6. 食蚜虻幼蟲

圖7. 捕食性瓢蟲蛹 圖8. 捕食性瓢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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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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iptera 半翅目

 Family Aphididae 常蚜科

Genus Myzus 瘤蚜屬

4.分布：全球。

5.為害範圍：一品紅、十字花科蔬菜、三色槿、大岩桐、大理花、山桃、

月季、木瓜、木槿、水仙、仙客來、瓜葉菊、瓜類、甘藷、石竹、百日

菊、百合、西紅柿、夾竹桃、李、杏、豆類、夜來香、孤挺花、油桃、

芹菜、金魚草、柿、柑桔、胡麻、茄子、茄科、風信子、香石竹、桃、

馬鈴薯、梅、梨、菾菜、報春花、番石榴、紫蘿蘭、菠菜、菊花、萵

苣、碧桃、福木、臺灣櫸、辣椒、糖棉、繁縷、蕹菜、櫻花、櫻桃、鬱

金香等，全世界有記錄的有350餘種。

6.為害等級：★

7 .天敵：Tr ioxys  (B . )  communis  Gahan）、七星瓢蟲（Cocc ine l la 
septempunctata  brucki  Mulsant）、大食蚜虻 (Syrphus  confrater 
Wiedmann)、小十二星瓢蟲、小食蚜虻 (Melanostama univ i t ta tum 
Wi e d m a n n )、六星瓢蟲、六條瓢蟲 ( M e n o c h i l u s  s e x m a c h l a t u s 
Fabricius)、爪哇食蚜虻(Sphaerophoria javana Wiedmann)、台灣草蛉

(Chrysopa formosana Matsumura)、四星小黑瓢蟲（Scymnus frontalis 
quadripustulatus Herbst）、白背食蚜蠅(Leucopis puncticornis Meigen)、
安平草蛉(M. bonininsis Okamoto)、赤星瓢蟲(Lemnia swinhoei)、刺背食

蚜虻(Paragus tibialis Fallen)、刺腿食蚜虻(Ishiodan scutellaris Fabricus)、
東方食蚜虻(Melanostoma orientale Wiedmann)、波紋瓢蟲（Coccinella 
repanda）、食蟲虻(Ischiodon scutellaris Fabricius)、草蜻蛉(Chrysopa 
boninensis Okamoto)、蚜小蜂（Aphelinus sp.）、蚜繭蜂（Aphidius 
gifuensis、Ephedrus persicae、E. plagiator、Diaeretiella rapae、Lipolexis 
gracilis）、蚜繭蜂科（Ephedrus robustus Lin、E. plagiator Nees、
Lipolexis gracilis Forster、L. scutellaris Mackauer、Lysiphlebia japonica 
Ashmead)、高山食蚜虻(Syrphus horishanus Matsumura)、基徵草蛉

(Mallada basalis Walker)、條背食蚜虻(Metasyrphus corollae Fabricius)、異

134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色瓢蟲（Harmonia axyridis）、斑翅食蚜虻(Asarcina argrota Fabricius)、
短刺食蚜虻(Paragus serratus Fabricius)、筒形食蚜虻(Sphaerophoria 
cylindrica Say)、黑色食蚜虻(Syrphus serarius Wiedmann)、黑紋食蚜虻

(Xanthogramma citrifasciatum De Geer)、黑點食蚜虻(Epistrophe balteata 
De Geer)、褐尾小黑瓢蟲（Scymmus sp.）、褐條小黑瓢蟲、龜紋瓢蟲

（Propylea japonica）、擬跳小峰科（Aphelinus mali Hableman)、錨紋瓢

蟲(L. biplagiata Swartz)。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及廣從平地至低、中、高海拔地區皆有，可傳播菸草脈

綠嵌紋病（Tobacco vein-banding mosaic virus）、木瓜輪點毒素病（Papava 
ringspot virus）、及馬鈴薯毒素病，本蟲全年皆可發生，年發生約30~45
世代，完成1世代約7~27天，以3～6月及9～10月之乾旱季發生較多，終年

行孤雌生殖，胎生，每雌成蟲可產下20-60隻若蟲，生長最適溫度為21～
26℃。成蟲分有翅及無翅兩型，有翅胎生雌成蟲，蟲體為淡綠至黑色，長

約2.1mm，複眼紅色，觸角第3節約有12個副狀感覺器，排在同一列，腹部

背面有黑色斑點，翅透明長約5mm，有翅雄蟲體顏色較有翅胎生成蟲深，

為黑色或黑褐色。無翅胎生雌成蟲體長約 2mm，蟲體光滑無粉狀物，體色

多變異從淡綠、黃、黃綠、綠、黃褐、棕褐、淡紅、紅、黑褐色及棕等顏

色皆有，尾片有6根毛。若蟲齡期有4齡，數目過多或食源不足時，則產生

有翅型雌蟲。

圖1. 桃蚜群聚為害 圖2. 桃蚜有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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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橘捲葉蚜（Shiraea aphid、gree citrus aphid、Pear green 
aphid）

（一）為害狀：成、若蟲均群聚於葉背或花器上刺吸汁液，被害嚴重時葉片捲縮

或凋萎，造成植株生育不佳，其分泌的蜜露誘發煤煙病，污染葉面，影響

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phis citricola Van der Goot, 1912

2.異名：Aphis Spiracecola

3.別名：梨綠蚜、繡線菊蚜、蘋果黃蚜。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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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hididae 常蚜科

Genus Aphis 蚜屬

5.分布：台灣、中國、巴基斯坦、日本、北美洲、印尼、南美洲、琉球、

韓國。

6.為害範圍：大白花鬼針、石斑木、車桑子、咸豐草、鬼針、紫花霍香

薊、紫背草、楊柳、福祿桐、霍香薊、繡球花。

7.為害等級：★★

8 .天敵：Tr ioxys  (B . )  communis  Gahan）、七星瓢蟲（Cocc ine l la 

septempunctata  brucki  Mulsant）、大食蚜虻 (Syrphus  confrater 

Wiedmann)、小十二星瓢蟲、小食蚜虻 (Melanostama univ i t ta tum 

Wi e d m a n n )、六星瓢蟲、六條瓢蟲 ( M e n o c h i l u s  s e x m a c h l a t u s 

Fabricius)、爪哇食蚜虻(Sphaerophoria javana Wiedmann)、台灣草蛉

(Chrysopa formosana Matsumura)、四星小黑瓢蟲（Scymnus frontalis 

quadripustulatus Herbst）、白背食蚜蠅(Leucopis puncticornis Meigen)、

安平草蛉(M. bonininsis Okamoto)、赤星瓢蟲(Lemnia swinhoei)、刺背食

蚜虻(Paragus tibialis Fallen)、刺腿食蚜虻(Ishiodan scutellaris Fabr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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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食蚜虻(Melanostoma orientale Wiedmann)、波紋瓢蟲（Coccinella 

repanda）、食蟲虻(Ischiodon scutellaris Fabricius)、草蜻蛉(Chrysopa 

boninensis Okamoto)、蚜小蜂（Aphelinus sp.）、蚜繭蜂（Aphidius 

gifuensis、Ephedrus persicae、E. plagiator、Diaeretiella rapae、

Lipolexis gracilis）、蚜繭蜂科（Ephedrus robustus Lin、E. plagiator 

Nees、Lipolexis gracilis Forster、L. scutellaris Mackauer、Lysiphlebia 

japonica Ashmead)、高山食蚜虻(Syrphus horishanus Matsumura)、基

徵草蛉(Mallada basalis Walker)、條背食蚜虻(Metasyrphus corollae 
Fabricius)、異色瓢蟲（Harmonia axyridis）、斑翅食蚜虻(Asarcina 

argrota Fabricius)、短刺食蚜虻(Paragus serratus Fabricius)、筒形

食蚜虻(Sphaerophoria cylindrica Say)、黑色食蚜虻(Syrphus serarius 

Wiedmann)、黑紋食蚜虻(Xanthogramma citrifasciatum De Geer)、黑點食

蚜虻(Epistrophe balteata De Geer)、褐尾小黑瓢蟲（Scymmus sp.）、褐條

小黑瓢蟲、龜紋瓢蟲（Propylea japonica)、擬跳小峰科（Aphelinus mali 
Hableman)、錨紋瓢蟲(L. biplagiata Swartz)。

（三）生物學特性：終年均可發生，年可發生18世代，春芽期發生較多，以成蟲

越冬。成蟲體淺綠色至深綠色皆有，體長1.4~1.8mm，群體密度擁擠及寄

主組織老化，則有翅形出現。其繁殖方式有翅型及無翅型皆為胎生，在台

灣未發現雄蟲及卵生型蚜蟲。

圖1. 橘捲葉蚜成蟲 圖2. 橘捲葉蚜有翅型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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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蚜蟲

圖1. 蚜蟲A 圖2. 蚜蟲B

第十五節、碩介殼蟲科（Margarodidae） 

一、埃及吹綿介殼蟲（Breadfruit mealybug、Giant coccids）
（一）為害狀：發生於疏於管理田區，乾旱季節密度較高，成若蟲群聚於嫩枝及

葉背吸食汁液，並分泌蜜露誘致螞蟻，引發煤煙病，影響葉片光合作用，

導致葉片褐化。

（二）害蟲概述：

1.學名：Icerya aegyptiaca (Douglas, 1890)

2.異名：Crossotosoma aegyptiacum Douglas, 1890、Icerya aegyptiacum 
Riley, 1890、Icerya tangalla Green, 1896

3.別名：埃及吹綿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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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arodidae 碩介殼蟲科

Genus Icerya 吹綿介殼蟲屬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印度、非洲、香港、埃及、斯里蘭卡、菲律

賓、澳洲。

6.為害範圍：九節木、巴豆類、毛柿、玉蘭花、白樹、合歡、尖葉杜英、

138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朴樹、血桐、含笑花、刺番荔枝、波羅蜜、玫瑰、柑橘、紅雀珊瑚、茄

子、茄苳、降真香、倒卵葉饅頭果、扇葉蒲葵、桑、粗糠柴、野桐、雀

榕、麻竹、無花果、番石榴、番荔枝、聖誕紅、廣東油桐、樟、橄欖、

錫蘭橄欖、檬果、蘋果、蘭嶼麵包樹、鐵莧類、變葉木等30科約76種木

本植物。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發生於3~5月間，蟲體體長約

2.8~6.5mm，寬2.0~3.7mm，橢圓形，前端較尖，橙黃色至橘紅色，上下

皆扁圓形，背部及體側覆有白色長蠟狀物。

圖1. 埃及吹綿介殼蟲 圖2. 埃及吹綿介殼蟲群聚為害

圖3. 埃及吹綿介殼蟲之蟲生真菌 圖4. 埃及吹綿介殼蟲的天敵蒙氏瓢蟲

二、黃吹綿介殼蟲(Yellow cottony cushion scale、Seychelles scale)
（一）為害狀：氣候乾旱時發生嚴重，雌成蟲、若蟲均會爬行移動，群聚於枝條

及葉片為害，受害植枝輕者新梢枯死或停止生長，嚴重者導致枝條枯死。本

蟲的分泌物會誘集螞蟻、蜂類及蠅類前來，而誘致煤煙病，影響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Icerya seychellarum (Westwood,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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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異名：Coccus sacchari Guérin-Méneville, 1867、Dorthesia seychellarum 
Westwood, 1855、Iceria seychellarum Kawecki, 1965、Icerya candida 
Cockerell, 1905、Icerya crocae Vayssière, 1926、Icerya crocea Green, 
1896、Icerya okadae Kuwana, 1907、Icerya sacchari Signoret, 1876、
Icerya seychellarum Maskell, 1897、Orthezia seychellarumTargioni, 1869。 

3.別名：岡田吹綿介殼蟲、銀毛吹綿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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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arodidae 碩介殼蟲科

Genus Icerya 吹綿介殼蟲屬

5.分布：台灣、大洋州所屬之群島、中國、日本、印度、東南亞、非洲、

香港、紐西蘭、菲律賓、澳洲。

6.為害範圍：大葉山欖、大葉羅漢松、山毛豆、山竹、木豆、木麻黃、台灣

膠木、瓜哇蒲桃、血桐、芒果、枇杷、玫瑰、厚皮香、星頻果、柿、柑橘

類、相思樹、紅毛丹、茄苳、桑、烏桕、荔枝、茶樹、酒瓶椰子、雀榕、

紫穗槐、象牙樹、黃椰子、楠木屬、酪梨、蓮霧、豬腳楠、橄欖、錫蘭橄

欖、龍眼、檳榔、檬果、羅漢松、蘋果、躑菰躅等，為害植物超過250種。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與低海拔山區，世代不詳，成蟲幾乎全年可見，

以3~5月發生較嚴重。蟲體背面縱條狀瘤突，蟲體黃色、橙黃色及紅褐色

等，體表為白色塊狀粉蠟物覆蓋。雌成蟲體長4~8mm，體寬約3.08mm，

卵圓形，表皮具膜質，體表密生黑色長剛毛。

圖1. 黃吹綿介殼蟲若蟲 圖2. 黃吹綿介殼蟲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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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節、膠介殼蟲科（Kerridae） 

一、紫膠介殼蟲（Lac insect）
（一）為害狀：可為害植株枝條，被害處黏附而形成不規則紅色的蟲膠，後逐漸

包覆枝條成瘤狀物，嚴重時會落葉、枯乾或死亡。本蟲也會分泌物誘發煤

煙病，影響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Kerria lacca lacca (Kerr,1782)

2.異名：Carteria lacca Signoret, 1874、Chermes lacca Roxburgh, 1791、
Coccus gummilaccae Goeze, 1778、Coccus lacca Kerr, 1782、Kerria 
lacca Targioni Tozzetti, 1884、Laccifer lacca Cockerell, 1924、Laccifer 
lacca Kerr, 1782、Lakshadia indica Mahdihassan, 1923、Tachardia lacca 
Chamberlin, 1923。

3.別名：塑膠苔、膠蟲、紫膠蚧、龍眼膠蟲、漆崦。

4.分類地位：同翅目（Homoptera）、膠介殼蟲科（Kerr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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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布：台灣、中國、印尼、印度、東亞、泰國、斯里蘭卡、緬甸。

6.為害範圍：大葉豆、毛柿、水柳、牛心梨、台灣榿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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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黃吹綿介殼蟲初孵若蟲 圖4. 黃吹綿介殼蟲之天敵瓢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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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銀合歡、樹桔、橡膠樹、龍眼、

檬果、鐵色等。

7.為害等級：★

8.天敵：草蛉、嚙膠夜蛾（Eublemma 
sp.）、瓢蟲、黃胸小峰。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

區，年發生2世代，若蟲期發生在3月及

5~7月間。7～10月間為成蟲期，以雌成

蟲越冬，雄成蟲能移動無翅及有翅兩型，具觸角1對及胸足3對，尾部末端

有一陰莖鞘，與雄成蟲交尾後將卵產於母體膠殼下，約300粒，10天後孵

化。初齡若蟲蟲體為紅色，腳及觸角發達，能自由移動，體長0.6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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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體長約0.9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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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定期整枝及清園，早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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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紫膠介殼蟲若蟲

圖2. 紫膠介殼蟲蟲體分泌蠟質 圖3. 紫膠介殼蟲若蟲能移動

二、茶餅介殼蟲

（一）為害狀：可為害植株枝條，被害處黏附而形成不規則餅狀的蟲膠，後逐

漸包覆枝條成瘤狀物，嚴重時導致落葉、乾枯或死亡，並分泌物誘發煤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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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影響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aratachardina theae (Green & Mann, 1907)

2.異名：Laccifer theae Misra, 1930、Tachardia decorella theae Green in 
Green & Mann, 1907、Tachardina theae Chamberlin,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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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tachardina
4.分布：台灣、中國、印度。

5.為害範圍：山茶、山茶花、木荷屬、白玉蘭、含笑花、厚葉烏心石、

柿、桃金孃、茶、楠木屬、榕樹、銳葉楊梅、樹杞、檬果等。

6.為害等級：★★★★

7.天敵：草蛉、瓢蟲、黃胸小峰。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若蟲期發生在3~5月及8~9月間，

以雌成蟲越冬。雌成蟲膠殼半球狀或扁球狀，黃褐色或深褐色，膠殼面有

16條脊狀突起，似磨盤狀，直徑約3~5 mm。

（四）管理方式：

1.田間定期整枝修剪及清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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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茶餅介殼蟲形態 圖2. 茶餅介殼蟲若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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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節、粉介殼蟲科（Pseudococcidae）

圖3. 茶餅介殼蟲為害狀 圖4. 茶餅介殼蟲被寄生

一、絲粉介殼蟲（Mealy bug）
（一）為害狀：可為害葉、果實、枝條和嫩梢刺吸汁液，大量分泌物污染葉果，

誘發煤煙病，嚴重為害植株生育，使樹勢減弱、枝條稀疏、葉片脫落、幼

芽和嫩枝停止生長。

（二）害蟲概述：

1.學名：Ferrisia virgata (Cockerell, 1893)
2.異名：Dactylopius ceriferus Newstead, 1894、Dactylopius dasylirii Cockerell, 

1896、Dactylopius magnolicida King, 1902、Dactylopius segregatus Cockerell, 

圖一、粉介殼蟲發生及防治時期對照表

註：▼為防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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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Dactylopius setosus Hempel, 1900、Dactylopius talini Green, 1896、
Dactylopius virgatu Cockerell, 1893、Dactylopius virgatus farinosus Cockerell, 
1893、Dactylopius virgatus humilis Cockerell, 1893、Dactylopius virgatus 
madagascariensis Newstead, 1908、Ferrisiana setosus Ali, 1970、Ferrisiana 
virgata Takahashi, 1929、Heliococcus malvastrus McDaniel, 1962、Pseudococcus 
bicaudatus Keuchenius, 1915、Pseudococcus dasylirii Fernald, 1903、
Pseudococcus magnolicida Cockerell, 1902、Pseudococcus marchali Vayssiere, 
1912、Pseudococcus segregatus Fernald, 1903、Pseudococcus virgatus Kirkaldy, 
1902、Pseudococcus virgatus farinosus Cockerell, 1902、Pseudococcus virgatus 
humilis Fernald, 1903、Pseudococcus virgatus madagascariensis Lindinger, 1913

3.別名：大長尾粉介殼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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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eudococcidae 粉介殼蟲科

Genus Ferrisia
5.分布：台灣、中國、北美洲、印度、非洲、夏威夷、菲律賓、斯里蘭卡。

6.為害範圍：一品紅、土當歸、山刺番荔枝、山藥、巴豆類、木麻黃、木

槿、仙人掌、甘蔗、石榴、夾竹桃、咖啡、夜香花、波羅蜜、柿、柑桔

類、洋紫荊、相思樹、紅毛丹、紅瓶刷子樹、茄子、茄苳、重瓣山茶、桂

竹、桑樹、胭脂樹、茶、常春藤、梨、麻竹、斑芝樹、棉、番石榴、番荔

枝、菸草、華北樫柳、黑板木、椰子、聖誕紅、落花生、酪梨、榕樹、鳳

梨、蓮霧、橄欖、錫蘭橄欖、龍眼、瓊崖海棠、鐵莧類、變葉木等。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全年皆可發生，主要發生於3~5
月間。雌成蟲體卵圓形，體色呈深紅色至暗紫色，體長約3.5~5mm，寬約

2.8mm，通常體表除背部中央外，其餘覆蓋白色蠟質狀分泌物，觸角8節，

尾端臀瓣腹面有2根長絲狀蠟物。本蟲與螞蟻共生，並躲藏於枝幹或樹皮

縫隙，造成操作及管理上之困擾。

（四）管理方式：

1.田間定期整枝及清園，降低蟲源越冬機會。

2.依最新網路版植物保護手冊推薦藥劑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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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絲粉介殼蟲若蟲形態 圖2. 絲粉介殼蟲成蟲

圖3. 絲粉介殼蟲為害造成果萼脫落 圖4. 絲粉介殼蟲為害狀

圖5. 絲粉介殼蟲為害造成果落袋中 圖6. 絲粉介殼蟲為害誘發煤煙病

圖7. 絲粉介殼蟲之天敵蜘蛛 圖8. 絲粉介殼蟲之天敵瓢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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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桑粉介殼蟲 (Pink hibiscus mealybug、Hirsutus mealybug)

（一）為害狀：本蟲可為害葉片、果實、枝條和嫩梢，以刺吸汁液，阻礙葉片及

頂芽發育，致使葉與果實畸形，其分泌物污染葉果，並誘發煤煙病，嚴重

影響光合作用及植株生長。本蟲可與蟻類共存，其傳播可依賴種苗運輸、

風、鳥類、昆蟲、農具及野生動物的沾附。

（二）害蟲概述：

1.學名：Maconellicoccus hirsutus (Green , 1908)

2.異名：Maconellicoccus pasaniae Tang, 1992、Maconellicoccus perforatus 
De Lotto, 1964、Paracoccus pasania Borchsenius, 1962、Pesudaulacaspis 
comstoki Kuwana、Phenacoccus glomeratus Green, 1922、Phenacoccus 
hirsutus Green, 1908、Phenacoccus quarternus Ramakrishna Ayyar, 1921、
Pseudococcus hibisci Hall, 1921、Spilococcus perforatus De Lotto, 1954 

3.別名：桑粉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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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eudococcidae 粉介殼蟲科

Genus Maconellicoccus 

5.分布：台灣、中國、巴基斯坦、日本、印度、東南亞、非洲中部、非洲

東部、非洲南部、南北美洲熱帶地區、埃及、斯里蘭卡、菲律賓、塔斯

曼尼亞、澳洲北部、蘇丹等國。

6.為害範圍：九里香、人心果、三角花、三葉木橘、土牛膝、大豆、大

果黃褥花、大花紫薇、大溪地蘋果、大葉合歡、大葉榕、小葉欖仁、

山芙蓉、山煙草、太平洋溫桲、巴西乳香、文竹、月橘、番木瓜、木芙

蓉、木槿、木薯、毛馬齒莧、火炬雞冠花、火鶴花、牛心梨、仙人掌、

冬葵子、可可、可可椰子、台灣姑婆芋、玉米、甘蔗、甘薯、白鶴芋、

石榴、立鶴花、印度棗、印度人莧、印度棗、印度楝樹、印度橡膠樹、

吉貝、向日葵、合歡、朱槿、朱蕉、老鼠勒、西洋梨、含羞草、扶桑、

杏、狄薇豆、檬果、芋頭、車前草、刺芫荽、莿桐、刺番荔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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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香木、孟加拉榕、東桑子、枇杷、武竹、波斯頓蕨、波羅蜜、玫瑰、

肯氏蒲桃、花生、金露花、長角豆、長春花、長蒴黃麻、長穗木、長穗

鐵莧、阿拉比卡咖啡、阿拉伯膠樹、雨豆樹、勁直刺桐、南瓜、咸豐

草、垂葉榕、柿、柑橘、柚木、洋夾竹桃、洋麻、洛神葵、洛濟葵、秋

葵、紅木比果、紅邊鐵莧、胡瓜、胡椒木、胡蘿蔔、苧麻、茄子、茉

莉花、香水樹、香葵、枳實、宮粉羊蹄甲、桑樹、桃、桃金孃、海棗、

秘魯番荔枝、草棉、馬來蒲桃、馬茶花、馬齒莧、馬櫻丹、高紅槿、茼

蒿、豇豆、梨、甜菜、細葉金午時花、軟枝黃蟬、野甘草、雀榕、桲、

傘樹、棉、無花果、番石榴、番茄、番荔枝、紫花苜蓿、紫背草、菩提

樹、萊姆、葡萄柚、菜豆、裂瓣朱槿、象牙木、雲實、黃瓜、黃金葛、

黃秋葵、黃苞小蝦花、黃絲風鈴木、黃槐、黃酸棗、黃蝴蝶、黃槿、黃

鐘花、椰子、楊桃、楝、腰豆、落花生、落葵、萵苣、葡萄、蜀葵、

酪梨、榕樹、榴槤、綠豆、蒲瓜樹、蒜香草、辣椒、酸豆、銀合歡、銀

海棗、銀膠菊、銀樺、鳳凰木、篦麻、蝴蝶蘭、蔓澤蘭、蝶豆、蝙蝠刺

桐、醋栗、樹豆、樹棉、澳洲鴨腳木、藍雪花、雞冠刺桐、雞蛋果、雞

嗉果、藤本日日春、藜、懸鈴花、蘆筍、麵包樹、鐵刀木、變葉木、錫

蘭橄欖、橄欖、欖仁樹等。

7.為害等級：★★

8.天敵：卡瑪長索跳小蜂(Anagyrus kamali Moursi)、粉介長索跳小蜂

（Anagyrus.dactylopii Howard)、蒙氏瓢蟲(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Mulsant)、跳小蜂科(Encyrtidae spp.)。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低、中及高海拔山區，高冷地年發生2~3世

代，以卵期越冬，6~11月為高峰期，雌蟲完成1世代約需43~158天，雄

蟲27.6~84.7天，雄成蟲體紅棕色較雌成蟲小，具一對翅膀，蟲體末端有2

支白色長蠟狀尾絲，雄成蟲不取食。雌成蟲體紅色橢圓形，體長約2.5~3 

mm，寬1.5 mm，觸角有9節，體被覆白色蠟粉，無翅，蟲體末端有7對白

色蠟絲，足細長，行動敏捷，具5~7對刺孔群，均有2根刺毛，未交尾的

雌成蟲會分泌性費洛蒙以引誘雄成蟲前來交尾，與雄成蟲交尾後，將卵產

於白色絮狀卵囊中，約有300~600粒卵，卵為淺紅色。初孵幼蟲亦為粉紅

色，能移動及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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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尾粉介殼蟲（Coffee mealybug、Longtailed mealybug）
（一）為害狀：可在葉、莖、芽、花及果實上，利用刺吸式口器刺吸為害，並分

泌黏狀物，誘發煤煙病污染植株，影響光合作用，冬季潛藏於枝條縫隙，

並與螞蟻共生。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seudococcus longispinus (Targioni-Tozzetti, 1867) 

2.異名：Boisduvalia lauri Signoret, 1875、Coccus adonidum Auctorum non 

圖1. 桑粉介殼蟲若蟲形態 圖2. 桑粉介殼蟲初孵若蟲

圖3. 桑粉介殼蟲分泌蜜露 圖4. 桑粉介殼蟲為害果實

圖5. 桑粉介殼蟲為害葉片 圖6. 桑粉介殼蟲之天敵蒙氏瓢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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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naeus, 1767、Coccus laurinus Boisduval, 1867、Dactylopius adonidum 
Signoret, 1875、Dactylopius hoyae Signoret, 1875、Dactylopius longifilis 
Comstock, 1881、Dactylopius longispinous Osborn, 1898、Dactylopius 
longispinus Targioni Tozzetti, 1867、Dactylopius pteridis Signoret, 1875、
Oudablis lauri Cockerell, 1896、Pseudococcus adonidum Savescu, 1982、
Pseudococcus hoyae Fernald, 1903、Pseudococcus laurinus Fernald, 1903

3.別名：白苔、向日葵粉介殼蟲、尾長粉介殼蟲、咖啡粉介殼蟲、長尾粉

蚧、龜神。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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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eudococcidae 粉介殼蟲科

Genus Pseudococcus   
5.分布：全世界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皆有分佈，包括台灣、印尼、埃及、菲

律賓。

6.為害範圍：天竺葵、巴豆、火鶴花、仙人掌、可可、台灣蘇鐵、向日

葵、百合、竹芋、杜鵑、姑婆芋、柿、柑橘、秋海棠、紅葉樹、唐昌

蒲、荔枝、晚櫻、梨、雀榕、傘尾葵、番石榴、番荔枝、黃金葛、黃梔

花、椰子、萬年青、葛鬱金、葡萄、酪梨、榕樹、鳳梨、橄欖、橡皮

樹、錫蘭橄欖、龍眼、檳榔、檬果、瓊崖海棠、蘇鐵、蘭花、變葉木。

7.為害等級：★

8.天敵：蒙氏瓢蟲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草蛉。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全年皆會發生，完成1世代約需

30~35天，具世代重疊現象，雄成蟲體長約1~2mm，體淡黃色，具有1對白

色翅膀，不取食，壽命極短，交尾後隨即死亡。無翅雌成蟲和成齡蟲體橢

圓形，長約6mm左右，其上方覆蓋細長白色或黃色蠟狀物，蟲體周圍有17
對白色蠟狀物突起，尾端3對較細長，中間1對之長度可超過蟲體體長，觸

角8節。雌成蟲約產100~150粒卵，數天後孵出，初孵化若蟲爬上寄主，尋

找食源，從卵至成蟲期需3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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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本粉介殼蟲（Passionvine mealybug）
（一）為害狀：於土壤內為害作物之根部，會顯示營養缺乏症狀，土壤含水量在

15~26%時最適宜繁殖，含水量達30%以上該蟲就向地表移動，因此顯現土

壤含水量過濕時並不適宜生活，該蟲比較喜好土壤乾燥的環境，主要以地

下50~100mm深處的細根為主食，被害細根附著土壤顆粒，剝開土塊則可

看到腐爛的細根和白色粉狀蟲體。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risicoccus chiponensis (Takahashi, 1939) 

2.異名：Planococcoides chiponensis Tang, 1992、Pseudococcus chiponensis 
Takahashi, 1939

3.別名：根粉介殼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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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eudococcidae 粉介殼蟲科

Genus Crisicoccus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

6.為害範圍：木槿、仙人掌、朱槿、非洲菫、柿、柑橘、梨、番石榴、橄

欖、錫蘭橄欖、蘋果。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以若蟲態越冬，雌成蟲體卵形，蟲體黃褐色，體表外被白色

圖1. 長尾粉介殼蟲形態態 圖2. 長尾粉介殼蟲為害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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蠟粉，長約1.4mm，寬約1.0mm，可行卵生或胎生，雌雄交尾後將卵產於

白色綿絮狀的卵囊內，約數10粒，完成1世代約需14~28天。本蟲發生於酸

性、排水良好之砂質壤土或礫質壤土，日照良好之乾燥環境發生較多。

（四）管理方法：

1.改善土壤pH值，勿使土壤過於酸性，多施有機質。

2.深耕增加通氣性，免於柿根群集中於土壤表層。

圖1. 知本粉介殼蟲形態 圖2. 知本粉介殼蟲根部為害

圖3. 知本粉介殼蟲隱藏於地基處與螞蟻共生 圖4. 知本粉介殼蟲天敵瓢蟲

五、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Passionvine mealybug、Guava 
mealybug、Passionvine mealybug、Pacifi c mealybug）

（一）為害狀：雌成蟲及若蟲以刺吸式口器吸食汁液，並分泌蜜露引發煤煙病，

致被害枝葉生長不佳，提前落葉、落果等現象，也引誘螞蟻、蜂類及蠅類

前來取食。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lanococcus minor (Maskell,1897)

2.異名：Dactylopius calceolariae minor Maskell, 1897、Planococcus 
pacifi cus Cox, 1981、Pseudococcus calceolariae minor Fernald,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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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別名：太平洋臀紋粉蚧、巴豆蚧、白龜神、棉仔苔、番石榴粉介殼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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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eudococcidae 粉介殼蟲科

Genus Planococcus
5.分布：台灣、中國、印尼、印度、泰國、馬來西亞、斐濟、菲律賓、澳

洲。

6.為害範圍：人心果、大豆、大花蔓陀羅、大青、山竹、山珠豆、天堂

鳥、木麻黃、可可椰子、甘薯、甘藍、白千層、印度茄、百香果、血

桐、西瓜、含笑花、含羞草、沙漠玫瑰、芋頭、咖啡、夜來香、油菜、

玫瑰、芹菜、青辣椒、南瓜、柿、柑橘、柚、柚木、相思樹、紅仙丹

花、茄子、茄苳、香蕉、唐菖蒲、桑樹、海州常山、海芋、茶、馬鈴

薯、梨、甜瓜、甜橙、野桐、無花果、番石榴、番茄、番荔枝、菊花、

黃瓜、聖誕紅、落花生、葡萄、葡萄柚、榕樹、榴槤、銀合歡、鳳梨、

龍船花、檳榔、檬果、檸檬、雞冠花、雞蛋花、麵包樹、蘭花、蘿蔔、

變葉木、錫蘭橄欖、橄欖等。

7.為害等級：★★

8.天敵：二星小黑瓢蟲(Scymnus ryuguns Kamira)、安平草蛉(Chrysopa 
boninensis Okanioto)、蒙氏瓢蟲(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Mulsant)、廣

角跳小蜂(Anagyrus sawadai Inshii)。

（三）生物學特性：台灣終年可見，多發生於3~5月間，年發生8~10世代。完成

1世代約26~55天。具兩性生殖及孤雌卵胎生之繁殖方式，以孤雌卵胎生

為主要。雄成蟲，口器缺乏，具有翅牓，前翅比後翅大，後翅退化成平

衡棍，腹部末端有1性刺，雄成蟲壽命為3~5天。雌成蟲淡橘色，蟲體橢

圓形，前端較尖，後端較盾圓，背面稍向上隆起，長約 2.04~3.5mm，寬

約1~1.62mm，觸角有8節、至第8節為最長。前後背裂發達。體上覆有白

色蠟粉，雌成蟲壽命為15~45天。雌雄交尾後，雌成蟲在尾端分泌白色絮

狀具蠟質之卵囊，卵囊中可產100~500粒卵，卵期約3~13日初齡若蟲長卵

形為淺黃色，長約 0.4mm，若蟲期為15~28天，若蟲期為3齡。雄蛹期約

4~1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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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方法：

1.清園，將受害枝葉清除，保持植株通風良好，剪除枝葉應集中燒燬。

2.於果實套袋前應徹底防治本蟲，以免套袋後於袋中滋生繁衍，造成防治

之困難。

圖1. 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形態 圖2. 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群集為害嫩梢

圖3. 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為害果實 圖4. 為害成熟果導致果實脫落

圖5. 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之天敵蜘蛛 圖6. 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之天敵瓢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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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桔臀紋粉介殼蟲（Citrus mealybug）

（一）為害狀：雌成蟲、若蟲皆群集於枝條、葉背及嫩芽上刺吸為害，並分泌蜜

露誘致煤煙病，致被害部生育不佳，影響光合作用，提前落葉、落果等現

象，也引誘螞蟻、蜂類及蠅類前來取食，一般以陰濕和通風不良處為害較

嚴重。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lanococcus citri (Risso, 1813)

2.異名：Coccus citri Boisduval, 1867、Coccus citry Alfonso, 1875、Coccus 

tuliparum Bouche, 1844、Dactylopius alaterni Signoret, 1875、Dactylopius 

brevispinus Targioni Tozzetti, 1881、Dactylopius ceratoniae Signoret, 

1875、Dactylopius citri Signoret, 1875、Dactylopius cyperi Signoret, 

1875、Dactylopius destructor Comstock, 1881、Dactylopius farinosus 
Cockerell, 1898、Dactylopius robiniae Signoret, 1875、Dactylopius 

secretus Hempel, 1900、Dactylopius tuliparum Signoret, 1875、Dorthesia 

citri Risso, 1813、Lecanium phyllococcus Ashmead, 1879、Phenacoccus 

spiniferus Hempel, 1901、Phenacoccus spiriferus Hempel, 1900、

Planococcus citricus Ezzat & McConnell, 1956、Planococcus cubanensis 
Ezzat & McConnell, 1956、Planococcus cucurbitae Ezzat & McConnell, 

1956、Pseudococcus alaterni Fernald, 1903、Pseudococcus ceratoniae 

Fernald, 1903、Pseudococcus citri Cockerell, 1902、Pseudococcus citri 

coleorum Marchal, 1908、Pseudococcus citri phenacocciformis Brain, 

1915、Pseudo-Coccus citris Gomez-Menor Ortega, 1929、Pseudococcus 

cyperi Fernald, 1903、Pseudococcus robiniae Fernald, 1903、Pseudococcus 

tuliparum Fernald, 1903

3.別名：柑桔刺粉蚧、柑桔粉介殼蟲、柑桔粉炒、柑桔粉蚧、柑桔臀紋粉

蚧、紫蘇粉蚧、橘粉介殼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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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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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Pseudococcidae 粉介殼蟲科

Genus Planococcus

5.分布：台灣、中國、巴布新幾內亞、日本、印度、西太平洋群島、西印

度群島、東南亞、非洲、南亞、南美洲、玻利維亞、美國、香港、夏威

夷、泰國、琉球、斐濟、斯里蘭卡、菲律賓、歐洲、澳洲、韓國。

6.為害範圍：十字景天、山黃皮、天堂鳥、巴豆類、巴拿馬草、月橘、

水筆仔、仙丹花、可可、石榴、百香果、竹芋屬、艾納香、血桐、君子

蘭、含笑花、牡丹、咖啡、孤挺花、枇杷、波斯菊、波羅蜜、泡桐、芙

蓉、芭蕉屬、奎寧、柿、柑橘、柚木、相思樹、胡枝子屬、風仙花、香

蕉、桑、茶、茶花、馬鈴薯、常春藤、梨、脫通木、魚藤、棕櫚、棉、

無花果、絲瓜、菸草、華北樫柳、菊花、黃皮、椰子、楊桃、腰果、落

地生根、葡萄、酪梨、鳳仙花、鳳梨、蓮霧、蓪草、橄欖、錫蘭橄欖、

龍眼、檬果、蘋果、麵包樹、囊萼花、變葉木等。

7.為害等級：★★★★★

8.天敵：二星小黑瓢蟲(Scymnus ryuguus Kamiya)、安平草蛉(Chrysopa 

boninensis  Okanioto)、孟氏隱唇瓢蟲（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Mulsant）、粉蚧玉棒跳小蜂（Pseudaphycus malinus Gahan）、粉蚧

長索跳小蜂（Anagyrus dactylopii）、豹紋花翅蚜小蜂（Marietta picta 

Andre）、圓斑彎葉毛瓢蟲（Nephus ryuguus  Kamiya）、蒙氏瓢蟲

(Cryptolaemus montronzieri Mulsant)、廣角跳小蜂(Anagyrus sawadai 

Ishii)。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低海拔山區，周年皆可發生，生育適溫為

22~25℃。年發生 8~9代，完成1世代，約需26~55天。雄成蟲暗褐色，體

長約0.88 × 0.23mm，具觸角9節、複眼及翅一對，翅白色透明，後翅退化

成平均棍，口器退化不取食，平均壽命在3~5天。雌成蟲無翅橢圓形，觸

角8節，蟲體為橙色至深褐色，長約1.24~3.5mm，具明顯體節被覆白色粉

末狀蠟質，四周較長且厚，蟲體側面有18對白色蠟毛，以腹部末端1對最

長。雌成蟲分泌白色棉絮狀具蠟質卵囊，並於卵囊內產卵，約100~500粒

卵，卵長0.3mm，約2~8天後孵化，孵化後若蟲黃色，若蟲有3齡，體長

1.1mm，此時周緣的18對蠟絲已形成，觸角7節，經3次蛻皮而變為成蟲，

雄蛹長約1.2mm，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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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桔臀紋粉介殼蟲若蟲 圖2. 桔臀紋粉介殼蟲形態

圖3. 桔臀紋粉介殼蟲成若蟲群聚於葉背吸食 圖4. 桔臀紋粉介殼蟲為害嫩葉造成葉片變形

圖5. 桔臀紋粉介殼蟲為害造成欠收 圖6. 桔臀紋粉介殼蟲隱藏於枝幹樹皮內越冬

圖7. 桔臀紋粉介殼蟲藏於果萼下造成防治困難 圖8. 桔臀紋粉介殼蟲於套袋中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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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桔臀紋粉介殼蟲為害引起果實局部黃化 圖10. 果萼未反捲前桔臀紋粉介殼蟲防治困難

圖11. 桔臀紋粉介殼蟲為害果實造成局部性紅軟 圖12. 螞蟻與桔臀紋粉介殼蟲在果萼內共生

圖13. 桔臀紋粉介殼蟲與螞蟻共存 圖14. 桔臀紋粉介殼蟲分泌物引起果實煤煙病

圖15. 煤煙病嚴重時，堆積於果萼下方 圖16. 桔臀紋粉介殼蟲為害導致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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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桔臀紋粉介殼蟲卵囊及卵粒 圖18. 桔臀紋粉介殼蟲之天敵瓢蟲蛹

七、臀紋粉介殼蟲

（一）為害狀：雌成蟲及若蟲以刺吸式口器吸食汁液，並分泌蜜露誘發煤煙病，

致被害枝葉樹勢衰弱，幼芽及新梢停止生長，提前落葉、落果等現象，也

引誘螞蟻、蜂類及蠅類前來取食。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lanococcus siakwanensis Borchsenius, 1962

2.異名：Dactylopius kraunhiae Kuwana, 1902、Dactylopius krounhiaeKuwana, 
1917、Planococcus kraunhiae Ferris, 1950、 Planococcus siakwanensis 
Borchsenius, 1962、Pseudococcus kraunhiae Fernald, 1903

3.別名：下關臀紋粉蚧、日本臀紋粉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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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eudococcidae 粉介殼蟲科

Genus Planococcus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美國。

6.為害範圍：小木麻黃、麵梔、咖啡、柿、麵包樹。

7.為害等級：★

8.天敵：二星小黑瓢蟲(Scymnus ryuguns Kamira)、安平草蛉(Chrysopa 
boninensis Okanioto)、蒙氏瓢蟲(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Mulsant)、廣

角跳小蜂(Anagyrus sawadai Insh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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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全年可發生，以乾旱季節發生較

嚴重，潮濕多雨不適宜生長。年發生 8~9世代，完成1世代，約需40日，

生育適溫在20~25℃。雄成蟲觸角9節，前翅白色透明，後翅退化成平均

棍，口器退化不取食，平均壽命在3~5天。雌成蟲無翅橢圓形，被覆白色

粉末狀臘質，體液為紅色，觸角8節，體長寬約2.0~2.8 × 0.8~1.5 mm。雌

成蟲約100~480粒卵，卵長0.3mm，室溫下，約2~6天後孵化，孵化後若蟲

黃色，若蟲有3齡，經3次蛻皮而變為成蟲，雄蛹長約1.2mm，橙色。

（四）管理方法：

1.實施清園，於冬季時將受害枝葉清除，保持通風良好，並剪除病枝葉集

中燒燬。

2.於果實套袋前徹底防治本蟲，以免套袋後於袋中繁衍，造成防治之困

難。

圖1. 臀紋粉介殼蟲形態 圖2. 臀紋粉介殼蟲為害幼果

圖3. 臀紋粉介殼蟲於果萼下為害 圖4. 螞蟻與臀紋粉介殼蟲於果萼下共生及為害

160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第十八節、介殼蟲科（Coccidae） 

一、扁堅介殼蟲（Brown soft scale）
（一）為害狀：若蟲與雌成蟲共同刺吸為害葉片或果實，吸食汁液及分泌蜜露，

吸引螞蟻前來取食，並誘發煤煙病，污染寄主葉面，影響植株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occus hesperidum hesperidum Linnaeus, 1758

2.異名：Calypticus hesperidum Costa, 1829、Calypticus laevis Costa, 1829、
Chermes laur Boisduval, 1867、Coccus angustatus Fernald, 1903、Coccus 
flaveolus Fernald, 1903、Coccus hesperidum alienus Fernald, 1903、
Coccus hesperidum Hall, 1922、Coccus hesperidum lauri Fernald, 1903、
Coccus hesperidum pacificus Fernald, 1903、Coccus hisperidum Chou, 
1947、Coccus jungi Chen, 1936、Coccus maculatus Fernald, 1903、

圖5. 臀紋粉介殼蟲為害造成果萼提早褐化 圖6. 臀紋粉介殼蟲隱藏於樹皮處

圖7. 臀紋粉介殼蟲為害引起落果 圖8. 臀紋粉介殼蟲之天敵瓢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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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cus mauritiensis Mamet, 1949、Coccus minimus Fernald, 1903、
Coccus minimus pinicola Fernald, 1903、Coccus nanus Fernald, 1903、
Coccus patellaeformis Curtis, 1843、Coccus patelliformis Fernald, 1903、
Coccus signiferus Sanders, 1906、Coccus terminaliae Fernald, 1903、
Coccus ventralis Fernald, 1903、Eulecanium assimile amaryllidis Fernald, 
1903、Kermes aurantj Alfonso, 1875、Lecanium alienum Douglas, 1886、
Lecanium angustatus Signoret, 1873、Lecanium assimile amaryllidis 
Cockerell, 1893、Lecanium ceratoniae Gennadius, 1895、Lecanium 
depressum simulans Douglas, 1887、Lecanium esperidum Gomez-Menor 
Ortega, 1929、Lecanium fl aveolum Cockerell, 1897、Lecanium hesperidum 
alienum Cockerell, 1899、 Lecanium hesperidum Borg, 1919、Lecanium 
hesperidum lauri Cockerell, 1896、Lecanium hesperidum minimum 
Newstead, 1903、Lecanium hesperidum pacificum Kuwana, 1902、
Lecanium lauri Signoret, 1873、Lecanium maculatum Signoret, 1873、
Lecanium mauritiense Mamet, 1936、Lecanium minimum Newstead, 1892、
Lecanium minimum pinicola Maskell, 1897、Lecanium nanum Cockerell, 
1896、Lecanium punctuliferum Green, 1904、Lecanium signiferum Green, 
1937、Lecanium terminaliae Cockerell, 1893、Lecanium ventrale, Ehrhorn, 
1898、Saissetia punctulifera, Sanders, 1906

3.別名：褐蠟軟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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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cus
5.分布：台灣、千里達、土瓦魯、土耳其、土庫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小笠原群島、中國、丹麥、厄瓜多爾、巴布達、巴西、巴拿馬、日

本、比利時、牙買加、以色列、加拿大、北馬里亞納群、卡那利島、古

巴、伊拉克、伊朗、匈牙利、印尼、印度、安地卡、安哥拉、托貝哥、

百慕達、衣索比亞、西西里島、西薩摩亞、希臘、沙烏地阿拉伯、辛巴

威、亞美尼亞、坦尚尼亞、奈及利亞、孟加拉、尚比亞、所羅門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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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脫維亞、東加、法國、法屬玻利尼西亞、肯亞、阿根廷、阿富汗、阿

爾及利亞、保加利亞、俄羅斯、南非、南斯拉夫、南韓、突尼西亞、美

國、美屬薩摩亞、英國、哥倫比亞、哥德普洛、埃及、埃立特里亞、庫

克群島、泰國、烏干達、烏克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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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他、馬德

拉島、基里巴斯、敘利亞、荷蘭、麥克羅尼西亞聯邦、喀麥隆、喬治

亞、斐濟、斯里蘭卡、智利、菲律賓、越南、塞內加爾、塞席爾群島、

塞普勒斯、獅子山王國、瑞士、瑞典、萬那杜、義大利、葡萄牙、維京

群島、維德角、蓋亞那、摩洛哥、模里西斯、緬甸、黎巴嫩、墨西哥、

澳洲、諾福克島、薩丁尼亞、薩伊、薩爾瓦多、羅馬尼亞、蘇丹、蘇利

南。

6.為害範圍：九重葛屬、九裡香屬、大王椰子、大理花、女貞屬、小葉

鐵仔、小蘋果、山茶花、天竺葵、孔雀椰子、巴旦杏、月桂、木麻黃、

木槿、木樨欖屬、木蠟樹、水風信子、火刺木屬、火鶴花、王蘭、仙客

來、冬青衛矛、加勒比松、可可椰子、玉蘭花、白玉蘭、白花洋紫荊、

白花苜蓿、石榴、光葉魚藤、印度田菁、印度橡樹、吉貝棉、合果芋、

合歡、地生蘭、朱焦、竹節蓼、羊蹄甲、血桐、西洋梨、冷水麻屬、

利比亞咖啡、君子蘭、夾竹桃、忍冬、李、杏、杜虹花、杜鵑花、山刺

番荔枝、咖啡、夜來香、孟加拉榕、孤挺花、枇杷、波斯頓蕨、沿階草

屬、花葉刺桐、金午時花、金蓮花、金雞納屬、金露花、長角豆、長柄

菊、厚殼樹屬、垂柳、垂葉榕、指甲花、星蘋果、柿子、柱果木欖、柑

橘、枸杞屬、洋玉蘭、洋夾竹桃、洋凌霄、珊瑚藤、相思樹、紅毛饅頭

果、紅花月桃、紅花羊蹄甲、紅椿、胡桐、胡椒木、苦林盤、茄苳、茉

莉屬、革葉石斑木、香蕉、唐菖蒲、宮粉羊蹄甲、捕魚木屬、桑樹、

桃、桃金孃、海桐屬、海棠、海棗、荔枝、草海桐、茶、迷迭香、馬齒

莧、馬蹄蓮、高冠花、假桫欏、常春藤、彩葉草、粗皮桉、粗糠柴、細

莖蘆薈、莎草屬、莧屬、蛋黃果、雀梅藤屬、魚尾葵、鹵蕨、桲、棋盤

腳樹、棉、無花果、番木瓜、番石榴、番荔枝、番龍眼、番薑、紫花

苜蓿、紫茉莉、紫荊、紫薇、紫藤屬、絲蘭屬、腎蕨、訶梨勒、黃仙丹

花、黃玉蘭、黃花夾竹桃、黃金葛、黃梔、黃斑龍舌蘭、黃槿、楠木、

椰子、楝、萬代蘭屬、萬年青、稜果榕、腰果、葉下珠屬、葡萄、酪

梨、榕樹、構樹、漆樹、福祿考、蜻蜓鳳梨、辣木、酸漿屬、銀白楊、

銀樺屬、齊墩果、篦麻、劍麻、廣葉黃檀、樟樹、歐州李、緬梔、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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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蔓陀羅、衛氏大風子、樗樹、樹商陸、樹鳳梨、澳洲鴨腳木、錦屏

藤、鴨跖草、龍眼、龍舌蘭、龍血樹、龜背芋、擬美花屬、穗花山奈、

薑黃、薔薇、薯蕷屬、檳榔、檬果、雞冠刺桐、雞蛋花、瓊崖海棠、瓊

麻、羅漢松屬、藤本日日春、饅頭果、懸鈞子屬、懸鈴木、蘇鐵、麵包

樹、鐵刀木、鐵莧屬、鐵線蕨、變葉木、欖仁樹、觀音棕竹屬、酪梨、

橄欖等。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周年皆可發生，完成1世代約35~ 
50天，雌成蟲長橢圓形，扁平略突起，體長1.5~4.5 mm。黃綠色或黃褐

色，體背有點斑或散斑塊分布。

二、工背硬介殼蟲 (Caribbean black scale、Escama negra、
Mediterranean black scale、Olive scale、Qenimat hazayit.)

（一）為害狀：雌成蟲及若蟲群集為害寄主之葉片、枝幹及果實，共同分泌蜜

露，誘發煤煙病，使幼枝乾枯，影響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Saissetia oleae (Oliver, 1791)

2.異名：Bernardia oleae Marlatt, 1892、Chermes cycadis Boisduval, 1867、
Chermes oleae Signoret, 1869、Coccus oleae Kirkaldy, 1902、Coccus palmae 
Haworth, 1812、Coccus pumilum Ben-Dov, 1993、Coccus testudo Curtis, 
1843、Lecanium cycadis Green, 1895、Lecanium oleae Comstock, 1980、
Lecanium oleae testudo Cockerell, 1896、Lecanium palmae Douglas, 1887、
Lecanium pumilum Brain, 1920、Lecanium testudo Signoret, 1874、Neobernardia 
oleae Cockerell, 1893 Parasaissetia oleae Ezzat & Hussein, 1969Saissetia obae 

圖1. 扁堅介殼蟲形態 圖2. 扁堅介殼蟲若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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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erford, 1915、Saissetia oleae oleae Olivier, 1791、Saissetia oleae testudo 
Fernald, 1903、Saissetia oleas Quezada et al., 1972、Saissetia oleoe Balachowsky, 
1932、Saissetia palmae Fernald, 1903、Seissetia oleae Franko & Passos de 
Carvalho, 1991。

3.別名：油橄欖蠟蚧、砂皮球蚧、沙皮半球蚧、梨型原綿蚧、黑介殼蟲、

圓球蠟蚧、橄欖黑盔蚧、欖珠蠟蚧、欖珠蠟介殼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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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ssetia
5.分布：台灣、千里達、土耳其、小笠原群島、中國、丹麥、巴西、巴

拿馬、巴基斯坦、日本、牙買加、以色列、北馬里亞納群島、卡那利

島、古巴、瓜地馬拉、伊朗、印尼、印度、安哥拉、托貝哥、百慕達、

西西里島、西班牙、利比亞、希臘、沙烏地阿拉伯王國、辛巴威、亞美

尼亞、亞速爾群島、亞塞拜然、坦尚尼亞、波多黎各、法國、法屬玻利

尼西亞、肯亞、阿根廷、阿爾及利亞、保加利亞、南非、南斯拉夫、科

西嘉島、科摩羅、突尼西亞、美國、英國、哥德普洛、埃及、埃立特里

亞、夏威夷群島、泰國、烏干達、烏克蘭、琉球群島、秘魯、紐西蘭、

馬來西亞、馬拉威、馬紹爾群島、馬達加斯加、馬爾他、馬爾庫斯島、

馬德拉島、荷蘭、喀麥隆、喬治亞、斯里蘭卡、智利、菲律賓、象牙海

岸、越南、塞內加爾、塞席爾群島、塞普勒斯、奧地利、新喀里多尼亞

島、瑞士、義大利、葡萄牙、豪勛爵島、摩洛哥、模里西斯、墨西哥、

澳洲、諾福克島、薩丁尼亞、薩爾瓦多、羅馬尼亞。

6.為害範圍：人心果、千裡光樹、大花紫薇、大葉山欖、大葉黃楊、大

麗花、小葉阿查拉、小葉鐵仔、小蜀葵、山茶花、巴西孔香、日日春、

日本紫藤、月桂樹、木豆、木棉、冬青、可可、台灣白花藤、巨花假虎

刺、白金雞納樹、白榕、石楠、印度菩提樹、吉貝棉、安石榴、竹節

蓼、羊蹄甲、西洋梨、佛甲草、卵葉遠志、夾竹桃、杏、沙盒樹、莿

桐、山刺番荔枝、咖啡、孟加拉榕、枇杷、波斯頓腎蕨、油橄欖、花

葵、花燭、非洲紫葳、垂柳、威氏冬青、柿、柑橘、柚木、洋夾竹桃、

洋紫荊、珊瑚刺桐、珊瑚藤、相思木炭、紅七葉樹、紅豆杉、紅厚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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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瓜、重瓣向日葵、重瓣朱槿、風藤、食用甜薯、香桃木、桑屬、

桃、海茄冬、海桐、海棗、海葡萄、海檬果、納達爾梅子、荔枝、茶、

馬蹄天竹葵、馬蹄金、高冠花、晚香玉、梔子花、梨、甜大薯、異型葉

木犀、雪松、單籽山楂、提琴葉榕、棉屬、無花果、番木瓜、番石榴、

番荔枝、發財樹、硬皮橘、絲蘭、越橘、開心果、黃皮、黃梔、黃槐、

猢猻木、圓莢果、稜果蒲桃、聖誕紅、落地生根屬、葡萄、蜀葵、酪

梨、榕、槌果藤、滿天星、齊墩果、劍蘭、歐洲艾、歐洲松、緬梔、蓬

蒿菊、豬腸豆、槲寄生、樹棉、橄欖、燈籠草、篦麻、錦葵、龍牙花、

龍舌蘭、龍眼、糙葉美人櫻、薜荔、薔薇、檬果、繡球花、繖楊、瓊

崖海棠、羅晃子、櫟、蘆竹、蘆薈、蘋果、蘇鐵、獼猴桃、櫻桃、鐵角

蕨、鐵莧、欖仁樹、楤木、榲桲等。

7.為害等級：★

8.天敵：黃盾食蚧蚜小蜂 Coccophagus scutellaris Dalman、進蜜黃闊柄跳

小蜂 Metaphycus helvorus Com。

（三）生物學特性：雌成蟲初期體橢圓形，扁，黃至灰色。完全成熟後，體背向

上隆起成半球狀，有明顯的「H」形，表皮粗糙呈顆粒狀；老熟雌成蟲體

背面向上隆起成半球形，體長3.2~4.5 mm，寬2.8~4.3 mm，暗褐至黑色。

圖1. 工背硬介殼蟲初齡若蟲 圖2. 工背硬介殼蟲形態

圖3. 工背硬介殼蟲末齡形態 圖4. 工背硬介殼蟲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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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蠟介殼蟲（Indian white wax scale、Tortoise scale、
Ceriferus wax scale、Barnacle scale）

（一）為害狀：初孵雌若蟲多於嫩枝上固著為害，雄若蟲多群集於葉片主脈兩側

為害，並分泌排泄物，誘致螞蟻前來，引發煤煙病，污染葉面，影響寄主

之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eroplastes ceriferus (Fabricius,1798)

2.異名：Ceroplastes australae Green, 1904、Ceroplastes australiae Walker, 
1852、Ceroplastes cerifera Gill, 1988、Ceroplastes ceriferens Su, 1982、
Ceroplastes pseudoceriferus Green、Ceroplastes vayssierei Mahdihassan, 
1933、Coccus ceriferus Fabricius, 1798、Coccus chilensis Gray, 1828、
Columnea cerifera Targioni Tozzetti, 1866、Columnea chilensis Targioni 
Tozzetti, 1866、Gascardia cerifera De Lotto, 1965、Lacca alba Signoret, 
1869、Seroplastes ceriferus Seabra, 1925

3.別名：角臘蚧、角蠟蟲、白龜神。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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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roplastes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印度、美國、菲律賓、澳洲、斯里蘭卡、韓

圖5. 工背硬介殼蟲形態 圖6. 工背硬介殼蟲於枝條上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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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6.為害範圍：人心果、山茶、山楂、天師櫟、月桂、木槿、木蘭、火炭

母草、仙丹花、台灣蘋果、石楠、石楠、石榴、李、杏、牡丹、枇杷、

玫瑰、長青樹、南天竹、柿、柿葉野櫻、柑橘、柳、紅頭肉豆蔻、桑、

桃、桃金孃、海棠、荔枝、茵陳蒿、茶、常春藤、梅、梔子花、梨、野

牡丹、陰香、無花果、番木瓜、番石榴、番龍眼、番荔枝、紫杉、黃楊

木、楊桃、楊梅、楓、酪梨、榕樹、蓮霧、衛芧、豬腳楠、蓼、龍眼、

檬果、羅漢松、蘇鐵、荔枝、櫻桃、櫻花、錫蘭橄欖、橄欖。

7.為害等級：★

8.天敵：凹胸小蜂(Eupelmus tachardiae)、跳小蜂科（Encyrtidae spp.）、檀

島蚧小蜂(Coccophasus hawiaiensis Timberlake)。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發生3世代，春世代發生期在

3~7月，夏世代6~10月間，此時期密度較高，秋冬世代發生在9月至翌年

3月之間，以受精雌蟲在枝條上越冬，雌成蟲夏秋世代的平均產卵量為

880粒，冬春世代則下降約530粒，卵橢圓形紫紅色，長約0.3mm，卵期

為14~21天。孵化後初齡若蟲可移動，發生於3月下旬~4月下旬，6月下

旬~7月下旬及9月下旬~11月上旬等。具4齡，初齡若蟲為紅褐色，蟲體扁

平，長約0.5mm，孵化後尋找新鮮枝葉，固定後刺吸為害，隔天即可發現

背面分泌白蠟質物，則進入2齡。至第3齡後，蟲體完全被白色蠟狀物所

覆蓋，足則退化，雌性蠟體卵圓形至長橢圓形灰白色，蟲體長寬6~9mm 
× 8.7mm，高約5.5mm，蟲體白至微紅色，前端有蠟狀突起，兩側各有4
塊，末端為2塊，背板圓錐形微向前方彎曲，肛突很長，體上分泌白色蠟

殼，蠟殼上具一顯著的角突，故稱角蠟介殼蟲。雄性蠟體橢圓形，蟲體長

寬2~2.5mm × 0.8~1mm，體側有13個蠟狀突起，背板隆起，若蟲期80~90
天。雌蛻皮3次後羽化為成蟲.雄蟲蛻皮2次至前蛹，進而化蛹，雄蛹紅褐色

約1.3mm，羽化後具翅，前翅黃白色，後翅退化為平衡棒，蟲體紅褐色，

長約1.3mm。 

（四）管理方法：

1.配合春季或冬季修剪，將受害枝葉清除，保持植株通風良好，以降低蟲

源。

2.冬季清園以藥劑再配合礦物油類混合使用效果較佳。

3.用藥防治之時機，以初齡若蟲期最為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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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蠟介殼蟲（Florida wax scale）
（一）為害狀：若蟲於樹枝、葉片上爬行至適合位置後固著吸食汁液，以葉脈中

線最多，密度高時，引起受害枝上部枯死，與雌成蟲均可分泌蜜露，誘發

煤煙病，污染寄主葉面，影響植株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eroplastes fl oridensis Comstock , 1881

2.異名：Ceroplastes vinsoni Ben-Dov, 1993、Ceroplastes vinsonii Signoret, 
1872、Cerostegia floridensis De Lotto, 1969、Paracerostegia floridensis 
Tang, 1991

3.別名：弗洲蠟蟲、白蠟蚧、佛州蠟蟲、法桐角蠟蚧、柑桔蠟介殼蟲、龜

甲蚧、龜甲蠟蟲、龜蠟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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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roplastes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爪哇、印度、美國、夏威夷、斯里蘭卡、澳

洲。

6.為害範圍：大葉黃楊、山桂花、山楂、木荷、毛柿、冬青、石榴、百香

果、西洋梨、含笑花、枇把、波羅蜜、法國梧桐、厚皮香、奎寧、柿、

柑橘、胡桐、枳殼、桑、桃金孃、納塔爾梅子、茶、茶梅、接骨木、梔

圖1. 角蠟介殼蟲形態 圖2. 角蠟介殼蟲為害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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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花、梨、棗、番石榴、黃梔

花、黃楊、楠木屬、榆、榕樹

屬、樹杞、龍眼、檬果、瓊崖

海棠、羅漢松、蘇鐵、橄欖。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

海拔山區，年發生3世代，以受

精雌成蟲在枝條上越冬，雌成

蟲長橢圓形，體淡紫色或乳白

色，表面具蠟質，體長寬2.5~3.5 × 1.5~3mm，觸角6節，第3節較長，介殼

稍隆起，去蠟後為紅褐色。背面剛毛短棒狀，散生，在皮膜質，散布許多

三、四眼孔或十字形孔。腹部之皮膜質，有30~45根圓錐形刺，氣孔裂隙

不內凹。卵橢圓形，在雌成蟲卵囊內，約100多顆卵於3星期之後孵化，孵

化後若蟲於春季4月間離開母體則可開始移動，固定植體後，不久即開始

由腹緣處分泌蠟狀物，若蟲有4齡。

五、紅蠟介殼蟲（Red wax scale、Pink wax scale）
（一）為害狀：常發生於通風不良或疏於管理之園中，孵化後的若蟲於母體中爬

出，主要固著於葉脈中肋，足隨即退化，與雌成蟲共同為害植株，吸取汁

液，阻礙植株生育，並分泌排泄物，誘引螞蟻、蜂類或蠅類前來，使被害

部位呈黑色，引發煤煙病，以影響植株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eroplastes rubens Maskell, 1892

2.異名：Ceroplastes japonica Green, 1921、Ceroplastes minor Maskell, 1897、
Ceroplastes myricae Green, 1900、Ceroplastes rubens minor Maskell, 1897。

3.別名：介殼蟲、紅玉蠟蟲、紅蠟蚧、紅蠟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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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roplastes 

圖1. 白蠟介殼蟲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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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牙買加、加勒比海、印度、衣索比亞、坦尚

尼亞、東南亞、波多黎各、肯亞、南太平洋、南非、美國、香港、夏威

夷、馬來西亞、斯里蘭卡、菲律賓、越南、緬甸、澳洲、蘇丹。

6.為害範圍：大葉山欖、山茶、月季、月桂、木棉、水筆仔、水團花、仙

丹花、冬青、台灣膠木、瓜哇蒲桃、白玉蘭、石榴、米蘭、何連翹、杜

英、杉、咖啡、枇杷、油菜、南天竹、柿、柑橘、枸骨、柳、洋玉蘭、

紅毛丹、紅仙丹花、紅頭肉豆蔻、胡桐、茄苳、根節蘭、桂花、桑、破

布子、荔枝、茶、梔子花、梨、棕櫚、無花果、番石榴、黑板木、椰

子、楊桃、楊梅、腰果、酪梨、榴蓮、福木、臺灣膠木、蒲桃、樟、蓮

霧、蝦脊蘭、橄欖、橡膠樹、錫蘭樟、龍眼、薔薇、檬果、瓊崖海棠、

蘋果、蘇鐵、櫻桃、蘭嶼肉豆蔻等。

7.為害等級：★★

8.天敵：日本軟蚧蚜小蜂（Coccophagus japonicus Compere）、枝黴菌

（Cladosporium sp.）、紅帽蠟蚧扁角短尾跳小蜂（Anicetus ohgushii 
Tachikawa）、草蛉(Chrysopa sp.)、寄生蜂(Anicetus sp.、Coccophagus 
hawaiieusis Timbrelake、Monarila sp.、Tetrastichus purpureus Cameton)、黑

軟蚧蚜小蜂（Coccophagus yoshidae Nakayama）、黑緣紅瓢蟲（Chilocorus 
rubidus Hope）、蠟蚧扁角跳小蜂（Anicetus benifi cus Ishii et Yasuma Su）。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全年皆會發生，年可發生2世
代。雄成蟲具翅一對白色半透明，體長約1mm，翅展約2.4mm，觸角

10節，第1~2節粗短，壽命1~2天。雌成蟲體卵圓形或橢圓形，體長寬

1~4.5mm × 0.8~3.0mm。介殼顏色紅褐至暗紅色，半球形，頭及尾區翻

起，介殼邊緣也向上捲起。頭部圓形，口器黑色，長於前基節之間，觸角

有6節，第3節較長。老熟雌蟲以孤雌生殖繁殖後代，於8~10月產卵，約

產200~575粒卵，卵為橢圓形，長0.1mm，淡紅色，卵期1~2天。初孵若蟲

扁平橢圓形，體長約0.43mm，觸角5節，第3、5節各有長毛1根，第1代的

初齡若蟲在翌年4~5月間出現，越冬雌成蟲於3~5月間產卵，第2代初齡若

蟲則於當年8~9月間出現，卵粒產於母體腹下及介殼中，雌成蟲產卵後隨

即死亡，壽命約160-250天。經1~4天孵化。初孵化若蟲具有腳，善爬行，

固著2~3天之後即開始分泌蠟狀物，隨蟲體發育，蠟質也逐漸增加厚度，

雌若蟲3齡，各齡期分別為1齡20~25天；2齡23~25天；3齡30~35天。雄若

蟲2齡，1齡20~25天，2齡40~45天。終齡若蟲化蛹後，雄蛹紡錘形，長約

1mm，紫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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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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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幼枝及果實等，以口器刺吸被害

部，排泄物會導致煤煙病發生，使被覆蓋部位成黑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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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名：Chloropulvinaria psidii Borchsenius, 1957、Lecanium cacuolatum 
Green, 1916、Lecanium vacuolatum Dash, 1916、Lecanium vacuolatum 
Green, 1916、Pulvinaria cupaniae Cockerell, 1893、Pulvinaria cussoniae 
Hall, 1932、Pulvinaria darwiniensis Froggatt, 1915、Pulvinaria ficus 
Hempel, 1900、Pulvinaria gymnosporiae Hall, 1932、Pulvinaria psidii 
Maskell, 1892、Pulvinaria psidii philippina Cockerell, 1905。

3.別名：刷毛綠棉介、楊桐綿介殼蟲、墊囊綠綿蚧。

4.分類地位： 

圖1. 紅蠟介殼蟲紫紅色形態 圖2. 紅蠟介殼蟲紅色形態

圖3. 紅蠟介殼蟲為害並誘發煤煙病 圖4. 紅蠟介殼蟲被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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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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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布：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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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蘭、薩伊、蘇丹。

6.為害範圍：丁香、九節木、人心果、大丁草屬、大花紫葳、大戟屬、

大溪地蘋果、大榕樹、五月茶、天竺葵、巴西乳香、月桂樹、木馬鞭

屬、木槿、加納弗拉咖啡、加勒比松、卡瓦椒、台灣獼猴桃、石竹屬、

石榴、印度橡樹、朱槿、朱蕉、百香果、血桐屬、佛甲草屬、利比亞咖

啡、夾竹桃屬、李、杏、芋、豆蔻屬、車桑子、佩蘭屬、刺楤、孟加拉

榕、枇杷、波蘿蜜、金狗毛蕨屬、金雞納、阿拉比卡咖啡、咸豐草、垂

葉榕、星蘋果、柿、柑橘、珊瑚藤、紅仙丹花、紅龍船花、紅薑花、美

人蕉、茄苳、茉莉屬、香果、香桃木、核桃、桑、桃、海州常山、海桐

屬海桐、破布子屬、素馨屬、荔枝、茶、馬蹄蓮、假虎刺屬、常青樹、

常春藤、梅、梨、粗皮桉、粗糠柴、野菊花、雀巢蕨、雀榕、喜樹、

棋盤腳樹屬、番石榴、番茄、番荔枝、番龍眼、紫薇花、菩提樹、黃梔

花、黃鐘花、黑板木、椰子、楊梅、落地生根屬、酪梨、榕樹、福木、

蒲葵、辣椒、鳳果、緬梔、蓮霧、蝴蝶薑屬、蓪草、橄欖、澳洲鴨腳

木、燈籠草屬、諾麗果、錫蘭橄欖、龍眼、龜背竹、薑、檬果、雙花蟛

蜞菊、雞蛋花、鵝掌柴、繖揚、懸鈴花、蘋果、櫻花、櫻桃、露兜樹

屬、變葉木屬、欖仁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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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為害等級：★★★

8.天敵：寄生性天敵如：Aphycus stanleyi、Argutencyrtus luteolus、
Bothriophryne pulvinariae、Bothriophryne tenuicornis、Coccophagus 
bogoriensis、Coccophagus cowperi、Microterys nietneri 等。捕食性天敵

如：六條瓢蟲Cheilomenes sexmaculata、Chilocorus nigrita、蒙氏瓢蟲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Pseudazya orbigera 等。寄生病原菌如：蠟蚧

輪枝菌Verticillium lecani、鐮孢菌Fusarium oxysporumi等。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全年皆會發生，年發生3世
代，有世代有重疊的現象，喜陰涼，氣溫26~27.3℃及相對濕度72%下，繁

殖力最高，而溫度高於29℃也會陸續死亡。行孤雌生殖，雌成蟲黃綠色，

長橢圓形，前端較尖，後端鈍圓，背部有稍隆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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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背面中線褐色，產

卵後，向體外分泌白色蠟質棉狀卵囊。卵囊為雌體2~3倍長。每隻雌蟲產

卵200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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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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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黃綠棉介殼蟲形態 圖2. 黃綠棉介殼蟲粉末漸至脫落

圖3. 黃綠棉介殼蟲無粉末形態 圖4. 黃綠棉介殼蟲群聚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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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黃綠介殼蟲（Green scale）
（一）為害狀：成、若蟲群集葉之下表皮，於中脈兩側居多，嫩枝及葉支脈上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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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植株逐漸衰弱，同時誘集螞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occus viridis (Green,1889)

2.異名：Coccus viridis bisexualis Kohler, 1978、Coccus viridis viridis Kohler, 
1978、Lecanium hesperidum africanum Newstead, 1906、Lecanium viride 
Green, 1889、

3.別名：咖啡綠介殼蟲、軟綠介殼蟲、綠介殼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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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cus
5.分布：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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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為害範圍：人心果、山黃槴、山欖、仙丹花、台灣膠木、白金雞納樹、

咖啡、奎寧、納可塔梅子、納達爾梅子、茶、番石榴、硬皮橘、黃皮、

圖5. 瓢蟲捕食黃綠棉介殼蟲 圖6. 蒙氏瓢蟲幼蟲捕食黃綠棉介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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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槴花、過山香、蒲桃、銀葉樹、緬槴、柿。

7.天敵：斑翅黑小蜂  (Aneris tus  ceroplastes  Howard)、黃斑跳小蜂 
(Microterys speciosus Ishii)、黑小蜂(Coccophagus tibialis Compere)。

8.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全年均發生，春、夏季發生密度頗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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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覆白色蠟狀物，可移動。

圖1. 黃綠介殼蟲體背內部有2條黑線 圖2. 黃綠介殼蟲若蟲形態

圖3. 黃綠介殼蟲成若蟲齊聚為害 圖4. 黃綠介殼蟲與螞蟻共生

八、蟻台硬介殼蟲

（一）為害狀：在寄主枝幹或地基處害，主要吸食嫩枝、嫩葉汁液，並分泌蜜

露，並誘發煤煙病，阻礙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occus formicarii (Green,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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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異名：Lecanium formicarii Cockerell & Parrott, 1899、Lecanium formicarii 

Green,1896、Lecanium globulosum Maskell, 1897、Saissetia formicarii 
Fernald, 1903、Saissetia formicarii Green,1896、Taiwansaissetia formicarii 

Green,1896、Taiwansaissetia formicarii Tao et al., 1983。

3.別名：南亞蟻軟蚧、蟻介殼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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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cus

5.分布：台灣、中國。

6.為害範圍：三腳鼈、大王椰子、大花紫薇、大頭茶、山茶、木安樹屬、

木荷、毛柿、台灣膠木、玉蘭花、白玉蘭、肉豆蔻、含笑花屬、柿、柳

屬、茄苳、島榕、校力屬、烏桕、茶、茶花、馬氏射葉椰子、馬鞭草、

栳樟、梔子、雀榕、硬皮橘、黃槴、楠木屬、稜果榕、榕屬、漆樹、福

木、銀樺、齊墩果、樟樹、蓮霧、樹杞、樹蘭、橄欖、錫蘭樟、檬果、

鵝掌柴。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全年發生，一般與蟻類共存，雌

成蟲棕色或深褐色，體長1.3~1.8mm，長卵形，背皮突起上有淡斑，斑中

有小管，腹面膜質。

圖1. 蟻台硬介殼蟲形態 圖2. 螞蟻與蟻台硬介殼蟲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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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紅褐網介殼蟲（Tessellated scale）
（一）為害狀：成、若蟲群集於嫩枝及葉上吸食，影響植株生育，並分泌蜜露，

誘發煤煙病，污染葉面，阻礙植株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ucalymnatus tessellatus (Signoret, 1873)

2.異名：Coccus tessellatum Kirkaldy, 1902、Eucalymnatus perforatus 
Fernald, 1903、Eucalymnatus subtessellatus Sanders, 1906、Eucalymnatus 
tesselatus Balachowsky, 1927、Eucalymnatus tessellatus swainsonae 
Fernald, 1903、Lecanium perforatum Pettit & McDaniel, 1920、Lecanium 
subtessellatum Green, 1904、Lecanium tesselatum Ramakrishna Ayyar, 
1926、Lecanium tesselatum obsoletum Ramakrishna Ayyar, 1926、Lecanium 
tessellatum Cockerell & Parrott, 1901、Lecanium tessellatum obsoletum 
Green, 1922、Lecanium tessellatum perforatum Cockerell, 1897、Lecanium 
tessellatum prforatum Newstead, 1914、Lecanium tessellatum swainsonae 
Cockerell, 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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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calymnatus  網介殼蟲屬 

4.分布：台灣、中亞、中南美洲、中國、日本、北非、印度、東南亞、俄

羅斯、歐洲、澳洲。

5.為害範圍：山黃梔、台灣膠木、玉蘭花、印度橡膠樹、柿、柑橘、胡

桐、荔枝、番石榴、番荔枝、黃梔花、黃椰子、楠木、椰子、銀葉樹、

橄欖、錫蘭樟、錫蘭橄欖、龍眼、檬果、羅比親王海棗。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具世代重疊現象，成、若蟲沿葉

脈兩側分布，蟲體扁平，長約3.5~4.0 mm，淺紅色至暗褐色，體橢圓形或

左右不對稱，體背分裂或表面呈網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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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黑副硬介殼蟲（Black scale、Florida black scale、
Hibiscus shield scale、Nigra scale、Pomegranate scale）

（一）為害狀：成、若蟲群集葉背吸食汁液，並分泌蜜露誘集螞蟻，並誘發煤煙

病，阻礙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arasaissetia nigra (Nietner,1861)

2.別名：烏副盔蚧、烏黑副盔蚧、黑光硬介殼蟲、黑灰蚧、黑軟黑蠟蚧、

橡副珠蠟蚧、橡膠盔蚧。

3.異名：Coccus nigrum Kirkaldy, 1902、Coccus signatus Gowdey, 1917、
Lecanium begoniae, Douglas, 1892、Lecanium caudatum Green,1896、
Lecanium crassum Green, 1930、Lecanium depressum Targioni Tozzetti, 
1867、Lecanium nigrum begoniae Cockerell & Parrott, 1899、Lecanium 
nigrum depressum Cockerell, 1896、Lecanium nigrum Nietner, 1861、
Lecanium nigrum nitidum Newstead, 1920、Lecanium pseudonigrum 
Kuwana, 1909、Lecanium sideroxylium Kuwana, 1909、Lecanium signatum 

圖1. 紅褐網介殼蟲若蟲形態 圖2. 紅褐網介殼蟲形態

圖3. 紅褐網介殼蟲若蟲孵化情形 圖4. 紅褐網介殼蟲為害並誘致煤煙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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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tead, 1917、Lecanium simulans Douglas,1887、Saisettia nigra Esaki, 
1940、Saissetia crassum Ali, 1971、Saissetia cuneiformis Leonardi, 1913、
Saissetia cuniformis Compere, 1939、Saissetia depressa Fernald, 1903、
Saissetia nigra Hall, 1922、Saissetia nigra depressa Balachowsky, 1939、
Saissetia nigrum depressum Ramakrishna Ayyar, 1930、Saissetia perseae 
Brain, 1920、Saissetia pseudonigrum Sasscer, 1911、Saissetia sideroxylium 
Sasscer, 191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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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saissetia 

5.分布：台灣、大洋洲、中南美洲、中國、日本、西班牙、東南亞、非

洲、美國、葡萄牙。

6.為害範圍：小葉枇杷、小葉樹杞、巴豆，木薯、毛葉番荔枝、印度橡

膠樹、百香果、扶桑、檬果、咖啡、枇杷、泡泡樹、垂葉榕、星蘋果、

柿、柑橘、柳、珊瑚刺桐、珊瑚藤、紅花饅頭果、美人蕉、胡桐、茄

苳、香蕉、烏桕、荔枝、茵蔯蒿、梨屬、棉花、無花果、番木瓜、聖誕

紅、酪梨、榕屬、緬槴、蓮霧、樹棉、橄欖、橡膠樹、篦麻、龍眼、檀

香、檳榔、檸檬、變葉木等。

7.為害等級：★

8.天敵：日本軟蚧蚜小蜂(Coccophagus japonicus)、膠蚧紅眼囓小蜂

(Tetrastichus purpureus)。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及荒蕪地，年發生8~9世代。成蟲

體長寬約5.5 × 4mm，雌成蟲產卵量約為60~800粒，背板橢圓形隆起，氣

門刺呈圓柱形或乳頭狀，不具跗節及脛附節骨片，肛板無大量圓孔及刺。

初孵若蟲為黃色，後轉為深棕色至紫黑色，具有光澤，褐色或紅斑，體長

約0.3mm，具黑色複眼1對，若蟲3齡，孵化後四處爬行，尋找合適之位置

固著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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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咖啡硬介殼蟲（Hemispherical scale）
（一）為害狀：成、若蟲沿葉脈兩側分布，或密布於嫩枝上，群集刺吸寄主汁

液，造成枝條上部萎凋，並分泌蜜露誘發煤煙病，影響植株光合作用，嚴

重時葉片黃化脫落。

（二）害蟲概述：

1.學名：Saissetia coffeae (Walker,1852)

2.異名：Chermes angraeci Boisduval,1867、Chermes anthurii Boisduval, 

圖1. 黑副硬介殼蟲初齡若蟲形態 圖2. 黑副硬介殼蟲之若蟲

圖3. 黑副硬介殼蟲若蟲形態 圖4. 黑副硬介殼蟲之成蟲形態

圖5. 黑副硬介殼蟲為害並誘發煤煙病 圖6. 黑副介殼蟲卵粒及孵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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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Chermes cycadis Boisduval,1867、Chermes filicum Boisduval, 1867、
Chermes hibernaculorum Boisduval, 1867、Coccus coffeae Kirkaldy, 1902、
Lecanium anthurii Reh, 1903、Lecanium beaumontiae Douglas, 1887、
Lecanium clypeatum Douglas, 1888、Lecanium coffeae clypeatum Cockerell & 
Parrott, 1899、Lecanium coffeae fi licum Cockerell & Parrott, 1899、Lecanium 
coffeae hibernacularum Cockerell & Parrott, 1899、Lecanium coffeae Walker, 
1852、Lecanium fi licum Reh, 1903、Lecanium hemisphaericum hibernaculorum 
Cockerell, 1894、Lecanium hemisphaericum Targioni Tozzetti, 1867、Lecanium 
hibernaculorum Signoret, 1874、Lecanium hybernaculorum Targioni Tozzetti, 
1868、Saissetia anthurii Fernald, 1903、Saissetia beaumontiae Cockerell, 
1901、Saissetia filicum Fernald, 1903、Saissetia hemisphaerica clypeata 
Fernald, 1903、Saissetia hemisphaerica Hall, 1922、Saissetia hemisphaerica 
hibernaculorum  Fernald, 1903、Saissetia hemisphaerica  Targioni-
Tozzetti,1867、Saissetia hemisphericum Tschorbadjiew, 1939。

3.別名：半球硬介殼蟲、咖啡介殼蟲、咖啡黑盔蚧、柑桔球介殼蟲、黑盔

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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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ssetia
5.分布：臺灣、中南美洲、中國大陸、日本 (九州)、東南亞、非洲、美

國、琉球、紐西蘭、菲律賓、歐洲、澳洲、韓國、俄羅斯。

6.為害範圍：九節木、小仙丹花、小葉樹杞、山茶、山馬茶屬、山欖、月

桔、毛柿、仙丹花、台灣百兩金、台灣蘇鐵、吊蘭、百香果、杉木、刺

番荔枝、咖啡、東亞蘭屬、金雞納樹屬、南瓜、奎寧、星蘋果、柿、柑

橘、紅仙丹花、美國南瓜、茄苳、根節蘭屬、桂花、海檬果、破布子、

納達爾梅子、荔枝、茶、甜瓜、雀榕、鹿角蕨屬、棕櫚、番石榴、番荔

枝屬、紫薇花、菊花、象牙紅、象牙樹、黃梔花、楠木屬、稜果蒲桃、

電背竹、嘉得麗亞蘭、榕樹、漆樹、福木、樟樹、緬槴、蝴蝶蘭屬、

蓪草、橄欖、錫蘭橄欖、鴨趾草、龍葵、龍眼檬果、雞冠花、瓊麻、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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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麵包樹、蘭嶼馬蹄花、鐵線蕨、變葉木等。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終年可見為害，尤以荒蕪地

為害最烈，年可發生4~5世代，具世代重疊現象，主要發生於4~7月間。

雌成蟲觸角8節，亞緣突起有6~10個，背剛毛短，針狀散生，體皮硬化而

隆起，蟲體圓形或寬橢圓形，狀似鋼盔，上有透明網紋，中間有大黑點一

枚，體長寬2.5~3.5 × 1.5~2.5mm，高約1.5mm，黃褐色或黑褐色，表面光

滑。一般未發現雄蟲，而雌蟲行孤雌生殖，於春季時，雌成蟲將產卵於腹

下，為白色卵囊內有卵粒，約300~1000粒，初孵若蟲向外鑽爬，分散爬行

至適宜場所，固定於一處不動。體背表面則開始分泌透明顆粒狀的蜜露及

白色蠟粉，逐漸泌蠟質形成背方的硬殼，足隨即退化。

（四）管理方法：

1.密度低時以軟毛刷沾水刷除蟲體。

2.密度高時配合整枝修剪剪除發生枝葉，並集中燒燬之。

3.於初孵化之若蟲，足尚未退化之前，以藥劑防治效果較佳，足退化後以

礦物油類防治較為理想。

圖1. 咖啡硬介殼蟲若蟲 圖2. 咖啡硬介殼蟲形態

圖3. 咖啡硬介殼蟲卵塊 圖4. 與咖啡硬介殼蟲為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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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藤壺蠟介殼蟲（Barnacle Scale）

（一）為害狀：成、若蟲主要為害枝條，密度高時也會沿葉脈兩側分布，群集刺

吸寄主汁液，造成枝條萎凋，並分泌蜜露誘發煤煙病，影響植株光合作

用，嚴重時葉片黃化脫落。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eroplastes cirripediformis Comstock, 1881

2.別名：龜甲介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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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us Ceroplastes 

4.分布：臺灣、中國、巴哈馬、牙買加、多巴哥、多明尼加共和國、克羅

伊、波多黎各聖、美國、夏威夷、海地、特立尼達、馬提尼克島、菲律

賓、聖文森、墨西哥。

5.為害範圍：木槿，石榴、百香果、番石榴、柿、柑橘、香蕉、海桐、迷

迭香、菊花、萬代蘭、薄荷、薔薇、檬果、羅勒、酪梨。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終年可見為害，尤以荒蕪地

為害最烈，蟲體大小約3mm，橢圓形，背部隆起，有溝裂，似龜甲狀，白

色體背上帶有淡紫色或紫紅色圈紋。

（四）管理方法：

1.密度低時以軟毛刷沾水刷除蟲體。

2.冬季清園時配合整枝修剪，將受害枝條集中燒燬之。

3.於初孵化之若蟲，足尚未退化之前，以藥劑防治效果較佳，足退化後以

礦物油類防治較為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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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節、盾介殼蟲科（Diaspididae） 

一、椰子櫛圓盾介殼蟲（Latania scale）
（一）為害狀：成、若蟲皆群棲於葉下表刺吸為害，直接吸食寄主汁液，受害葉

初期出現小黃斑，後轉為黃褐斑點，嚴重時造成葉片枯黃脫落，並分泌排

洩物，誘發煤煙病。

（二）害蟲概述：

1.學名：Hemiberlesia lataniae (Signoret, 1869)

2.異名：Aspidiella punica  Borchsenius, 1966、  Aspidiella punicae 
MacGillivray, 1921、Aspidiotus askleniae Borchsenius, 1966、Aspidiotus 
askleniae Sasaki, 1935、Aspidiotus crawii Cockerell, 1897、Aspidiotus 
cydoniae Comstock, 1881、Aspidiotus cydoniae crawi Lindinger, 1907、
Aspidiotus cydoniae crawii Fernald, 1903、Aspidiotus cydoniae greeni 
Cockerell & Robinson, 1915、Aspidiotus cydoniae Leonardi, 1898、
Aspidiotus cydoniae punicae Fernald, 1903、Aspidiotus cydoniae tecta 

圖1. 藤壺蠟介殼蟲成蟲 圖2. 不同齡期之藤壺蠟介殼蟲若蟲

圖3. 不同齡期之藤壺蠟介殼蟲若蟲 圖4. 藤壺蠟介殼蟲為害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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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kell, 1897、Aspidiotus cydoniae tectus Leonardi, 1900、Aspidiotus 
cydoniae var. tecta Maskell, 1897、Aspidiotus diffinis lateralis Cockerell, 
1894、Aspidiotus diffi nis var. laterallis Cockerell, 1894、Aspidiotus greeni 
Cockerell, 1897、Aspidiotus greenii Leonardi, 1900、Aspidiotus implicatus 
Leonardi, 1900、Aspidiotus implicatus  Maskell, 1896、Aspidiotus 
implocatus Chou, 1985、Aspidiotus lataniae Leonardi, 1898、Aspidiotus 
lateralis Marlatt, 1899、Aspidiotus punicae Cockerell, 1893、Aspidiotus 
sydonia Seabra, 1921、Aspidiotus tectus Ferris, 1941、Diaspidiotus lataniae 
Borchsenius, 1935、Diaspidiotus lataniae Signoret、Euaspidiotus lataniae 
Signoret、Hemiberlesia crawii Cockerell, 1899、Hemiberlesia cydoniae 
Comstock、Hemiberlesia greenii Cockerell、Hemiberlesia implicatus 
Balachowsky, 1953、Hemiberlesia latanieae Chou, 1985、Marlattaspis 
implicata MacGillivray, 1921。

3.別名：芭蕉蚧、棕突圓蚧、棕櫛盾介殼蟲、棕櫛盾蚧、棕櫚櫛圓盾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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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spididae 盾介殼蟲科

Genus Hemiberlesia 櫛圓盾介殼蟲屬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以色列、加勒比海、所羅門群島、紐西蘭、

澳洲。

6.為害範圍：大王椰子、大風子、小冠花、山桃草、山茶、巴西棕、木菠

蘿、木槿、木薑子、毛柿、水冬哥、火棘、令箭荷花、仙人掌、冬青、

白千層、石栗、石榴、吉貝、合歡、羊蹄甲、艾、夾竹桃、忍冬、杏、

杜鵑花屬、角豆樹、車軸草、刺柏屬、莿桐、岩薔薇、枇杷、油桐、

玫瑰、芭蕉、金合歡、金絲桃、金縷梅、金鐘柏、屏東木薑子、扁葉軸

木、柿、柑橘、洋槐、洋臘梅、珊瑚藤、珍珠蓮、秋海棠、紅千層、紅

樹、美人蕉、美人樹、胡椒、胡頹子、茄子、重瓣朱槿、香蕉、倒掛金

鐘、唐菖蒲、旅人蕉、桑榿、桑屬、海桐、荊豆、茶、假虎刺、國槐、

梵天花、梨、野牡丹、報歲蘭、散尾葵、散沫花、棗、棍棒椰子、無花

果、番荔枝、番櫻桃、紫薇、菊、雲實、黃連木、黃椰子、愛神木、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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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楓香、瑞香、葉下珠、葡萄、鼠李、漆樹、福木、蒲葵、銀毛球、

銀合歡、銀杏、銀樺、鳳凰木、樟、歐石南、衛矛、樹杞、龍舌蘭、

檉柳屬、檳榔、檬果、繡線菊、雞蛋花、羅望子、懸鉤子、懸鈴木、蘋

果、蘇鐵、鶴望蘭。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

海拔山區，年發生5~7世代，

4~8月為發生高峰期。具世代重

疊現象，以若蟲和雌成蟲於枝

條上越冬，雌成蟲灰白色至黃

褐色，介殼直徑約1.0~2.5mm，

圓形或卵圓形中央隆起，外表

粗糙。雄成蟲體長1~2mm，體

色淺灰，具翅、後翅退滑成平

衡棍左右各1對，觸角1對，口器退化，成蟲壽命在64~78天。雌成蟲交尾

後1~2天便將卵產於介殼下，產卵數約150~200粒，卵橢圓形淡黃色，長

寬約0.3 × 0.18mm。初孵化若蟲體表光滑，體長寬為0.2 × 0.17mm，黃褐

色，觸角有5節，第2節較長，具足3對能爬行，於雌體介殼下方滯留一段

時間後，離開介殼外，3小時後尋找至適當位置，10小時後蟲體上覆有蠟

狀物，經過l~2天形成介殼狀，並直接以口針刺入植株後，開始取食，不

再行走，足緩慢退化。雄介殼蟲淡褐色，介殼長寬約1.0 × 0.7mm，橢圓

形，殼點偏向前方。2齡若蟲蟲體梨黃色形，體長寬為0.6mm × 0.35mm，

觸角、足、眼皆已退化，若蟲期約30~45天。

圖1. 椰子櫛圓盾介殼蟲為害狀

圖2. 椰子櫛圓盾介殼蟲橘盾形態 圖3. 椰子櫛圓盾介殼蟲紅盾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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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椰子擬白輪盾介殼蟲

（一）為害狀：成、若蟲群集於葉片或果實吸食汁液，經施藥防治後，受害果實

與蟲體剝離後，被害部位呈現黃化現象，造成黃斑影響商品價值，在氣候

乾燥時為害嚴重，常伴隨螞蟻為害，並誘發煤煙病，影響植株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seudaulacaspis cockerelli (Cooley, 1897)
2.異名：Aulacaspis dilatata Wester, 1920、Aulacaspis natalensis Wester, 1920、

Chionaspis akebiae Takahashi, 1952、Chionaspis aucubae Cooley, 1897、
Chionaspis candida Banks, 1906、Chionaspis cockerelli Cooley, 1897、
Chionaspis dilatata Green, 1898、Chionaspis dilatata Green, 1905、Chionaspis 
hattorii Kanda, 1941、Chionaspis inday Banks, 1906、Chionaspis miyakoensis 
Kuwana, 1931、Chionaspis syringae Borchsenius, 1938、Phenacaspis akebiae 
Ferris, 1956、Phenacaspis aucubae Fernald, 1903、Phenacaspis cockerelli 
Fernald, 1903、Phenacaspis cockerelli sandwicensis Takahashi & Tachikawa, 
1956、Phenacaspis dilatata Fernald, 1903、Phenacaspis eugeniae Ferris, 1921、
Phenacaspis eugeniae sandwicensis Fullaway, 1932、Phenacaspis ferrisi Mamet, 
1959、Phenacaspis hattorii Borchsenius, 1966、Phenacaspis inday Robinson, 
1917、Phenacaspis natalensis Cockerell, 1902、Phenacaspis sandwicensis 
Zimmerman, 1948、Phenacaspis syringae Balachowsky, 1954、Pseudaulacaspis 
biformis Takagi, 1956、Trichomytilus aucubae Lindinger, 1933、Trichomytilus 
cockerelli Lindinger, 1933、Trichomytilus dilatatus Lindinger, 1933、
Trichomytilus inday Lindinger, 1933、Trichomytilus natalensis Lindinger, 1933。

3.別名：全瓣臀凹盾蚧、考氏白盾蚧、貝形白盾蚧、椰子擬輪盾介殼蟲、

椰子擬輪蚧、椰白盾蚧、廣白盾蚧、廣菲盾蚧、臀凹盾蚧。

4.分類地位：

圖4. 椰子櫛圓盾介殼蟲初孵若蟲 圖5. 椰子櫛圓盾介殼蟲為害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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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Hemiptera 半翅目

Family Diaspididae 盾介殼蟲科

　Genus Pseudaulacaspis 擬白輪盾介殼蟲屬 
5 .分布：台灣、中國、日本、尼

泊爾、印尼、印度、俄羅斯、南

非、南羅德西亞、柬埔寨、美

國、夏威夷、泰國、馬來西亞、

馬達加斯加、斯里蘭卡、緬甸、

澳洲、韓國、羅德里及斯。

6.為害範圍：天堂鳥、孔雀椰子、

台灣土沈香、玉蘭、白玉蘭、石

栗、百合、含笑花、夾竹桃、杜

鵑花屬、昆欄樹、枇杷葉灰木、

芭蕉、厚葉烏心石、柿、珊瑚樹、紅樹林、茄苳、柃木、桂花、桑、海

棗屬、茶屬、酒瓶椰子、假柃木、粗毛柃木、黃椰子、楓香、銳葉柃

木、錫蘭橄欖、獼猴桃、叢立孔雀椰子、檬果、蘇鐵等。

7.為害等級：★★★

8.天敵：日本方頭出尾蟲（Cybocephalus nipponicus）、白盾蚧恩蚜小蜂、

考氏白盾蚧跳小蜂、雙色出尾蟲。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全年皆會發生，雌成蟲近橢圓形白

色，長寬約2.0 × 1.8 mm，介殼扁平，前端尖且稍隆起，尾端向四周放射環紋

而漸趨扁平，雄成蟲為長條形，介殼黃白色，背縱脊線3條，長約1.0 mm。

圖1. 椰子擬白輪盾介殼蟲形態

圖2. 椰子擬白輪盾介殼蟲卵塊 圖3. 椰子擬白輪盾介殼蟲為害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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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淡薄圓盾介殼蟲（Coconut scale、Thin yellow scale、
Transparent scale）

（一）為害狀：成、若蟲於葉片下表皮群集刺吸為害，為害嚴重時除了新葉外，

成熟葉片枯黃脫落，也隨即分泌蜜露誘發煤煙病，阻礙光合作用及污染葉

面。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spidiotus destructor Signoret, 1869

2.異名：Aspidiotus beilschmiediae ,  Takagi1969、Aspidiotus cocotis 
Newstead,1893、Aspidiotus excisus Arhangelsky,1929、Aspidiotus lataniae 
Green,1893、Aspidiotus simillimus var. tranlucens Cockerell,1903、
Aspidiotus transparens Green,1890、Aspidiotus transparens var.simillimus 
Cockerell,1899、Aspidiotus vastrix Leroy,1896、Aspidiotus watanabei。

3.別名：山牛仔、木瓜介殼蟲、水牛郎、牛角蟲、琉璃圓蚧、茶椰圓蚧、

淡圓介殼蟲、透明介殼蟲、透明圓盾殼蟲、黃薄介殼蟲、黃薄椰圓蚧、

黃薄輪心蚧、椰圓盾蚧、鑽木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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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spididae 盾介殼蟲科

Genus Aspidiotus 薄圓盾介殼蟲屬 

5.分布：台灣、大洋洲所屬之群島、中南美洲、中國、日本、西班牙、東

南亞、非洲、俄羅斯、南亞、美國、葡萄牙、澳洲。

6.為害範圍：九節木、人心果、小笠原榮蘭、小笠原露兜樹、山桂花、山

茶、天堂鳥蕉、日本女貞、毛柿、牛乳榕、可可椰子、玉蘭、白肉榕、

石月、印度菩提樹、朱槿、串錢柳、忍冬、李、杏、秀桂甘蔗、枇杷葉

灰木、林投、芭蕉屬、柿、柑橘、重瓣朱槿、香蕉、桂花、桑屬、桃、

烏桕、素心蘭、茶、梅、烏桕、棕櫚科、番木瓜、番石榴、番荔枝、

絨毛金銀花、黃玉蘭、葛藤、葡萄、酪梨、榕樹、樟樹、豬腳楠、魯花

樹、橄欖、錫蘭橄欖、檬果、瓊楠、蘇鐵、獼猴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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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為害等級：★

8.天敵：黃小蜂（Aphytis chrysomphali）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

拔山區，終年可見為害，一般行

孤雌生殖，年發生約9~10世代左

右，完成1世代要33~44天，以成

蟲越冬。旱季發生嚴重，平均以

9月至翌年5月間最多，雄成蟲體

長約1.2~1.6mm，具透明翅1對。

雌成蟲的介殼為扁圓形，介殼長

約1mm，淡黃色，介殼透明可透

視內部細小蟲體，狀如縮小型荷包蛋，密度高時仍會重疊。雌成蟲將卵產

於介殼之外緣處，卵期 8~10天，一生可產40~155粒卵，雌若蟲期有3齡。

初孵化若蟲淡黃色，體長0.22 × 0.05mm，具有足及觸角，移動至適宜位置

固定後，經蛻皮，則足與觸角逐漸退化，不再移動，開始取食汁液。

圖1. 淡薄圓盾介殼蟲形態

圖2. 淡薄圓盾介殼蟲介殼下蟲卵 圖3. 淡薄圓盾介殼蟲為害狀

四、褐圓盾介殼蟲（Circular black scale，Egytpian black 
scale, Florida red scale）

（一）為害狀：雌成蟲及若蟲皆群集於葉片下表皮或嫩枝上為害，密度高時也會

為害果實，被刺吸處呈現一圈黃暈，進而變成黃褐色，嚴重時葉片枯黃脫

落，並誘發煤煙病，影響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hrysomphalus aonidum (Linnaeus,1758)

2.異名：Aspidiotus aonidum Hempel, 1900、Aspidiotus ficus Com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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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Chrysomphalus adonidum Ferris & Kelly, 1923、Chrysomphalus 
aonidum Linne、Chrysomphalus ficus Ashmead,1880、Coccus aonidum 
Linnaeus, 1758。

3.別名：夾骨苔、芒果介殼蟲、柑橘紅圓介殼蟲、紅圓介殼蟲、疪仔苔、

梨圓介殼蟲、黑褐圓盾蚧、褐圓介殼蟲、褐葉圓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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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spididae 盾介殼蟲科

Genus Chrysomphalus  褐圓盾介殼蟲屬 

5.分布：台灣、中國、巴西、巴貝多、日本、印度、南非、美國、香港、

埃及、斯里蘭卡、模里西斯、歐洲、澳洲。

6.為害範圍：十大功勞、三腳鼈、大王椰子、大葉山欖、大葉羅漢松、小

葉黃楊、山刈葉、山茶、天堂鳥、巴豆類、日本女貞、日本黃楊、日本

黑松、月季、月橘、水筆仔、台灣膠木、白千層、百合、肉豆蔻、夾竹

桃、李、杏、枇杷、林投、松樹、玫瑰、柿、柑橘、胡桐、重瓣山茶、

香水樹、香蕉、唐菖蒲、桂花、桃、茶、梅、梨、棉花、無花果、番

木瓜、番石榴、番荔枝、黃花夾竹桃、黃椰子、黃楊、楠木屬、椰子、

楊桐、楓香、榕樹、福木、銀桂、齊墩果、樟樹、豬腳楠、錫蘭橄欖、

薔薇、檳榔、檬果、瓊崖海棠、羅漢松、蘋果、蘇鐵、櫻花、櫻桃、蘭

花、鷹爪花。

7.為害等級：★★

8.天敵：小黑菌蟲(Cybocephalus gibbulus  Erichson)、四星小黑瓢蟲

(Pharoscymnus taoi Sasaji)、好勞黃金小蜂 (Aphytis holoxanthus DeBach)、
柑桔跳小蜂 (Aspidiotiphagus citrinus Craw.)、捕植蟎 (Hemisarcoptes 
sp.)、粉白小黑瓢蟲 (Telsimia nitida Chapin)。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終年可見為害，年發生4~7世
代，完成1世代約55~60天，9~10月間為高峰期。雄成蟲的蟲體長寬0.8~1 
× 0.5~0.7mm，壽命為4天，雌成蟲體長約1.5~2mm，壽命為60天以上，以

雌成蟲或若蟲越冬，至隔年春季陸續產卵，雌成蟲一生可產80~145粒卵，

卵期11~37天，卵為淡黃色紡錘形，藏於母體介殼下方內。卵經1~4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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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初孵化若蟲具足3對及觸角1對，爬行移動至適宜位置，固定於嫩

葉、嫩枝或果皮上，吸取汁液並分泌臘狀物質，則足與觸角立即退化，

不再移動，若蟲期夏季約20~40天、冬季約150天。雄蟲介殼較小，為長

橢圓形，經2次蛻皮，分別轉變為前蛹期，蛹期，最後羽化為有翅成蟲，

由卵至雄成蟲約60天。雌蟲黃褐色扁圓型，中央隆起為圓錐形，紫褐色

或黑褐色，介殼四周灰黑色而邊緣灰色，有3次蛻皮，由卵至雌成蟲約需

50~150天。

圖1. 褐圓盾介殼蟲密度高時介殼會重疊情形 圖2. 褐圓盾介殼蟲成若蟲群聚為害

五、梨齒盾介殼蟲 (San Jose scale,California scale,Chinese scale)
（一）為害狀：雌成蟲及若蟲群聚固著於寄主的枝條、葉背或果實上為害。受害

後枝條呈深灰色，嚴重時造成葉片脫落，並誘致煤煙病，影響植株光合作

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Diaspidiotus perniciosus (Comstock, 1881)

2.異名：Aonidia fusca Maskell, 1895、Aonidiella andromelas Leonardi, 
1900、Aonidiella fusca Berlese & Leonardi, 1898、Aonidiella fusca 
Leonardi, 1897、Aonidiella perniciosa Balachowsky & Mesnil, 1935、
Aonidiella perniciosa Leonardi, 1897、Aspidiotus perniciosus Borschenius, 
1935、Aspidiotus andromelas Cockerell, 1897、Aspidiotus perniciosus 
Brain, 1918、Aspidiotus perniciosus Thiem & Gerneck, 1934、Aspidiotus 
perniciosus Merril, 1953、Aspidiotus albopunctatus Borchsenius, 1966、
Aspidiotus albopunctatus Cockerell, 1896、Aspidiotus andromelas 
Borchsenius ,  1966、Aspidiotus  fuscus  Ferr is ,  1941、Aspidiotus 
perniciasus Chou, 1985、Aspidiotus perniciosus albopunctatus Fer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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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Aspidiotus perniciosus andromelas Fernald, 1903、Aspidiotus 
perniciosus Comstock, 1881、Aspidiotus perniciosus Merrill, 1953、
Comstockaspis perniciosa MacGillivray, 1921、Diaspidiotus perniciosus 
andromelas Cockerell, 1899、Hemiberlesiana perniciosa Lindinger, 1957、
Quadraspidiotus perniciosus Ferris, 1938。

3.別名：梨圓盾蚧、梨笠圓盾蚧、樹虱子、梨枝圓盾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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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spididae 盾介殼蟲科

Genus Diaspidiotus 

5.分布：台灣、土耳其、中國、厄瓜多爾、巴西、巴拉圭、巴基斯坦、

日本、加拿大、加羅林群島、尼泊爾、伊拉克、伊朗、匈牙利、印度、

西班牙、克羅埃西亞、希臘、辛巴威、亞塞拜然、委內瑞拉、法國、阿

根廷、阿富汗、阿爾及利亞、保加利亞、俄羅斯、南非、哈薩克、玻利

維亞、突尼西亞、美國、夏威夷群島、挪威、烏克蘭、烏拉圭、祕魯、

紐西蘭、馬德拉島、喬治亞共和國、斯洛文尼亞、智利、奧地利、紐西

蘭、楊格斯拉夫、瑞士、義大利、葡萄牙、德國、摩洛哥、墨西哥、澳

大利亞、韓國、羅馬尼亞。

6.為害範圍：丁香花、山毛櫸、山胡桃、山楂、山櫻花、水仙花、水臘

樹、牛尾屬、北美松、白楊、伏牛花、百合、西洋杉、李、杏、杜松、

牡丹、角樹、刺槐、松樹、玫瑰、花楸、柿、柑橘、柳、柳木、紅棗、

紅醋栗、核果、核桃、桑椹、桃、海棠、草莓、梨、雪漿果、棗、紫

菀、絲柏、絲蘭屬、菩提樹、黑莓、楊、楊梅屬、楓、榆樹、溫桲、落

葉松、葡萄、榕樹、銀杏、榿木、稷、衛矛、醋栗、曇華、樺木、橄

欖、錫蘭橄欖、藍莓、攀藤、蘆筍、蘆薈、蘋果、鐵線蓮。

7.為害等級：★★★

8.天敵：寄生蜂（Prospaltena aurantii How、Aphelinus fuscipenni How）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終年可見為害，年發生3~5
世代。行兩性生殖及孤雌卵胎生生殖，以孤雌卵胎生為主，雌成蟲可產

70~100粒卵。雄成蟲體長約0.6mm，翅展1.2mm，孵化後若蟲體黃色橢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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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長寬約0.26×0.18mm，腹部末端具1對長尾毛，觸角有5節。1齡若蟲蛻

皮後爬行至適當地點則不在移動，進入2齡則固著刺吸，並分泌蠟狀物覆

蓋體背，約10~12天後進入3齡雌若蟲期及雄蟲之前蛹期，6~10天後進入4
齡雌若蟲期及雄蛹期，經4~5天後為雌成蟲，雌成蟲黃色，體橢圓形，長

約0.8~4mm。

圖1. 梨齒盾介殼蟲群聚為害枝條 圖2. 梨齒盾介殼蟲群聚為害葉片

六、柑橘並盾介殼蟲（Fern Scale）
（一）為害狀：雌成蟲、若蟲可為害嫩葉、嫩枝或果實表面，為害葉片時，沿葉

片主脈或支脈兩側群聚排列，吸食汁液，並誘發煤煙病，影響光合作用，

使果實品質不佳，甚至降低商品售價。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innaspis aspidistrae aspidistrae (Signoret, 1896) 

2.異名：Chionaspis aspidistrae Signoret, 1869、Chionaspis brasiliensis 
Signoret, 1869、Chionaspis brazailiensis Comstock, 1883、Chionaspis 
lata Berlese & Leonardi, 1898、Chionaspis latus Cockerell, 1896、
Hemichionaspis aspidistrae brasiliensis Hempel, 1900、Hemichionaspis 
aspidistrae Cooley, 1899、Hemichionaspis aspidistrae lata Cockerell, 
1900、Penaspis aspidistrae Dale, 1959、Pinaspis aspidistrae Lindinger, 
1935、Pinnapsis aspidistrae Lindinger, 1954、Pinnaspis arpidistrae 
Figueroa Potes, 1952、Pinnaspis aspidistrae Dammerman, 1929、Pinnaspis 
brasiliensis Ferris & Rao, 1947、Pinnaspis caricis Ferris, 1957、Pinnaspis 
muntigii Takagi, 1965、Pinnaspis ophiopogonis Takahashi, 1952。 

3.別名：百合並盾蚧、百合複角蚧、羊齒介殼蟲、柑橘並盾介殼蟲、柑

橘並盾蚧、蚌盾蚧、梨形蚧、黃介殼蟲、葉蘭長介殼蟲、蜘蛛抱蛋并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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蚧、蘇鐵褐點盾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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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spididae 盾介殼蟲科

Genus Pinnaspis 并盾介殼蟲屬 

5 .分布：台灣、中國、巴西、日

本、印尼、印度、百慕達群島、

秘魯、馬來西亞、菲律賓。

6.為害範圍：大葉羅漢松、山茶、

山歸來、山欖、文殊蘭、木槿、冬

青、台灣山蘇花、白沙、百子蓮、

百合、羊齒類、西番蓮、沙欏、莿

桐、沿階草、青棉花、建蘭、柿、

柑橘、洋蘭、紅皮、柃木、琉球鐵

線蕨、茶、假黃楊、麥門冬、報歲蘭、斑葉蜘蛛抱蛋、黑胡椒、菝契、萬

年青、榕類、蒲桃、蒼蘭、蜘蛛抱蛋、鳶尾、醉蝶花、蘇鐵、鶴望蘭。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發生2世代，以受精雌蟲越

冬，次年春季產卵；第1代成蟲在7~8月出現，第2世代在10月間為害。雌

介殼棕色堅實，粗逗點形，長約 2~2.8mm，彎曲，前端尖，後端圓。雄介

殼白色蠟質，長約0.8~1mm，狹長，背面有3條縱線，田間發現之雌雄比

通常為2：30隻。初齡若蟲橢圓形，體黃色長寬約0.3 × 0.2mm，觸角5節。

圖2. 柑橘並盾介殼蟲雌蟲形態 圖3. 柑橘並盾介殼蟲雌體內之蟲卵

圖1. 柑橘並盾介殼蟲雄蟲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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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山茶片盾介殼蟲（Elongate parlatoria）

（一）為害狀：雌成蟲及若蟲群集吸食葉片汁液，影響植株生育，並分泌蜜露，

誘集螞蟻，使葉片上誘發煤煙病，阻礙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arlatoria camelliae Comstock, 1883

2.別名：山薈片盾介殼蟲、山茶糠蚧、茶片盾蚧

3.異名：Aspidiotus camelliae Signoret、Parlatorea pergandei camelliae 
Gómez-Menor Ortega, 1937、Parlatoria pergandei camelliae Bellio, 1929、

Parlatoria pergandii camelliae Leonardi, 1903、Parlatoria proteus virescens 

Maskell,1897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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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spididae  盾介殼蟲科

Genus Parlatoria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北美洲、多明尼加、非洲、歐洲。

6.為害範圍：大葉楠、大頭茶、小蘗、山茶、月桂、木犀、木槿、冬青、

石楠、西施花、冷杉、李、杜鵑花、油橄欖、垂榕、柿、柑橘、胡桐、

苦茶、茉莉花、柃木、黑板樹、素馨、茶花、荷花、玉蘭、棟、無花

果、黃楊、楊梅、楓、葡萄、榕樹、廣玉蘭、樟、槭、衛矛、薜荔、檬

果、羅漢松、櫟、變葉木。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發生3~4世代，具世代重疊現

象。雌成蟲白色至灰褐色，蟲體扁平長橢圓形，體背上有時具綠色斑點，

直徑長寬1.5~2.0 × 1~1.4 mm。每雌成蟲可產卵35~90粒，連續產卵3個月

以上，初孵若蟲具足可移動，經1~2小時後便固定，開始分泌白色蠟粉覆

蓋蟲體、繼而形成介殼，足部逐漸退化，蟲體可刺吸取食汁液。雄蟲白至

黃綠色，介殼有暗綠色點稍長，兩側略平行，中央隆起、直徑長寬0.5~1 × 

0.17~0.3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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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黃片盾介殼蟲

（一）為害狀：雄蟲可為害於嫩葉、嫩枝，雌蟲在葉背中助或果實為害，葉片受

害處黃化且呈銹斑、頂芽受害則不宜開展，果實受害則凹陷，並誘發煤煙

病嚴重時會導致植株枯死，蟲體死後，介殼仍堅實地附貼於葉片上不易脫

落，阻礙植株光合作用、影響植株生育及果實品質。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arlatoria proteus (Curtis,1843)

2.異名：Aspidiotus proteus  Curt is ,  1843、Aspidiotus targionii  de 
Guercio,1894、Diaspis monserrati Colvee, 1881、Diaspis parlatoria 
Ferris, 1937、Diaspis parlatoris Targioni Tozzetti, 1867、Parlatorea 
proteus Lindinger, 1912、Parlatoria monserrati Gomez-Menor Ortega, 
1956、Parlatoria orbicularis Targioni Tozzetti, 1868、Parlatoria potens 
Leonardi, 1920、Parlatoria selenipedii Signoret, 1869、Syngenaspis proteus 
MacGillivray, 1921

3.別名：小長介殼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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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spididae  盾介殼蟲科

Genus Parlatoria
5.分布：台灣、中國、丹麥、巴西、巴拿馬、日本、比利時、印尼、印

度、圭亞那、委內瑞拉、波利維亞、波蘭、法國、南非、美國、英國、

香港、埃及、泰國、馬來西亞、斐濟島、斯里蘭卡、菲律賓、義大利、

德國、墨西哥、關島。

6.為害範圍：木樨、白玉蘭、石斛蘭、李、拖鞋蘭、虎頭蘭、金果椰子、

厚皮香、春石斛、柿、盆栽植物、桂花、桃、茶花、梅、梨、報歲蘭、

黃椰子、萬年青、葡萄、福木、蝴蝶蘭、龍舌蘭、檬果、豐歲蘭、鵝掌

藤、蘋果、蘇鐵、其他蘭類。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周年可見，每年發生7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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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成蟲介殼黃色至黃褐色，橢

圓形或卵形、長1.5~2mm、寬

0 .45~0 .6mm，介殼微隆起，

周圍帶有白色或灰白色，半透

明而殼薄，觸角瘤狀，初齡

若蟲蛻皮殼位於介殼尖端。

雄蟲介殼黑褐色或近黑色，

蟲體較小、長0 .65~1mm、寬

0.27~0.29mm，若蟲蛻皮殼較

大，方形或長方形，位於介殼尖端。

九、網背盾介殼蟲（Camellia scale、Camphor scale）
（一）為害狀：雌成蟲及若蟲群集吸食葉片汁液，並分泌蜜露，誘集螞蟻，使葉

片上誘發煤煙病，阻礙光合作用，嚴重時葉片黃化或脫落。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seudaonidia duplex Cockerell, 1896

2.異名：Aspidiotus duplex Cockerell, 1896，Pseudaonidia rhododendri 
Fernald, 1903

3.別名：山茶圓介殼蟲。杜鵑介殼蟲、柑橘圓介殼蟲、茶圓介殼蟲、樟圓

介殼蟲、樟網盾蚧、蛇眼臀網盾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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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spididae  盾介殼蟲科

Genus Pseudaonidia  網背盾介殼蟲屬 

5.分布：台灣、日本、夏威夷、中國、韓國、印度、俄羅斯、美國、阿根

廷。

6.為害範圍：木麻黃、石榴、含笑花、油茶、厚皮香、柿、柑橘、茄苳、

栗、桃、茶、梨、番石榴、楊梅、楓香、樟、蘋果。

7.為害等級：★

8.天敵：紅點唇瓢蟲、跳小蜂

圖1. 黃片盾介殼蟲群聚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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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發生4世代，第1世代於3月中

旬出現，第2~4世代分別出現於6、8、10月，年末以第4世代雌成蟲越冬，

各世代壽命差異很大，1至4世代雌蟲壽命分別為34~59天。雄蟲體長寬

1.5~2 × 0.8mm，蟲體呈長橢圓形，淡灰褐色，雄蟲多分布於老葉葉脈之

兩側，沿主脈兩分佈。雌成蟲體長約2~3mm，淡紫色至粉紅色，呈寬橢

圓形，前端圓形，後端較尖，介殼近乎圓形，多寄生於枝條，吸食寄主養

液，造成茶樹落葉枝枯，嚴重時整株枯死。雌雄交尾後產卵，每隻雌蟲把

卵產在介殼裏，可產卵60~600粒，卵橢圓形，長約0.2mm，淡紫色，卵期

6~30天。初齡幼蟲具趨光性，從母殼與寄主植物相接的縫隙爬出，先四處

爬行，選擇適宜環境下固定吸食寄主汁液。約經2~3天，開始分泌蠟狀物

包覆蟲體，約14天蛻皮成2齡若蟲，再經蛻皮後3~4天分泌新殼，發育成

雌蟲。在夏季雌蟲產卵期為30~40天，壽命35~60天，惟冬季長達130~160

天。2齡期雄蟲經12～16天脫皮為前蛹，以後再經蛹，蛹長0.7~0.8mm，羽

化後成為有翅成蟲。

十、三葉網背盾介殼蟲

（一）為害狀：成、若蟲群集沿葉脈兩側吸食汁液，並分泌蜜露，誘集螞蟻，使

葉片上誘發煤煙病，阻礙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seudaonidia trilobitiformis (Green,1896)

2.異名：Aspidiotus darutyi Charmoy, 1898、Aspidiotus daruyi Borchsenius, 

1966、Aspidiotus trilobiformis Kuwana, 1907、Aspidiotus trilobitiformis 
Leonardi, 1898、Pseudaonidia darutyi Marlatt, 1908、Pseudaonidia 

trilobitiformis darutyi Fernald, 1903、Pseudoaonidia trilobitiformis 
Leonardi, 1914。

3.別名：小判圓介殼蟲、斑圓介殼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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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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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Diaspididae  盾介殼蟲科

Genus Pseudaonidia  網背盾介殼蟲屬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加勒比海群島、印尼、印度、婆羅州、非

洲、南美、馬來西亞、斯里蘭卡、菲律賓、越南、緬甸。

6.為害範圍：山茶、月橘、毛柿、仙丹花、台灣白花藤、台灣拓樹、石

櫟類、印度橡膠樹、波羅蜜、柿、柑橘、胡桐、苦茶、茄苳、柃木、荔

枝、茶、崖石榴、軟毛柿、麻櫟屬、紫陽花、愛玉子、楠木屬、榕樹、

銀樺、豬腳楠、魯花樹、龍眼、薛荔、檬果、瓊崖海棠。

7.天敵：寄生蜂

8.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雌成蟲乳白色、淡褐色至黃褐色

皆有，長約2.8~3.2mm，介殼微隆起之半圓形或不規則圓形。雄成蟲淡褐

色介殼卵形、長約1.0~1.4mm。卵為淡黃色藏於母體介殼下方內，經1~3天

後孵化，初孵化若蟲具足3對及觸角1對，爬行至適宜位置，固定於嫩葉葉

脈兩側吸取汁液，足與觸角立即退化，不再移動。

圖1. 三葉網背盾介殼蟲形態A 圖2. 三葉網背盾介殼蟲形態B

圖3. 三葉網背盾介殼蟲形態C 圖4. 三葉網背盾介殼蟲於葉脈上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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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橘長蠣盾介殼蟲（Glover scale、Scale insect）

（一）為害狀：可為害嫩葉、嫩枝條或果實，以植株過密通風不良處為害嚴重。

成、若蟲皆集中於寄主上為害，吸食汁液，嚴重時導致葉片枯黃脫落，誘

發煤煙病，影響光合作用及污染果面，並誘集螞蟻前來取食，造成田間操

作困難，導致果實品質不佳，甚至降低商品售價。

（二）害蟲概述：

1.學名：Lepidosaphes gloverii (Packard, 1869)

2.異名：Aspidiotus gloveriiPackard, 1869、Coccus gloverii Essig, 1931、

Cornuaspis gloverii Alayo Soto, 1976、Lepidosaphes gloveri Tao, 1978、

Lepidosaphes glowerii Balachowsky, 1931、Lepidosaphis gloverii Kfoury 

& El Amil, 1998、Mitiella sexpina Danzig & Pellizzari, 1998、Mytiella 

sexspina Hoke, 1921、Mytilaspis gloverii Comstock, 1881、Mytilaspis 

pallida Kuwana, 1909、Mytilella sexspina Gill, 1997、Mytilococcus gloverii 

Lindinger, 1936、Opuntiaspis sexspina Lindinger, 1937

3.別名：長牡蠣介殼蟲、長牡蠣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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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spididae  盾介殼蟲科

圖5. 三葉網背盾介殼蟲為害狀 圖6. 三葉網背盾介殼蟲於葉背葉脈處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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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長牡蠣盾介殼蟲成若蟲特徵 圖2. 長牡蠣盾介殼蟲為害葉片

圖1. 介殼蟲形態A 圖2. 介殼蟲形態B

Genus Lepidosaphes

5.分布：台灣、中國大陸、巴貝多、圭亞那、東加群島、阿根廷、南非、

新加坡。

6.為害範圍：柿、柑橘、納塔爾梅子、黃楊、樹蘭。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周年可見，雄介殼蟲介殼長寬約

1.5 × 0.4 mm，雌介殼背板為棕色牡蠣殼狀，長寬約2.5~3.5 × 0.5~0.6 mm，

前端狹，後端寬，中間凸起。卵為淡黃色藏於母體介殼下方內，經1~3天

後孵化，初孵化若蟲具足可爬行至適宜位置，固定於嫩葉葉脈兩側吸取汁

液，足與觸角立即退化，不再移動。

（1）為害柿樹未知的半翅目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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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鱗翅目（Lepidoptera） 

第一節、細蛾科（Gracillaridae） 

一、Cuphodes diospyrosellus（Persimmon leafminer）

（一）為害狀：可為害葉片，偶爾為害果皮及嫩枝，孵化後幼蟲潛入幼嫩組織

內，不分葉之上下表皮內潛食葉肉，造成蜿蜒彎曲的隧道，形如畫地圖，

由受害組織外可透視幼蟲取食情形，嚴重時影響柿葉之光合作用及誘發炭

疽病。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uphodes diospyrosellus (Issiki, 1957)

2.別名：畫圖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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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phodes 

3.分布：台灣、日本。

4寄主範圍：柿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海

拔山區，世代不詳，主要發生

於5~7月及9~10月間，以成蟲越

冬，蟲體及翅膀為褐色，幼蟲

黃綠色，於葉片上化蛹。 圖1. Cuphodes diospyrosellus 成蟲形態

204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二、荔枝細蛾（Litchi fruit borer.）
（一）為害狀：發生於荔枝與紅柿混植區，本蟲主要為害荔枝，掉落至紅柿的幼

蟲會為害嫩葉或嫩梢，末齡幼蟲於枝葉隱密處作薄繭化蛹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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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Cuphodes diospyrosellus成蟲頭部形態 圖3. Cuphodes diospyrosellus成蟲尾部形態

圖4. Cuphodes diospyrosellus成蟲停棲於葉上 圖5. Cuphodes diospyrosellus為害果實

圖6. Cuphodes diospyrosellus為害葉片食痕 圖7. Cuphodes diospyrosellus為害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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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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illariidae  細蛾科

Genus Conopomorpha 
4.分布：台灣、中國、印度、尼泊爾、泰國、越南。

5.寄主範圍：決明、柿、荔枝、蓳寶蓮、蒲桃、龍眼。

6.為害等級：★

7.天敵：Phanerotoma sp.、Apanteles sp.、Tetrastichus sp.、Elasmas sp。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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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荔枝細蛾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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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集中燒燬。

3.於嫩梢萌發期提早施藥預防。

圖1. 荔枝細蛾成蟲形態 圖2. 荔枝細蛾成蟲腹面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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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木蠹蛾科（Cossidae） 

一、咖啡木蠹蛾 (White borer、Coffee borer、Red coffee stem- borer)
（一）為害狀：幼蟲自幼嫩頂芽或腋芽鑽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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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散

作用旺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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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或糞便則自蟲口內排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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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荔枝細蛾成蟲頭部 圖4. 荔枝細蛾成蟲尾部

圖5. 荔枝細蛾成蟲腹部放大 圖6. 荔枝細蛾蛹

圖7. 荔枝細蛾薄繭 圖8. 荔枝細蛾為害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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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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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紋蠹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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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 Cossidae  蠹蛾科

Genu Zeuzera
4.分佈：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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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頭茶、山刺番荔枝、山芙蓉、山茶花、

山馬茶、山櫻花、太陽麻、巴佩道櫻桃、月季、月橘、木麻黃、木槿、

毛柿、火燄木、牛心梨、可可、台灣三角楓、白草藤、石斑木、石榴、肉

桂、西印度櫻桃、枇杷、李、杏、杜鵑花、亞麻、咖啡、東印度櫻桃、玫

瑰、金合歡、金龜樹、青楓、垂尾桉、奎寧、柿、柑橘、珊瑚藤、相思

樹、盾柱木、紅毛丹、苧麻、苦楝、桂花、桑、桃、烏桕、胭脂樹、荔

枝、茶、茱槿、荖蕽竹、梅、梨、魚藤、麻六甲合歡、麻竹、麻櫟、棗、

棉花、無患子、番石榴、番荔枝、番龍眼、黃金果、黃麻、黃蝴蝶、莿

竹、楊梅、楓香、葡萄、賊仔樹、酪梨、綠竹、蒲桃、銀合歡、槭樹、蓮

霧、樹莓、樹葡萄、橄欖、篦麻、錫蘭橄欖、龍眼、薔薇、檬果、藍花

楹、雞公花、羅望子、蘋果、鐘麻、獼猴桃、櫻花、櫸。

6.為害等級：★★

7.天敵：小繭蜂、寄生蠅 Tachinidae sp.。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平地至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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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約1mm，

卵期9~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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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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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間，以幼蟲在被害枝條內越冬，幼蟲頭部黑色，體呈圓筒形，表皮赤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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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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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3天。

（四）管理方法：

1.冬季清園時，將被害枝剪除並集中燒燬。

2.依最新網路版植物保護手冊推薦用藥使用。

圖1. 咖啡木蠹蛾於枝條中為害 圖2. 咖啡木蠹蛾幼蟲形態

圖3. 咖啡木蠹蛾以蛀食枝條木質部 圖4. 咖啡木蠹蛾蛹

圖5. 咖啡木蠹蛾成蟲 圖6. 咖啡木蠹蛾成蟲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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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咖啡木蠹蛾成蟲尾部 圖8. 咖啡木蠹蛾為害間接造成花朶枯萎

圖9. 咖啡木蠹蛾為害引起流膠 圖10. 咖啡木蠹蛾為害後產生許多蟲糞

第三節、捲蛾科（Tortricidae） 

一、花翅小捲蛾

（一）為害狀：成蟲將卵產於嫩葉上，初孵幼蟲吐絲捲葉並在內取食葉肉，使嫩

葉變形或捲曲而不開展，影響柿子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Lobesia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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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u Lobesia
3.分布：台灣、日本。

4.寄主範圍：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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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主要發生在4~7月間，屬小型蛾

類，展翅8.5~13.5mm，前翅為褐、灰、白色相嵌雜紋，有1條灰黑色的橫

帶貫穿中央，近翅端頂角有弧形的線紋。

圖1. 花翅小捲蛾成蟲 圖2. 花翅小捲蛾之天敵蜘蛛

二、小角紋捲葉蛾（Citrus leaf-roller、Summer fruit tortrix 
moth、Apple leaf-curling moth）

（一）為害狀：成蟲將卵產於嫩葉表面，初孵幼蟲吐絲捲葉並在內取食葉肉，使

葉片變形或捲葉成筒狀而不開展，嚴重影響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doxophyes privatana Walke , 1863

2.別名：茶角紋小卷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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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tricidae 捲蛾科

Genu Adoxophyes
4.分布：台灣、中國、巴布亞紐幾內亞、日本、印度、英國、斯里蘭卡、

越南、新幾內亞、緬甸。

5.為害範圍：山埔姜、犬棗、可可、甘藍、甘藷、亞麻、咖啡、玫瑰、花

椰菜、芥菜、奎寧、柑橘、茄子、栗、桑、茶、馬鈴薯、甜椒、陰香、

棉、結球白菜、菜豆、橄欖、篦麻、錫蘭橄欖、蘭科、蘿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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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為害等級：★

7.天敵：Bachymeria euploeae Westwood.。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年發生6~7世代，全年發生，主要

發生期在4~6月間，成蟲前胸背板上有一枚仿人形的圖騰，前翅上具2條黃

褐斜帶，前橫帶至中央分叉再到後緣相連，後緣橫帶斷裂狀，雌成蟲翅展

8mm，雄成蟲較小翅展約7mm，蟲體皆為淡褐色，棲息時前後翅互疊。卵

產於葉背處，似魚鱗狀排列，為淡褐至深褐色，幼蟲綠色，吐絲捲葉藏匿

其中，老熟幼蟲在捲葉中化蛹。

三、茶姬捲葉蛾（Smaller tea tortrix）
（一）為害狀：初孵化的幼蟲吐絲懸垂藉風遷移，直接取食寄主的嫩葉，2齡以

後吐絲捲葉於內部取食，受害葉片變形或筒狀捲曲，蟲糞自洞口排出，嚴

重影響光合作用。受騷擾時則會急速向前、向後或連續跳躍逃脫，遇危險

則懸絲垂吊逃離現場。

（二）害蟲概述：

圖1. 小角紋捲葉蛾幼蟲 圖2. 小紋捲葉蛾成蟲

圖3. 小角紋捲葉蛾成蟲腹部黃白色 圖4. 小紋捲葉蛾之天敵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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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名：Adoxophyes orana Fischer von Roslerstamm, 1834

2.別名：捲葉蟲（幼蟲）、青蟲（幼蟲）、舐皮蟲（幼蟲）、棉褐帶捲

蛾、蓮褐帶捲葉蛾、茶小捲葉蛾、小黃捲葉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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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tricidae 捲蛾科

Genus Adoxophyes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刀豆、小麥、毛豆、白鳳豆、向日葵、李、枇杷、油茶、玫

瑰、芝麻、柿、柑橘、紅豆、苜蓿、桃、草莓、茶、豇豆、梨、甜瓜、

棉、萊豆、菜豆、黑莓、落花生、綠豆、橄欖、錫蘭橄欖、翼豆、醜

豆、鵲豆、懸鉤子、蘋果。

6.為害等級：★

7.天敵：小繭蜂（Apantels sp.）、赤眼卵蜂（Trichogramma sp.）、姬蜂、

食蚜蠅、棉褐帶捲蛾顆粒體病毒（Adoxophyes orana Granulosis Virus）。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主要發生在4~6月間，年發

生8世代，完成1世代約42天，成蟲蟲體及翅為褐色，雄蛾前翅上有3條深

褐色帶斑，呈現在翅基部、中部和翅尖斜帶為"h"形，蟲體長約為6mm，

翅展約7～9mm。雌雄交尾後卵產於葉背，雄成蟲壽命平均在6天，雌

成蟲壽命平均在8天，最多可產400粒左右，卵為圓扁平黃色，卵塊排列

呈鱗狀，表面覆有透明膠狀物。卵期平均8天，1齡頭部為黑褐色，長約

1.4~2.8mm，6天後蛻皮，至2齡時體長約2.5~4.8mm，蟲體淡黃綠色，頭

部淡黃褐色，經4天蛻皮，3齡體黃綠色，長4.3~7.0mm，頭部淡黃褐色，

約4天蛻皮，4齡體長約5~13mm，蟲體綠色，頭部黃褐色，約4天蛻皮，5

齡體長約9~19mm，綠或濃綠色，背部血管為綠色，頭部無斑紋黃褐色，

約8天蛻皮，終齡幼蟲則在被害處作薄繭化蛹。蛹黃褐色，羽化前變為褐

色，腹部第2~7節背部有2列鉤突刺，腹部末端有8枚彎曲的臀刺，蛹期平

均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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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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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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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oda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柿、柑橘、荔枝、蓮霧、橄欖、錫蘭橄欖、龍眼。

圖1. 茶姬紋捲葉蛾成蟲 圖2. 茶姬紋捲葉蛾成蟲腹部白色

圖3. 茶姬紋捲葉蛾成蟲複眼上方為紅色 圖4. 茶姬紋捲葉蛾之天敵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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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世代不詳，主要發生在5~8月
間，成蟲褐、綠褐至黑褐色，翅橢圓形，上具有環形花紋。

圓翅捲葉蛾成蟲背板的顏色變化：

圖9. 圓翅捲葉蛾成蟲複眼灰黑色 圖10. 圓翅捲葉蛾成蟲腹部特徵

圖11. 圓翅捲葉蛾成蟲 圖12. 圓翅捲葉蛾之天敵螳螂

1 2 3 4

5 6 7 8

圖1~8. 圓翅捲葉蛾成蟲體背色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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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茶長捲葉蛾（Oriental tea tortrix、Tea tortrix Moth）

（一）為害狀：為害嫩葉、嫩梢，成蟲產卵於葉表面，初孵化幼蟲吐絲將葉片捲

曲藏匿其中，由內部向外取食葉肉組織，被害處常留紅褐色下表皮，至老熟

後於葉間作薄繭化蛹，常得葉片變形或新葉不開展，嚴重影響葉片光合作

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Homona magnanima Diakonoff, 1948

2.別名：東方長捲蛾、長捲葉蛾、後黃捲葉蛾、柑橘長捲蛾、捲心蟲（幼

蟲）、青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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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tricidae 捲蛾科

Genus Homona

4.分佈：台灣、中國、日本、印度、斯里蘭卡。

5.為害範圍：女貞、冷杉、咖啡、板栗、油茶、柿、柑橘、紅梔花、茄

苳、桂竹、荔枝、茶、梔子花、梨、紫杉、落葉松、椴、榕樹、睡蓮、

銀杏、篦麻、樟樹、錫蘭橄欖、龍眼、櫟、蘋果。

6.為害等級：★

7.天敵：小繭蜂（Apantels sp.）、赤眼卵蜂（Trichogramma sp.）、後黃卷

葉蛾質型多角體病毒。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終年發生，年約發生6~7世代，

1世代約50天左右，具世代重疊現象，一般以4~8月較嚴重。雌成蟲黃褐

色，體背有數條褐色橫紋，一隻雌成蟲產卵約400~780粒左右，壽命6.5

天，卵期約5~9天。雄成蟲體背黃褐色，體背有V字形黑褐色斑紋1條或密

佈黑褐紋路。幼蟲期33天，於受害葉間化蛹，蛹期約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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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茶捲葉蛾（Leaf roller）
（一）為害狀：初孵幼蟲將吐絲曲捲葉片，並自內部取食葉肉組織，藏匿其中，

大量發生時因幼蟲吐絲捲葉取食為害，使得葉片變形或捲曲而不開展，嚴

重影響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Homona coffearia Nietner, 1811 

2.異名：Homona menciana Walker,1863 

圖1. 茶長捲葉蛾雌成蟲 圖2. 茶長捲葉蛾雄成蟲腹部特徵

圖3. 茶長捲葉蛾雄成蟲 圖4. 茶長捲葉蛾雄成蟲腹部特徵

圖5. 茶長捲葉蛾蛹 圖6-. 茶長捲葉蛾之天敵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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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別名：後黃捲葉蛾、黃葉捲葉蛾、茶黃捲葉蛾、柑桔長捲葉蛾、捲心蟲

（幼蟲）、青蟲（幼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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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ona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印度、斯里蘭卡 。

6.為害範圍：九芎、大紅心、大葉羅漢松、大頭茶、艾、血桐、李、牡

荊、亞麻、咖啡、長葉茶梅、奎寧、柿、茄子、茄苳、桃、烏桕、臭茉

莉、茶、茼蒿、剪刀股、婆婆針、梨、紫薇、菊、楝樹、榕樹、臺灣榿

木、臺灣蘋果、篦麻、樟、鄧氏胡頹子、柑橘、龍眼、饅頭果、鵲豆、

蘋果、鹽麩子、錫蘭橄欖、荔枝、龍眼、楊桃、桑、落花生、大豆。

7.為害等級：★

8.天敵：小繭蜂（Apantels sp.）、赤眼卵蜂（Trichogramma sp.）。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發生在3~5月及7~10月間，年發

生6~7世代，具世代重疊現象，夏季約30天，冬季約90天。雄成蟲體長約

8~10mm，翅展約20~22mm，體及翅皆黃褐色，前翅緣有半月形之深褐

色，摺疊部中央有一黑點及帶有深褐色斜帶，翅頂端深褐色，後翅暗黃

色。雌成蟲體軀較大，體長約10~12mm，翅展約20~32mm，前翅上有深

褐色波狀線，翅頂為灰褐色，中央之斜帶不明顯，晝伏夜出，清晨羽化，

傍晚交尾後隔日產卵。卵產於老葉表面，淡綠色扁橢圓形，長寬約9mm × 
4mm，每卵塊內有70~300粒卵，排列為魚鱗狀，孵化前轉為淡黃色，卵

期夏季7天，冬季20天。幼蟲體長約22~24mm，體寬約2.5~2.6mm，淡黃

綠色，頭部扁平黑褐色，各節背面著生白色細毛2~3根，有7對疣。第一節

之側方有2個褐點。幼蟲期夏季約12~20天，冬季20~60天。老熟幼蟲在捲

葉內作薄繭化蛹。蛹長約11.5~13mm，寬約3~3.3mm，紅褐至黃褐色，翅

端可達第3腹節後緣，腹部背面具第2-8節近前後緣各有一橫排鋸狀刺突隆

起，尾端刺鉤狀，具8條臂棘。蛹期夏季約5~7天，冬季約14天。

（四）管理方法：

1.加強栽培管理工作，於3月間新梢期間配合合理施肥，促使新梢萌發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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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健壯，減少夏、秋梢及不定梢抽發，縮短本蟲在嫩梢上的蟲齡期，以

降低為害。

2.冬季清園，修剪病蟲害枝及清除樹冠下的枯枝落葉，可消除部分蟲源；

並剷除果園內的雜草，降低越冬蟲口數。

3.在新梢期、花穗抽發期和幼果期，巡視果園發現本蟲，予以捕殺或配合

水盤採燈光誘殺成蟲。

4.在開花期及嫩葉發生期間用藥，一般選用粉劑或水懸劑較為恰當。

5.藥劑防治，依最新網路版植物保護推薦用藥使用。

圖1. 茶捲葉蛾幼蟲 圖2. 茶捲葉蛾成蟲

圖3. 茶捲葉蛾成蟲腹部特徵 圖4. 茶捲葉蛾成蟲複眼灰白色

圖5. 茶捲葉蛾蛹殼 圖6. 茶捲葉蛾為害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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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角新捲葉蛾（Litchi leaf roller）

（一）為害狀：主要為害嫩葉、嫩梢，幼蟲吐絲捲葉取食，可見大量排泄物自捲

葉內排出，使得葉片變型或捲葉成筒狀，嚴重影響光合作用及新梢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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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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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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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為害等級：★

7.天敵：小繭蜂、扁股小蜂 Elasmus sp.、姬小蜂。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全年發生，以4~7月為主要發生

期，於柿上世代不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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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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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柿鉤刺蛾

（一）為害狀：主要為害嫩葉葉緣，幼蟲將葉緣處咬開，吐絲捲葉成筒狀、小圓

錐狀或三角錐狀，藏於內部取食，被害處褐化或乾枯，嚴重影響光合作用

及新梢發育。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omptochilus sinuosus Warr

圖1. 三角新捲葉蛾幼蟲 圖2. 三角新捲葉蛾蛹

圖3. 三角新捲葉蛾成蟲 圖4. 三角捲葉蛾成蟲腹部特徵

圖5 .三角新捲葉蛾頭部複眼灰白色 圖6. 三角新捲葉蛾之天敵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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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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panidae 鉤蛾科 
Genus Comptochilus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柿。

5.為害等級：★

6 . 天敵：小繭蜂、扁股小蜂 
Elasmus sp.、姬小蜂。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

拔山區，主要發生於3~4月及7~8
月間，幼蟲蟲體黃色或黃綠色，

在後胸兩側有1對向前的瘤突，

6~8月間化蛹，成蟲為灰褐色。
圖1. 柿鉤刺蛾幼蟲

圖2. 柿鉤刺蛾後胸兩側有一對突起 圖3. 柿鉤刺蛾化蛹

圖4. 柿鉤刺蛾捲葉狀A 圖5. 柿鉤刺蛾捲葉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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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折角蛾

（一）為害狀：主要為害嫩葉、嫩梢，幼蟲吐絲捲葉取食，可見蟲糞自捲葉內排

出，使得葉片變形或破裂，嚴重影響光合作用及新梢發育。

（二）害蟲概述：

1.學名：Lecitholaxa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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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cithoceridae 折角蛾科 
Genus Lecitholaxa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柿。

5.為害等級：★

圖6. 柿鉤刺蛾捲葉狀C 圖7. 柿鉤刺蛾被寄生蜂寄生

圖8. 柿鉤刺蛾之天敵寄生蜂 圖9. 柿鉤刺蛾之天敵西方癭蠅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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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敵：小繭蜂。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翅黃色至黃褐色，展翅約

12~16mm，前翅有4枚小黑斑。

圖1. 折角蛾成蟲形態 圖2. 折角蛾成蟲頭部特徵

圖1. 折角蛾成蟲形態A 圖2. 折角蛾成蟲腹部形態A

圖1. 捲葉蛾成蟲A 圖2. 捲葉蛾成蟲A腹面

折角蛾一種

十、其他捲葉蛾成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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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其他捲葉蛾幼蟲

圖1. 捲葉蛾成蟲B 圖2. 捲葉蛾成蟲B腹面

圖1. 捲葉蛾幼蟲A 圖2. 捲葉蛾幼蟲B

（2）

（3）

圖1. 捲葉蛾成蟲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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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捲葉蛾幼蟲C 圖4. 捲葉蛾幼蟲D

圖5. 捲葉蛾幼蟲E 圖6. 捲葉蛾幼蟲F

圖7. 捲葉蛾幼蟲G 圖8. 捲葉蛾幼蟲H

圖9.捲葉蛾幼蟲I 圖10.捲葉蛾幼蟲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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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簑蛾科（Psychidae） 
本科在全世界有800餘種。幼蟲咬斷枝葉，並吐絲將枝葉黏附成蓑巢，將蟲

體隱匿其中，移動時伸出頭胸部伸縮前進。一般為雌雄成蟲形狀大不相同，雌避

債蛾從幼蟲、蛹及成蟲皆棲息於自製蓑巢中，其翅膀及蟲體皆以特化成無翅幼蟲

狀，某些種類的足部也退化，羽化後仍棲於囊巢中，等待雄成蟲飛來交尾，並將

卵產於囊巢中。雄成蟲具翅，口器退化，複眼較小，觸角為雙櫛齒狀，羽化後從

蓑巢下端飛出。

一、大避債蛾（Bag-worm moth、Giant bagworm）

（一）為害狀：幼蟲僅將頭、前胸部自袋口上緣伸出取食葉片，以啃蝕葉肉表

面，3齡後則啃蝕成孔洞或缺刻，食量較大，嚴重時可為害嫩枝、皮層及

幼果，短期之內可將葉片食盡，殘留下主脈。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umeta japonica Heylaerts,1884 

2.異名：Clania preyeeri Leech、Clania variegata Snellen、Clania variegate 
Hampson、Cryptothelea formosicola Strand、Cryptothelea variegata 
Snellen。

3.別名：大袋蛾、大窠蓑蛾、大蓑蛾、布袋蟲、袋仔蟲、蓑衣蟲、燈籠

圖一、避債蛾之病蟲害發生及防治時期對照表

註：▼為防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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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蟲包等。

4.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Lepidoptera 鱗翅目

Family Psychidae 簑蛾科

Genus Eumeta
5.分佈：台灣、中國、日本、印尼、印度、琉球、婆羅洲、斯里蘭卡、蘇

門達臘。

6.為害範圍：土肉桂、大花紫葳、山芙蓉、木麻黃、木藍、毛柿、牛心

梨、犬棗、茶、甘藍、田菁、白菜、石榴、光臘樹、百香果、羊桃、

肉桂、李、杏、赤楠、山刺番荔枝、咖啡、孟宗竹、枇杷、松、油桐、

玫瑰、金午時花、柿、柑橘、相思樹、茄子、茄苳、茉莉花、香楠、香

蕉、桂竹、桑、桃、烏桕、粉薯、荔枝、茶、梅、梨、魚藤、麻、喜

樹、棉、番木瓜、番石榴、番荔枝、番龍眼、黃皮、黃槿、楊桃、楊

梅、葡萄、酪梨、榕樹、綠竹、臺灣蘋果、蒲桃、銀栲皮樹、樟、槭、

蓮霧、蓪草、樹薯、橄欖、篦麻、錫蘭橄欖、龍眼、薑、薔薇、檬果、

櫻花、櫻桃等。

7.天敵：中國記載的天敵有大腿蜂、小蜂、松毛蟲疣姬蜂、桑蟥疣姬蜂、

蓑蛾疣姬蜂等。

8.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發生2世代，第1代幼蟲期為

3~7月，於萌發新芽時開始為害，第2代在8~11月間。雌成蟲無翅蛆狀，

蟲體赤褐色圓筒狀，長約25~30mm，頭部小，足、複眼、觸角及口器已

退化，腹節第7節後緣具有金黃色短毛，腹節第8節以下則急驟收縮，外生

殖器發達，羽化後留於巢內，至黃昏時將頭胸部伸出蓑囊外，等待雄成蟲

飛來交尾，交尾時間多在下午1點至8點間，具趨光性，4月底至5月初為成

蟲羽化盛期。雄成蟲為褐色至深褐色，觸角羽狀，體長15~20mm，展翅

33~42mm，前翅暗褐色上有縱向條紋，近後緣有4~5個半透明斑紋，與雌

成蟲交尾後則死亡，雌成蟲則在袋內產下300~6000粒卵，卵橢圓形白色，

具光澤，直徑長約0.8~1mm，上覆蓋雌成蟲尾毛，幼蟲為黑褐色，胸背板

淺黃色，蟲體側面有黑褐色斑點，中央為深褐色縱線，體長約18~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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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幼蟲沿著袋口下方爬出，吐絲懸垂，隨風飄散至鄰近寄主，幼蟲將

碎葉細枝、碎葉片及斷枝吐絲做成巢袋，並生活於袋中，巢袋長度約為

50~70mm，掛於懸垂於枝條下，形狀如蓑衣一樣，幼蟲至3~4齡則分散為

害，9月底至10月初幼蟲於囊內越冬。翌春3月下旬化蛹，雄蛹為黑紫色，

長約18~24mm，腹端著生2根大形尾刺。雌蛹紅褐色，長約25~30mm，尾

端有3根尾刺。

（四）管理方法：

1.清園，並摘除蟲囊並集中燒燬。

2.剷除雜草等中間寄主。

3.利用性費洛蒙誘引或採用燈光誘殺。

圖1. 大避債蛾為害狀 圖2. 大避債蛾幼蟲形態

圖3. 大避債蛾頭部花紋特徵 圖4. 大避債蛾之天敵寄生蜂

二、茶避債蛾（Tea bag-worm）

（一）為害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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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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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名：Eumeta minuscula Butler,1881

2.異名：Clania minuscula Butler、Cryptothelea minuscula Butler、Mahasena 
minuscula B.。

3.別名：小蓑蛾、布袋蟲、茶蓑蛾、燈籠蟲、避債蛾、蟲包、微型大蓑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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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佈：台灣、中國、日本。

6.為害範圍：大花紫葳、山茶花、木麻黃、印度棗、百香果、李、杏、

杜鵑花、孟宗竹、枇杷、油茶、柿、柑橘、桂竹、桑、桃、荔枝、茶、

梅、梨、番石榴、番荔枝、葡萄、楢、鳳凰木、蓮霧、橄欖、錫蘭橄

欖、龍眼、櫟、蘋果、櫻桃。

7.為害等級：★★

8.天敵：Chalcis spp.、Xanthopimpla kuchingensis Cameron、大腿蜂、厲

蝽。中國有記載的天敵有大腿蜂、小蜂、松毛蟲疣姬蜂、桑蟥疣姬蜂、

蓑蛾疣姬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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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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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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 茶避債蛾之天敵寄生蜂 圖6. 刺蝽捕食茶避債蛾幼蟲

圖1. 茶避債蛾幼蟲為害情形 圖2. 茶避債蛾初孵幼蟲頭部黑褐色

圖3. 茶避債蛾頭部花紋特徵 圖4. 茶避債蛾蛹

三、台灣避債蛾（Taiwan bag-worm）

（一）為害狀：幼蟲多取食葉片，初齡只取食葉肉。幼蟲將葉片咬下的碎葉吐絲

結成蓑巢，取食時將頭部伸出蓑袋外，並沿著葉緣啃蝕，4齡以後將葉片

咬成圓孔狀或缺刻狀，遇有危險則縮入袋中躲避。蟲袋及蟲體與茶避債蛾

相近似，惟蟲袋多以被咬下的碎葉綴成。

（二）害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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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名：Mahasena oolona Sonan, 1935

2.異名：Eumeta oolona Sonan

3.別名：布袋蟲、蟲包、燈籠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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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sena
5.分佈：台灣、中國。

6.為害範圍：大花紫葳、山茶花、台灣蘋果、印度棗、朱蕉、李、杜鵑

花、孟宗竹、枇杷、玫瑰、柿、柑橘、唐菖蒲、桂竹、桃、茶、馬拉巴

栗、梅、梨、番石榴、橄欖、錫蘭橄欖、薑花、櫻桃。

7.為害等級：★

8.天敵：Xanthopimpla kuchingensis Cameron、Chalcis spp.、厲蝽。

（三）生物學特性：屬台灣特有種，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發生2~3世
代，於3~6月、7~11月間為害，成蟲於7~10月間羽化，雄成蟲具翅能飛

翔，體長160mm，雌成蟲無翅，具1對複眼，體長161mm，似蛆形，口

器、觸角及胸足已退化，腹部末端有一圈黃色纖毛。羽化後停滯於蓑巢

內，等待雄成蟲飛來交尾，交尾後雌成蟲可產約1200~2000粒卵於蓑袋

上。幼蟲體長約30mm，於7月下旬~10月間孵化，幼蟲頭部為深紅褐色，

頭緣兩側帶有淺褐色斑紋。前胸背板亦為深紅褐色的雜斑，中胸背板後方

有6列深紅褐色的斑紋。各腹部節間有9個剛毛瘤突。

圖1. 末齡臺灣避債蛾捲葉狀 圖2. 中齡臺灣避債蛾捲葉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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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橋筆蓑蛾

（一）為害狀：幼蟲為害葉片，將咬下的碎葉吐絲結成長蓑巢，取食時將頭部伸

出蓑袋外，並沿著葉緣啃蝕，若遇有危險則伸縮入袋中躲藏。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urukuttarus takahashii (Sonan,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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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ychidae 簑蛾科

Genus Eurukuttarus

3.分佈：台灣。

4.為害範圍：火炭母草、冷水麻、柿、柑橘、梨、番石榴、橄欖、錫蘭橄

欖、闊葉樓梯草。

圖3. 臺灣避債蛾幼蟲 圖4. 臺灣避債蛾雌成蟲及雄蛹

圖5. 臺灣避債蛾雄成蟲 圖6. 臺灣避債蛾之天敵寄生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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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屬中型蓑蛾，雌成蟲蠕蟲

型，足退化，雄成蟲體覆深褐色的長毛，前後翅為透明狀，上覆有疏鱗

片，幼蟲頭部為白色，有棕黑色斑紋，腹部為淺灰色。

圖1. 高橋筆蓑蛾形態 圖2. 高橋筆蓑蛾為害狀

五、台灣白腳姬蓑蛾

（一）為害狀：幼蟲為害葉片，將咬下的碎葉吐絲結成小蓑巢，取食時將頭部伸

出蓑袋外，並沿著葉緣或葉肉啃蝕，遇有危險則伸縮入袋中躲避。

（二）害蟲概述：

1.學名：Manatha taiwana (Sonan,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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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ychidae 簑蛾科

Genus Manatha 

3.分佈：台灣。

4.為害範圍：小葉欖仁、柿、柑

橘、荔枝、橄欖、錫蘭橄欖、

龍眼、欖仁樹。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

海拔山區，屬小型蓑蛾，雌成 圖1. 台灣白腳姬蓑蛾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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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蠕蟲型，頭部有退化的眼點，足退化，雄成蟲前翅及蟲體為深褐色。幼

蟲頭殼及重體為深褐色，腹部為黑色。幼蟲蓑巢為短圓錐狀，質軟、每蛻

一次皮就將頭殼黏附於蓑巢上。

圖2. 台灣白腳姬蓑蛾蛻皮後頭殼留於蓑袋上 圖3. 台灣白腳姬蓑蛾羽化所留蟲殼

第五節、燈蛾科（Arctiidae） 

一、乳白土苔蛾

（一）為害狀：幼蟲以啃蝕柿葉及枝幹上的藻類、青苔，偶爾為害樹皮。化蛹前

吐絲於葉片上，被害部產生局部黃化，並誘致囁蟲或跳蟲前來取食，間接

引起其他病原菌為害。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ilema ranrunensis (Matsumura, 1927)

2.別名：乳白苔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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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tiidae 燈蛾科

Genus Eilema
4.分布：台灣。

5.寄主範圍：竹類、柿、柑橘、橄欖。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世代不詳，主要發生於4~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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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成蟲前後翅為乳白色，翅展約30~35mm，前翅後緣近臀角處內弧度小

相疊。

圖1. 乳白土苔蛾成蟲 圖2. 乳白土苔蛾之天敵螳螂

二、閃光苔蛾

（一）為害狀：幼蟲以啃蝕柿葉或枝幹上的苔蘚及地衣，偶爾為害樹皮。幼蟲停

棲於枝幹樹葉陰涼處，亦可吐絲懸垂逃避天敵。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hrysaeglia magnifi ca Walker, 1862

2.異名：Chrysaeglia magnifi ca taiwana Hampson,1914

3.別名：藍光苔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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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tiidae 燈蛾科

Genus Chrysaeglia 

5.分布：台灣。

6.為害範圍：肉桂、柿、柑橘、荔枝、橄欖、錫蘭橄欖、龍眼、檬果。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普遍分布低、中海拔山區，全年發生，主要發生期在5~7月
間，成蟲趨光性，前翅外緣為藍色邊線，翅面為橙黃色，上有2條不規

則狀藍色寬形橫斑，前胸背板前方為2枚藍斑。幼蟲體淺黃色，體長約

30~50mm，蟲體背板密佈黑色至深紫色的縱斑，上有兩排肉瘤，全身布滿

白色長絨毛，腹面為深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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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紋污燈蛾

（一）為害狀：初孵幼蟲群聚取食寄主葉肉，隨著齡增長而逐漸分散，開始取食

葉片及嫩梢，造成葉片缺刻或枝梢受損。遇到騷擾時，本蟲頭部會仰起，

隨即吐出綠色球形汁液，以驅離天敵。

（二）害蟲概述：

1.學名：Spilarctia subcarnea Walker, 1855

圖3. 閃光苔蛾幼蟲體背花紋及瘤突 圖4. 閃光苔蛾幼蟲頭部正面圖

圖5. 閃光苔蛾成蟲 圖6. 閃光苔蛾之天敵寄生蜂

圖1. 閃光苔蛾幼蟲 圖2. 閃光苔蛾末齡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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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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tiidae 燈蛾科

Genus Spilarctia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大豆、玉米、血桐、枇杷、柿、桑、棉花、橄欖、蠶豆。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屬中小型蛾類，前翅有灰白色或

灰黃色，翅展約38~50mm，前方有黑色斑點2枚，後方有條弧形的排列黑

斑，後翅通常為白色或黃褐色。初齡幼蟲蟲體橙黃色，頭部及腹部末端為

黑色。末齡幼蟲頭、尾端數節黑色，其餘刺毛為橙紅色。

圖1. 人紋污燈蛾幼蟲 圖2. 人紋污燈蛾末齡幼蟲

圖3. 人紋污燈蛾成蟲特徵 圖4. 人紋污燈蛾成蟲腹面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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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巨網燈蛾

（一）為害狀：幼蟲可取食寄主上的苔蘚、地衣及樹皮，也會為害葉片取食葉

肉，通常幼蟲群聚於樹枝或主幹間之陰暗處，遇騷擾時快速移動逃離現

場。

（二）害蟲概述：

1.學名：Macrobrochis gigas Walker, 1854

2.別名：巨網苔蛾、巨網紋苔蛾、巨斑苔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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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tiidae 燈蛾科

Genus Macrobrochis 
4.分佈：台灣。

5.寄主範圍：肉桂、柿、麻竹、莿竹、綠竹、橄欖、朱槿。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山區，為台灣產苔蛾亞科(Lithosiinae) 
中最大型的蛾類，成蟲趨光性，發生於4~6月間，白天停棲於樹蔭處，成

蟲展翅65~80mm，頭部橘紅色，前翅為藍黑色，且布滿多枚長形白色斑

紋，分前、中、後等橫向條斑，前翅近基部後緣有一枚白色斑點，中列斑

點2枚，後列的斑點多枚長短不一變且變異極大。幼蟲黑色，體背長滿白

色長毛，末齡幼蟲腹側邊有白斑排列。

圖5. 人紋污燈蛾成蟲頭部特徵 圖6. 人紋污燈蛾之天敵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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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赤邊燈蛾（Cotton caterpillar）
（一）為害狀：幼蟲取食葉片造成缺刻，至老齡幼蟲時，為害嚴重時，往往食盡

葉片，僅留葉柄或枝條，無食源作物時，可爬行數10公尺尋找合適的寄主

植物。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msacta lactinea Cramer,1777

2.別名：紅緣燈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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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tiidae 燈蛾科

 Genus Amsacta 

4.分布：台灣、中國、日本、爪哇、印尼、印度、菲律賓、越南、緬甸、

斯里蘭卡、龍目、蘇門答臘、弗羅勒島。

5.為害範圍：九層塔、太陽麻、冬瓜、玉米、甘藷、田菁、白鶴靈芝草、

印度紫檀、向日葵、百合、豆類蔬菜、亞麻、咖啡、夜來香、玫瑰、芝

麻、金魚草、南瓜、扁蒲、昭和草、柿、柑橘、胡瓜、桑、破布子、草

莓、高梁、野莧、棉花、越瓜、酪梨、榕樹、蒜、蔥、橄欖、篦麻、錫

蘭橄欖、繁星花、蘭花、韮。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可發生3世代，成蟲在4~8月間出

現，完成1世代約40~53天。成蟲期10~14天，雄成蟲先羽化，雌成蟲遲2~4天

圖1. 巨網燈蛾幼蟲為害樹表皮 圖2. 巨網燈蛾末齡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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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化，體長20~25mm，頭、前後翅均白色，展翅寬約40~67mm，前翅前緣

及頭頂鑲有鮮紅色邊，後翅有3個黑斑，腹部桔黃色，黑條紋間隔。雌成蟲

體型較大，觸角呈微齒狀，雄成蟲觸角為鋸齒狀。雌雄交尾後，雌成蟲馬上

在葉背產下150~350粒卵，塊狀，黃色卵球形，卵期2~3天。幼蟲期約18～23
天，5齡，1齡幼蟲會取食卵殼，第5次在繭裡蛻皮。幼蟲體長可達40~60mm
左右，除第1節和末節外，各節生有12隻黑褐色毛瘤，幼蟲有8對腹足紫紅

色，胸足3對，終齡幼蟲體覆黑色毛刺，腹背有紅棕色成束的毛叢。於枝葉

上作繭化蛹，蛹期10~13天，蛹為棕黑色無光澤，長25~28mm，臂刺5~7根。

圖3. 赤邊燈蛾幼蟲頭部正面 圖4. 赤邊燈蛾蛹

圖5. 赤邊燈蛾成蟲 圖6. 赤邊燈蛾成蟲腹面

圖1. 赤邊燈蛾幼蟲形態 圖2. 赤邊燈蛾末齡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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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赤邊燈蛾成蟲頭部正面 圖8. 赤邊燈蛾之天敵寄生蠅

六、八點灰燈蛾

（一）為害狀：初孵幼蟲成群棲息葉背取食，造成缺刻或穿孔，隨蟲齡期之增加

而分散，開始啃蝕新梢或花穗等幼嫩組織，嚴重時僅剩枝條或葉脈。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reatonotos transiens Walker,1855

2.別名：八點燈蛾、灰燈蛾、灰白燈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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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tiidae 燈蛾科

Genus Creatonotos 

4.分佈：台灣、不丹、中國、爪哇、印度、西里伯、琉球、婆羅洲、菲律

賓、越南、緬甸。

5.為害範圍：九層塔、甘蔗、甘薯、甘藍、白菜、向日葵、油菜、柿、柑

橘、桑、茶、馬鈴薯、梨、麻竹、番石榴、番荔枝、綠竹、綠肥作物、

颱風草、稻、橄欖、錫蘭橄欖、霍香薊。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發生2~3世代，成蟲體長

20mm，頭胸白色微帶褐色，下唇第3節鬚、頭緣和觸角均為黑色，腹背

面為橙色有6黑點列，腹部為白色，側面和亞側面具有7點黑點列，翅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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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4mm，前翅灰白色，中室的上、下角及內、外方各具一個黑點，左

右各4枚共有8枚黑點。後翅顏色較深，雌成蟲夜間將卵產於葉背或葉脈

附近，數10粒卵聚在一起，一生約產140粒卵，卵期約8~13天。幼蟲期

16~25天，為害期在4~11月，幼蟲體長35~43mm，體黑褐色，簇生灰褐

色長毛，背板中線有1條白色寬帶，頭部黑褐色帶有白斑，終齡幼蟲於地

面吐絲粘葉結薄繭化蛹，蛹長22mm，蛹期7~16天，完成1世代約70天左

右。

圖3. 八點灰燈蛾3齡幼蟲 圖4. 八點灰燈蛾末齡幼蟲

圖5. 八點灰燈蛾蛹 圖6. 八點灰燈蛾成蟲

圖1. 八點灰燈蛾初孵幼蟲 圖2. 八點灰燈蛾2齡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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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八點灰燈蛾成蟲翅膀黑斑特徵 圖8. 八點灰燈蛾成蟲腹邊為黃色

圖9. 八點灰燈蛾成蟲腹面特徵 圖10. 八點灰燈蛾成蟲頭部特徵

圖11. 八點灰燈蛾卵孵化情形 圖12. 初孵的八點灰燈蛾幼蟲為害狀

圖13. 八點灰燈蛾幼蟲頭部為黑色 圖14. 八點灰燈蛾田間為害柿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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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瘤(擬苔)蛾科（Nolidae） 

一、梨偽毒蛾

（一）為害狀：幼蟲群聚藏匿於葉背處，遇騷擾時頭部連續左右振動，蛻皮時

會集體遷移至陰涼隱密處，幼蟲集體取食，1~4齡幼蟲食盡幼葉葉肉或葉

背表層造成網紋狀，至3齡以後往下位葉遷徙，開始啃蝕葉片成孔洞、缺

刻，嚴重時僅留枝條，老齡幼蟲遷移至樹幹處化蛹，或以葉片或糞便顆粒

築繭化蛹。

（二）害蟲概述：

1.學名：Selepa celtis Moore,1858 

2.別名：枇杷黃毛蟲（幼蟲）、枇杷瘤蛾、細皮夜蛾、細皮瘤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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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lidae  瘤蛾科

Genus Selepa    
4.分布：台灣、中國、印尼、印度、琉球、斯里蘭卡、菲律賓、澳州。

5.為害範圍：八寶樹、土肉桂、大花紫葳、山黃麻、月季、合歡、肉桂、

赤楠、枇杷、板栗、柿、相思樹、茄苳、茶花、梨、野桐、楓香、葉下

珠、榕樹、槭樹、橄欖、錫蘭橄欖、龍葵、檬果、欖仁。

6.為害等級：★★

7.天敵：螳螂、螞蟻、寄生蜂、刺蝽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約發生7世代，具世代重疊現象，

全年均會為害，完成1世代約需 30~45天，5~7月是主要為害期，成蟲夜間羽

化，雌蟲體長7~11mm，翅展24~26mm；雄蟲體長 5~9mm，翅展 17~22 mm，

前胸背板隆起，頭、胸為灰褐色至棕褐色，腹部灰白色。前翅灰棕色，密生

黑色細點，內線暗棕色，翅中具旋渦狀圈紋，圈中有3個較明顯突起，近翅中

央呈灰白色及棕色相嵌，其餘2個圈紋為棕色，後翅灰白色，外緣呈深褐色，

成蟲壽命約10~15天。雌蛾將卵產於葉裏，卵塊橢圓形，直徑約0.25mm，淡

黃色或淡紅色，邊緣有18條縱突，為30~100粒劇集成一塊，卵期6~9天。幼

蟲5齡，少數4齡，幼蟲期約13~19天，同一卵塊孵化幼蟲，始終群聚取食，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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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體長約16mm，頭部黑色，胴部桔黃色，疏布白色長毛，蟲體第一節的兩側

有疣狀突起，背面第5節之背部有黑色一橫帶，第10、11節有黑色斑點，側線

有一列黑點，稍帶紅色，亞背線及氣門上下線皆呈白色，各節上著生肉棘6~7
對，其上有白色長毛1根。老熟幼蟲頭寬 1.8~2mm，蟲體長14~22 mm，5齡約

3.5~4.5天，化蛹前吐絲懸垂至地面土表或樹幹基部處，吐絲做繭化蛹。繭長

寬約15~20 × 6~7mm，暗褐色橢圓形，背方隆起，內有蛹，蛹長約10mm，呈

圓筒狀黃褐色，末端有縱線，雌蛹長 10~11 mm，雄蛹長 8.5~9mm，蛹腹面

第6節、背面第9節各有 1列縱列突起，蛹期 8~13天。

圖3. 梨偽毒蛾幼蟲群聚葉面 圖4. 梨偽毒蛾幼蟲頭部正面

圖5.梨偽毒蛾初化蛹為翠綠色 圖6.梨偽毒蛾蛹

圖1. 梨偽毒蛾初孵幼蟲群聚排列為害葉片 圖2. 梨偽毒蛾幼蟲會集體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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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梨偽毒蛾蟲繭 圖8. 梨偽毒蛾幼蟲於枝幹間做薄繭化蛹

圖9. 梨偽毒蛾幼蟲將繭隱藏於糞便下 圖10. 梨偽毒蛾成蟲

圖11. 梨偽毒蛾成蟲腹面 圖12. 梨偽毒蛾幼蟲翅中有疣狀突起

圖13. 梨偽毒蛾被寄生蜂寄生 圖14. 梨偽毒蛾之天敵寄生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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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梨偽毒蛾蟲生真菌寄生情形 圖16. 梨偽毒蛾之天敵螳螂

二、柿癬皮夜蛾（Pinned specimen）
（一）為害狀：幼蟲群集於嫩梢為害，被害嫩梢產生心葉不展萎凋枯死，隨著蟲

齡增長，後逐漸分離並開始為害葉片，造成葉片缺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Blenina senex Butler,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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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lidae  瘤蛾科

Genus Blenina  癬皮夜蛾屬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毛柿、柿。

5.為害等級：★★★★★

6天敵：寄生蠅。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中小型蛾類，全年發生，以

4~7月發生較嚴重，成蟲趨光性，翅長寬約22~30 × 18~20mm，前翅灰褐色

至褐綠色，上有黑褐色的寬型橫帶1條，翅中有綠、褐、灰色相嵌，停棲

時前半段窄圓，後半段平齊，似半橢圓形。幼蟲為翠綠色，蛹黃色貼於葉

背處。

形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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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柿癬皮夜蛾幼蟲 圖2. 柿癬皮夜蛾幼蟲頭部特徵

圖3. 柿癬皮夜蛾幼蟲體背形態 圖4. 柿癬皮夜蛾蟲繭

圖5. 柿癬皮夜蛾成蟲 圖6. 柿癬皮夜蛾成蟲腹面

圖7. 柿癬皮夜蛾蛹寄生 圖8. 田間柿癬皮夜蛾發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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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瘤蛾

形態（1）

形態（2）

圖3. 柿癬皮夜蛾背部似動物臉部 圖4. 柿癬皮夜蛾翅端波浪狀

圖5. 柿癬皮夜蛾成蟲複眼灰白色 圖6. 柿癬皮夜蛾蟲繭

圖1. 柿癬皮夜蛾成蟲 圖2. 柿癬皮夜蛾成蟲腹面

250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形態（2）

圖3. 瘤蛾一種A頭部特徵 圖4. 瘤蛾一種A背板瘤凸特徵

圖5. 瘤蛾一種A蟲繭 圖6. 瘤蛾一種A為害狀

圖1. 瘤蛾一種A 圖2. 瘤蛾一種A腹面

圖1. 瘤蛾一種B 圖2. 瘤蛾一種B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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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夜蛾科（Noctuidae ）

一、藍條夜蛾

（一）為害狀：幼蟲取食其他寄主葉片，沿葉緣處啃蝕，老熟幼蟲咬裂碎片築巢

化蛹期中。羽化後成蟲具趨光性，夜晚活動覓食腐果或刺吸成熟果，被刺

吸的柿果常會因組織受損、傷口感染而腐爛和落果，遇到驚騷則迅速飛離

現場。

（二）害蟲概述：

1.學名：Ischyja manlia Cramer,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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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ctuidae 夜蛾科

Genus Ischyja   
3.分布：台灣、中國、日本琉球、印尼、印度、泰國。

4.幼蟲為害範圍：荔枝、龍眼、錫蘭橄欖。

5.成蟲為害範圍：李、枇杷、柿、柑橘、香蕉、桃、梨、無花果、番石

榴、番茄、黃皮、葡萄、檬果、蘋果。

6.為害等級：★

7.天敵：寄生蠅

（三）生物學特性：普遍分布於平地至高海拔山區，成蟲為害期間為7~10月，本

圖3. 瘤蛾一種B為害狀 圖4. 瘤蛾一種B蟲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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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雌蛾體型屬大型，成蟲灰黑色，展翅約75~104mm，前翅面波狀寬橫較

不明顯，將上下顏色區隔，上半部顏色黑褐，下半部淺褐色，近翅兩端各

有一條弧形橘黃色斑紋及2枚橘橙黃色斑塊，前翅腹面有一條不規則米黃

色的橫線，後翅中央有一條淺藍色的弧形斑紋，幼蟲3對胸足、4對腹足

及1對尾足，在第1對腹足已退化成短小形狀，蟲體背末節有1對瘤突，幼

蟲發生期間為3~8月間，初孵幼蟲似蚇蠖，蛻皮後可纏繞枝條，擬態如蛇

狀，顏色有深褐色、淡褐色等。

圖3. 藍條夜蛾幼蟲將葉咬成塊狀化蛹於內 圖4. 藍條夜蛾蛹覆有白色粉末

圖5. 藍條夜蛾成蟲形態 圖6. 藍條夜蛾成蟲下翅有條藍帶

圖1. 藍條夜蛾幼蟲擬態似蛇 圖2. 藍條夜蛾末齡幼蟲頭部捲起禦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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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蘋梢鷹夜蛾

（一）為害狀：幼蟲為害嫩梢及新葉，吐絲將葉片縱捲藏匿其中，一隻幼蟲可取

食5～8片葉片，嚴重時全株新梢生長點皆被啃蝕殆盡，或僅留葉脈及碎

屑，隨著蟲齡增大齡，轉梢後開始啃蝕成熟葉片造成孔洞或缺刻，進而

鑽食幼果，幼蟲生性活潑，受驚擾後迅速下垂逃竄，受害葉片呈現枯萎黃

化。

（二）害蟲概述：

1.學名：Hypocala subsatura Guenee , 1852

2.別名：臺灣下木夜蛾、蘋果梢夜蛾、蘋梢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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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ctuidae 夜蛾科

圖7. 藍條夜蛾成蟲前後翅腹面有條白色波紋 圖8. 藍條夜蛾成蟲頭部正面

圖9. 藍條夜蛾幼蟲蟲生真菌寄生 圖10. 藍條夜蛾之天敵寄生蠅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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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us Hypocala     
4.分布：台灣、中國、日本、印度。

5.幼蟲為害範圍：毛柿、柿。

6.成蟲為害範圍：毛柿、柿、柑橘、梨、櫟、蘋果等成熟果實。

7.為害等級：★★★★★

8.天敵：寄生蠅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高海拔山區，屬中小型蛾類，全年發生，以

夏、秋兩季為害最烈。成蟲體長9~20mm，翅展21~38mm，體褐色，前翅

灰褐色或暗灰褐色，密佈黑褐色細點，胸背板略為隆起，中室處有1個黃

褐色花紋，外緣線呈較規則的波浪紋，近臀角兩側各有1枚灰白色紋，雄

成蟲翅膀顏色比雌成蟲深。下唇發達狀似鳥嘴，觸角絲狀，雌蟲腹部較

大。卵乳白色半球形，直徑約0.2~0.3mm，卵蓋外圈處有1粉紅色環紋，

孵化前卵轉為黑褐色，初孵幼蟲淡黃色，體長 2~3mm，頭部黑色，取食

葉片後體色逐漸加深，2齡幼蟲體長3~7mm，體色黃綠色，3齡幼蟲體長 
5~15mm，體色青綠色，蟲體亞背線明顯，胸足呈現黑色；4齡幼蟲體長 
14~28 mm，體色轉黑，5齡幼蟲體長 15~35mm，蟲體黑色，頭部桔紅至紅

色，亞背線和氣門線之間兩側有8個青黃色綜斑成列。裸蛹紡錘形，蛹長

10~20mm，紅褐色至黑褐色，第4腹節為圓筒形，與胸部同寬，腹部末端

有4根並列的刺，中間兩根較長，蛹在土壤中越冬。蛹期3~5天，羽化前轉

為棕褐色，5~6月下旬第1世代成蟲羽化，雌雄交尾後開始產卵，卵為半圓

球形，上為放射狀縱脊，直徑約0.2~0.6mm。

形態（1）

圖1. 蘋梢鷹夜蛾幼蟲A蟲體白色斑塊 圖2. 蘋梢鷹夜蛾幼蟲A頭部

255

參、蟲害各論參、蟲害各論



圖3. 蘋梢鷹夜蛾幼蟲A為害狀 圖4. 蘋梢鷹夜蛾幼蟲A捲葉化蛹

圖5. 蘋梢鷹夜蛾蛹A 圖6. 蘋梢鷹夜蛾蛹A之臀刺形態

圖7. 蘋梢鷹夜蛾成蟲A 圖8. 蘋梢鷹夜蛾成蟲A腹面

圖9. 蘋梢鷹夜蛾成蟲A頭部正面 圖10. 蘋梢鷹夜蛾成蟲A前翅翅緣為紅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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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2）

圖11. 蘋梢鷹夜蛾A之黑光燈燈光誘引 圖12. 蘋梢鷹夜蛾A之天敵寄生蜂

形態（3）

圖1. 蘋梢鷹夜蛾幼蟲B蟲體斑塊有2種顏色 圖2. 蘋梢鷹夜蛾成蟲B

圖3. 蘋梢鷹夜蛾B為害狀 圖4. 蘋梢鷹夜蛾成蟲B水盤誘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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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4）

圖1. 蘋梢鷹夜蛾幼蟲C形態 圖2. 蘋梢鷹夜蛾幼蟲C頭部特徵

圖1. 蘋梢鷹夜蛾幼蟲D

三、柿梢鷹夜蛾

（一）為害狀：幼蟲會與蘋梢鷹夜蛾共同為害，初孵幼蟲群聚取食嫩梢及新葉，

吐絲將葉片縱捲藏匿其中，隨著蟲齡增大，轉梢後開始啃蝕成熟葉片造成

孔洞或缺刻，一隻幼蟲可取食5~8片葉片，嚴重時全株新梢生長點皆被啃

蝕殆盡，或僅留葉脈及碎屑，進而鑽食幼果，幼蟲生性活潑，受驚擾後迅

速下垂逃竄，受害新梢呈現枯黃或乾枯。

（二）害蟲概述：

1.學名：Hypocala defl orata Esper,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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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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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Noctuidae 夜蛾科

Genus Hypocala 
3.分布：台灣、中國。

5.幼蟲為害範圍：毛柿、柿、軟毛柿。

6.成蟲為害範圍：毛柿、柿、柑橘等成熟果實。

7.為害等級：★★★★★

8.天敵：寄生蠅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山區，屬中小型蛾類，全年發生，以

夏、秋兩季為害最烈，成蟲體長9~20mm，翅展21~35mm，體灰褐色，

前翅灰色或紫灰色，密佈黑褐色細點，胸背板略為隆起，中室近頂角處

有1個黑邊腎狀紋或無腎狀紋，外緣線呈較規則的波浪紋，雄成蟲翅膀顏

色比雌成蟲深。下唇發達狀似鳥嘴，觸角絲狀，雌蟲腹部較大。卵乳白

色半球形，直徑約0.2~0.3mm，卵蓋外圈處有1粉紅色環紋，老熟時體長

30～35mm，體色變異很大，頭部黃褐色，體色淡綠色，兩側緣各有1條
淡黑色紋路。裸蛹紡錘形，蛹長10~20mm，紅褐色至黑褐色，第4腹節

為圓筒形，與胸部同寬，腹部末端有4根並列的刺，中間兩根較長，蛹在

土壤中越冬。蛹期3~5天，羽化前轉為棕褐色，5~6月下旬第1世代成蟲

羽化，雌雄交尾後開始產卵，卵為半圓球形，上具放射狀縱脊，直徑約

0.2~0.6mm。

形態（1）

圖1. 柿梢鷹夜蛾幼蟲A形態 圖2. 柿梢鷹夜蛾幼蟲A為害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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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2）

圖5. 柿梢鷹夜蛾蛹A尾毛形態 圖6. 柿梢鷹夜蛾成蟲A

圖7. 柿梢鷹夜蛾成蟲A腹面 圖8. 柿梢鷹夜蛾成蟲A屋脊形

圖3. 柿梢鷹夜蛾幼蟲A頭部黑紋 圖4. 柿梢鷹夜蛾蛹A

圖1. 柿梢鷹夜蛾幼蟲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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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3）

圖1. 柿梢鷹夜蛾2齡幼蟲C側線淡色 圖2. 柿梢鷹夜3齡蛾幼蟲C側線漸黑色

圖3. 柿梢鷹夜蛾幼蟲C側線黑色 圖4. 柿梢鷹夜蛾幼蟲A頭部形態

圖5. 柿梢鷹夜蛾蛹C 圖6. 柿梢鷹夜蛾蛹C尾毛

圖7. 柿梢鷹夜蛾幼蟲C為害狀 圖8. 柿梢鷹夜蛾成蟲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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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4）

圖9. 柿梢鷹夜蛾成蟲C腹面 圖10. 柿梢鷹夜蛾C之天敵寄生蜂

圖1. 柿梢鷹夜蛾幼蟲D

形態（5）

圖1. 柿梢鷹夜蛾2齡幼蟲E 圖2. 柿梢鷹夜蛾3齡幼蟲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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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柿梢鷹夜蛾3齡幼蟲E體色變化 圖4. 柿梢鷹夜蛾4齡幼蟲E

圖5. 柿梢鷹夜蛾幼蟲E頭部特徵 圖6. 柿梢鷹夜蛾幼蟲E不同齡期體色變化

圖7. 柿梢鷹夜蛾蛹E 圖8. 柿梢鷹夜蛾蛹E臀刺特徵

圖9. 柿梢鷹夜蛾成蟲E 圖10. 柿梢鷹夜蛾成蟲E腹面

263

參、蟲害各論參、蟲害各論



圖11. 柿梢鷹夜蛾成蟲E頭部 圖12. 柿梢鷹夜蛾E蟲卵

形態（6）

圖13. 柿梢鷹夜蛾幼蟲E為害狀 圖14. 柿梢鷹夜蛾成蟲E燈光誘殺

圖3. 柿梢鷹夜蛾幼蟲F 圖4. 柿梢鷹夜蛾蟲繭F

圖1. 不同齡期之柿梢鷹夜蛾幼蟲F 圖2. 柿梢鷹夜蛾末齡幼蟲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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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淡色系之柿梢鷹夜蛾成蟲F 圖8. 柿梢鷹夜蛾成蟲F腹面

圖9. 柿梢鷹夜蛾成蟲F腎形翅斑 圖10. 柿梢鷹夜蛾幼蟲F頭部特徵

圖5. 柿梢鷹夜蛾幼蟲F於繭中化蛹 圖6. 柿梢鷹夜蛾成蟲F

形態（7）

圖1. 柿梢鷹夜蛾2齡幼蟲G 圖2. 柿梢鷹夜蛾末齡幼蟲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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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8）

形態（9）

圖3. 柿梢鷹夜蛾成蟲G 圖4. 柿梢鷹夜蛾成蟲G之2種燈光誘殺

圖1. 柿梢鷹夜蛾幼蟲H 圖2. 柿梢鷹夜蛾幼蟲H為害狀

圖3. 柿梢鷹夜蛾成蟲I 圖4. 柿梢鷹夜蛾成蟲I腹面

圖1. 柿梢鷹夜蛾2齡幼蟲I 圖2. 柿梢鷹夜蛾3齡幼蟲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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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10）                                         形態（11）

形態（12）

圖1. 柿梢鷹夜蛾幼蟲J 圖2. 柿梢鷹夜蛾幼蟲K

圖1. 柿梢鷹夜蛾幼蟲L 

四、斜紋夜盜蛾（Tobacco cutworm, Cotton worm、Army 
worm、Cotton leafworm,Cluster caterpillar）

（一）為害狀：雜食性，可兼食腐葉，孵化幼蟲群棲於葉背啃蝕，只留表皮膜呈

透明食痕或小孔，3齡以後分散日間潛伏於遮蔭處、土中或枯葉中，至日

落後自葉緣蠶食全葉，嚴重時僅存葉中脈或枝條。

（二）害蟲概述：

1.學名：Spodoptera litura Fabricius,1775

2.異名：Prodenia tasmanica
3.別名：行軍蟲、黑蟲、黑土蟲、黑肚蟲、巢蟲、蓮紋夜盜、斜紋夜盜。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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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ctuidae 夜蛾科

Genus Spodoptera   
5.分佈：全世界。

6.為害範圍：十一葉馬棘、十字花科蔬菜、大波斯菊、大蒜、山藥、天南

星科、太陽麻、仙人掌、玉米、甘蔗、甘藷、田菁、白紋草、印度棗、

向日葵、百香果、竹類、肉桂、李、杏、豆薯、豆類、刺番荔枝、咖

啡、非洲菊、柿、柑橘、洋桔梗、胡蘿蔔、茄科、香蕉、唐菖蒲、桑、

桃、荔枝、草莓、茶、馬拉巴栗、茼蒿、梅、梨、番木瓜、番石榴、番

荔枝、菸草、菠菜、楊桃、落花生、葫蘆科、葡萄、鳳梨、蓮花、蓮

霧、蔥科、橄欖、錫蘭橄欖、錦葵科、鴨掌木、龍眼、薄荷、蕹菜、檬

果、蘿蔔等。

7.為害等級：★★★★★

8.天敵：卵寄生蜂 (Trichogramma dendrol imi )、小繭蜂 (Snel lenius 
manilae)、寄生蠅（Gonia cinerascens Rondni)、黑殭菌(Metarhizium 
anisopliae)、步行蟲科(Calleida splendidula Fabricius)、黃班粗喙

蝽象(Eacanthocona furcellata)、姬蜂（Metopius sp.)、及蟲生病毒

(Borrelina virus)、蟲生線蟲（Steinernema abbasi）及蘇力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Microplitis pallidipes、Microplitis tuberculifer、Apanteles 
ruficrus、Apanteles plutellae、Meteorus sp. (Braconidae)、Campoletis 
chloridcae、Charops bicolor (Ichneumonidae)、Euplectrus sp. (eulophidae) 
、Trichogramma dendrolimi (Trichogrammatidae)等。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山區，全年均可發現，每年之3~5月及

9~11月為發生盛期，年發生8~11世代。於夏季完成1世代約需35天，冬季

要110天。成蟲體及翅皆褐色，體長14~20mm，翅展33~37mm，頸板有

灰色線，前翅之前半有灰白色細線數條，內橫線灰白色，其外緣略呈暗

褐色，內方稍呈鉛色，環狀紋傾斜，灰白色，接近其旁之脈白色。腎狀

紋前半略呈灰色，外線灰白色。外緣線白色，後翅白色，翅頂及外緣線

暗色。成蟲壽命約7~21天，交尾後產卵，卵淡綠色饅頭狀，有放射狀之

隆紋及橫線，多產於寄主葉的背面上，並以黃毛鱗毛蔽蓋之，每雌產卵

量約1000~3000粒，最高100~300粒成一塊狀卵塊，直徑約 0.5mm，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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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12天。幼蟲蟲齡有6~7齡。初孵幼蟲頭部黑褐，胴部灰褐，背線、亞

背線及氣門下線皆為白色，且在氣門下線附近有圓紋。3齡以後，氣門上

線成白紋，位於各節中央，其上有眼狀黑紋。幼蟲色彩多變化，有黑、

暗褐、綠褐、灰褐色等體色，第4及10~11節共6個黑紋較明顯，體長約

40mm，老熟後潛入被害株附近土中30~60mm處化蛹。蛹期約7~53天。蛹

赤褐色有光澤，體長約20mm，蛹期10天。

（四）管理方法：

1.於傍晚3齡幼蟲開始活動時施藥，效果較佳。

2.注意田間清園之工作，徹底清除田間蟲源。

3.可利用性費洛蒙誘殺雄成蛾，以降低其田間密度。每公頃置 5～10個
點，每月更新誘餌1次。

4.可選用蘇力菌防治，可免造成農藥殘留過量之問題。

5.依最新網路版植物保護手冊推薦用藥，輪用藥劑，以避免產生抗藥性。

圖1. 斜紋夜蛾初孵幼蟲 圖2. 斜紋夜蛾取食葉片僅留葉脈

圖3. 斜紋夜蛾為害，使果萼提早褐化 圖4. 斜紋夜蛾為害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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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斜紋夜蛾蟲卵孵化 圖6. 斜紋夜蛾蛹

圖7. 斜紋夜蛾蛹之臀刺 圖8. 斜紋夜蛾成蟲

圖9. 斜紋夜蛾成蟲腹面 圖10. 斜紋夜蛾頭部正面特徵

圖11. 斜紋夜蛾性費洛蒙誘引 圖12. 田間雜草為斜紋夜蛾之食源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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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圖13-16. 斜紋夜蛾幼蟲體色變化

五、掌夜蛾

（一）為害狀：主要為害寄主嫩葉，由葉緣處往內啃蝕，老熟幼蟲為害成熟葉，

被害葉形成缺刻，嚴重時僅留枝條。

（二）害蟲概述：

1.學名：Tiracola plagiata (Walker,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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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ctuidae 夜蛾科

Genus Tiracola 掌夜蛾屬

3.分布：台灣、中國、日本、印尼、印度、東加、柬埔寨、泰國、馬來西

亞、菲律賓、越南、新幾內亞、寮國、澳洲。

4.寄主範圍：三斗石櫟、水芹菜、水黃皮、仙人掌、扛板歸、羊蹄、李、

杏、杜虹花、杜鵑、孤挺花、玫瑰、長穗木、柿、柑橘、食茱萸、桂

竹、桃、烏腳綠竹、狹葉櫟、破布子、荔枝、馬纓丹、荖濃巨竹、梅、

梨、麻竹、番石榴、番荔枝、紫花霍香薊、絲瓜、黃連木、菝契、綠

竹、橄欖、錫蘭橄欖、龍眼、懸鉤子、蘋果、櫻花、櫻桃。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低海拔山區，全年均會發生，成蟲趨光性，

4~6月為主要為害期，黃褐色，前翅端有明顯鋸齒狀，體長20~22mm，

頭、胸部褐黃色，腹部背面深褐色，翅展47~59mm，前翅黃褐色，散布褐

色細點，1/4處有一波狀深褐色線條，近中央前緣處有一深褐色三角形深

褐斑點，翅端褐色。後翅灰褐色不具斑紋。幼蟲頭部紅色，蟲體紫褐、灰

褐色或灰黑，胸背板上有3個黑色毛叢，腹部第1、2、7節兩側各具1枚長

條狀的白斑，腹部的末端背方微隆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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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掌夜蛾2齡幼蟲 圖2. 掌夜蛾3齡幼蟲

圖3. 掌夜蛾末齡幼蟲體色黑褐 圖4. 掌夜蛾末齡幼蟲體色淡褐

圖5. 掌夜蛾2幼蟲頭色桔紅 圖6. 掌夜蛾4幼蟲頭色轉黑

圖7. 掌夜蛾幼蟲腹部側方有2個黃條斑 圖8. 掌夜蛾幼蟲尾部側方有1個黃條斑

272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圖9. 掌夜蛾蛹 圖10. 掌夜蛾蛹臀刺

圖11. 掌夜蛾成蟲形態 圖12. 掌夜蛾成蟲腹面

圖13. 掌夜蛾成蟲複眼紅褐色 圖14. 掌夜蛾成蟲翅中紋路

圖15. 掌夜蛾成蟲翅端波浪狀 圖16. 刺蝽取食掌夜蛾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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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祕夜蛾

（一）為害狀：主要為害嫩葉或幼果，由葉緣處往內啃蝕，老熟幼蟲為害成熟

葉，被害葉形成缺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Mythimna (Mythimna) yu Guenee,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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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ctuidae 夜蛾科

Genus Mythimna (Mythimna)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柿。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低海拔山區，蟲體灰白色，翅灰白色，展翅

33~36mm，前翅具1條灰褐色縱帶，沿頭後方至中室端處，近縱帶中央具

有1枚黑斑，縱帶端部下緣具淺褐色斑及1條波浪狀黑色橫紋。

圖1. 秘夜蛾成蟲羽化 圖2. 秘夜蛾成蟲黑光燈誘引 

274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七、黃帶擬葉夜蛾

（一）為害狀：幼蟲取食其他植物葉片，至羽化後飛至柿園，以成蟲夜間取食柿

成熟果，造成為害處腐爛，並誘發其他病害及黃果蠅前來取食，嚴重時提

早落果。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hyllodes eyndhovii Vollenhoven,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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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ctuidae 夜蛾科

Genus Phyllodes 

3.分布：台灣、中國、印尼、印度、婆羅洲、泰國、馬來西亞、蘇門答

臘、爪哇。

4.成蟲為害範圍：柿。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低海拔山區，夜晚趨光性，體長約

35~42mm，翅展約100~135mm，屬中大型蛾類，前翅灰褐色，翅尖鉤

形，近中央有1條橫向黑紋，其上有一枚黑點，腹部灰褐色，後翅翅底為

黑褐色，中央有1條橘黃色彎曲橫帶。

圖1.黃帶擬葉夜蛾成蟲 圖2.黃帶擬葉夜蛾成蟲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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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Chrysodeixis acuta
（一）為害狀：幼蟲為害寄主嫩葉或嫩芽，被害葉形成缺刻，嚴重時僅留葉脈。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hrysodeixis acuta Walker,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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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ctuidae  夜蛾科 
Genus Chrysodeixis 

3.分布：台灣。

4.寄主範圍：柿。

5.為害等級：★

6.天敵：綠殭菌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低海拔山區，主要發生於6~9月間，世代不

詳，成蟲前翅紅褐紋，前翅中具2白色點斑，腹部灰白色，複眼綠色，幼

蟲蟲體綠色。

圖3. Chrysodeixis acuta 成蟲正面複眼綠色 圖4. Chrysodeixis acuta 成蟲翅中斑點

圖1. Chrysodeixis acuta 成蟲 圖2. Chrysodeixis acuta 成蟲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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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豔葉夜蛾

（一）為害狀：以緊鄰山區丘陵地或雜木林區為害較多，幼蟲取食其他植物葉

片，至羽化後飛至柿園，通常於9~11月間為害柿果。在悶熱、無月光或無

風的夜晚，約20~23時，以成蟲取食柿成熟果，造成為害處腐爛，並誘發

其他病害及黃果蠅前來取食，嚴重時提早落果。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udocima salaminia(Cramer, 1777)

2.異名：Maenas salaminia Fabri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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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ctuidae 夜蛾科

Genus Eudocima 

3.分布：台灣、中國。

4.幼蟲為害範圍：千金藤

4.成蟲為害範圍：柿、柑橘、桃、荔枝、梨、番石榴、葡萄、黃皮、龍

眼、檬果、蘋果。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海拔山區，夜晚趨光性，體長約30~35mm，翅展

80~85mm，前翅從頂角至內緣基部有條白色寬帶，外緣白色，其餘褐綠

色，後翅橘黃色，中室中影1黑色腎形斑紋，腹背黃褐色。

圖1. 豔葉夜蛾成蟲 圖2. 豔葉夜蛾成蟲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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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鑲落葉夜蛾

（一）為害狀：以緊鄰山區丘陵地或雜木林區為害較多，幼蟲取食其他植物葉

片，至羽化後飛至柿園，通常於10~12月間為害柿果。在悶熱、無月光或無

風的夜晚，約晚上8時飛來取食，清晨4時後離開，以成蟲取食成熟柿果，

造成為害處腐爛，並誘發其他病害及黃果蠅前來取食，嚴重時提早落果。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udocima homaena (Hubner, 1823)
2.異名：Ophideres bilineosa Walker, 1858、Othreis ancilla formosana Okano, 

1964、Othreis homaena Hubner, 1823、Phalaena ancilla Cramer, 1777、
Phalaena strigata Donovan,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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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ctuidae 夜蛾科

Genus Eudocima 
3.分布：台灣、中國。

4.幼蟲為害範圍：扛香藤。

4.成蟲為害範圍：柿、柑橘、桃、荔枝、梨、葡萄、龍眼、檬果。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翅展75~100mm，本種雌雄異色，雄

成蟲前翅灰褐色，翅面有2條斜向橫紋，似枯葉，兩帶間及近外緣具灰白

色的分布，雌成蟲有一條縱綠色縱紋帶。幼蟲色彩鮮豔，頭部慣與腹背黏

合，體側面具假眼紋及條紋。

圖1. 鑲落葉夜蛾雌成蟲 圖2. 鑲落葉夜蛾雌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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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鑲落葉夜蛾雌成蟲頭部 圖4. 鑲落葉夜蛾幼蟲

十一、其他夜蛾幼蟲

圖1. 其他夜蛾幼蟲A 圖2. 其他夜蛾幼蟲B

圖3. 其他夜蛾幼蟲C 圖4. 其他夜蛾幼蟲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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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刺蛾科（Limacodidae）

一、素木綠刺蛾

（一）為害狀：1~3齡幼蟲群聚葉背啃蝕葉肉而殘留表皮，4齡後則逐漸分散，較

大幼蟲則啃蝕整個葉片。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arasa shirakii Kawada,1930

2.異名：Latoia consocia Walker

2.別名：青刺蛾、褐緣綠刺蛾、褐邊綠刺蛾、四點刺蛾、曲紋綠刺蛾、洋

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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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acodidae 刺蛾科

Genus Parasa
4.分布：台灣、中國。

圖一、甜柿之刺蛾發生及防治時期對照表

註：▼為防治時期

280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5.為害範圍：大葉黃楊、山楂、月季、玉蘭花、李、杏、杜鵑花、牡丹、

芍藥、板栗、油桐、柿、柑橘、柳、珊瑚、核桃、桂花、桑、桃、海

棠、茶樹、梅、梨、棗、楊、榆、橄欖、懸鈴木、蘋果、櫻桃。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年發生2世代，主要發生於

8~10月間，成蟲趨光性，體長16mm，展翅27~40mm，翅綠色，前翅前緣

近翅基部有狹長的黑褐色斑紋。雌成蟲將卵產於葉背主脈附近，數10粒聚

集呈魚鱗狀排列，一生約產135~200粒卵，卵期約7天，幼蟲有8齡，少數

9齡，幼蟲背白色，體背具棘刺，背方有2條綠至淺綠色縱帶，末齡幼蟲體

長25~28mm。末齡幼蟲於枝條、幹基下方淺土層、主幹或樹皮隱密處結繭

化蛹，繭暗褐色，橢圓形，長約16mm，內有蛹，蛹黃褐色，橢圓形，長

約13mm。

圖3. 第5齡之褐邊綠刺蛾幼蟲  圖4. 褐邊綠刺蛾幼蟲蟲糞為鈴鐺型

圖1. 第3齡之褐邊綠刺蛾幼蟲  圖2. 第4齡之褐邊綠刺蛾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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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黑刺蛾

（一）為害狀：初孵化幼蟲自葉背啃蝕葉肉而殘留表皮，較大幼蟲則取食整個葉

片，受害葉片沿著葉緣橫斷面切起。

（二）害蟲概述：

1.學名：Spatulifi mbria castaneiceps subsp. opprimata Hering,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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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acodidae 刺蛾科

 Genus Spatulifi mbria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大花蔓陀蘿、台灣山桂花、白匏子、柿、柑橘、茄苳、野

桐、黃椰子、樟樹、橄欖、錫蘭橄欖。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主要發生於8~10月間，雄成蟲體

型較雌成蟲小，前翅為暗褐色，雌蛾上翅為黃褐色，前翅少有3條黑色的

斑紋。幼蟲不善遷徙， 體態肉質柔軟，頭、胸較窄，腹端寬，似橢圓形，

體背乳白色參雜黑色斑紋相嵌，外觀似鳥糞，胸足及腹足隱藏在腹部下

方。幼蟲常隱藏於陰暗或潮濕的葉背，結繭於兩葉片蟲疊處，化蛹於繭殼

內，繭殼呈黑褐色圓球形。成蟲於夜間羽化及活動，白天隱藏於陰暗處。

圖1. 小黑刺蛾幼蟲  圖2. 小黑刺蛾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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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黃刺蛾

（一）為害狀：初孵化幼蟲群聚於葉背處啃蝕葉肉而殘存表皮，較大幼蟲則取食

整個葉片，自葉緣切起，嚴重時僅殘留主脈及葉柄。

（二）害蟲概述：

1.學名：Monema rubriceps Matsumura, 1931

2.別名：八角、天漿子、白刺毛、羊蠟罐、刺毛蟲、刺蛾、洋拉子、洋辣

子、棗八角、棗刺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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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acodidae 刺蛾科

Genus Monema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大葉黃楊、山楂、山櫻、月季花、石榴、西府海棠、李、

杏、牡丹、芍藥、法桐、垂柳、柿、柑橘、柳樹、紅葉李、核桃、桂

花、桃、海仙花、海棠、烏桕、茶花、梅花、梨、棗、紫薇、黃刺梅、

意楊、楊、楓香、榆、矮牽牛、錫蘭橄欖、臘梅、蘋果、櫻花、櫻桃。

6.為害等級：★★★★

7.天敵：上海青蜂(Chrysis shanghaiensis Smith)和黑小蜂。

圖3. 小黑刺蛾成蟲 圖4. 小黑刺蛾幼蟲蟲糞圓鈴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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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年發生約1~2世代，幼蟲於4~5月間

為害，5~6月間化蛹，7月初羽化，雌雄交尾後，雄成蟲隨即死亡，雌成蟲

則產卵於葉上，群集但粒粒散開。8~9月間老熟幼蟲在小枝上結黑褐色球

形繭，蛹藏於繭內越冬。成蟲體長約16mm，蟲體黃褐色，前翅外緣間有

具1條褐色細斜紋。老熟幼蟲長為25mm，體色黃，頭部、尾部小，中間

稍微膨大似橢圓形，背部有大型褐色斑塊，兩側邊著生棘刺。化蛹於繭殼

內，繭殼呈橢圓形，長約14mm左右，灰白縱條紋相嵌。

圖3. 黃刺蛾4齡幼蟲 圖4. 黃刺蛾5齡幼蟲

圖5. 黃刺蛾蛹 圖6. 黃刺蛾成蟲

圖1. 黃刺蛾2齡幼蟲 圖2. 黃刺蛾3齡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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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球鬚刺蛾

（一）為害狀：初孵化幼蟲群聚於葉背處啃蝕葉肉而殘存表皮，集體遷徙為害，

較大幼蟲則取食整個葉片，自葉緣切起，嚴重時僅殘留枝條。

（二）害蟲概述：

1.學名：Scopelodes contractus Walker,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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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acodidae 刺蛾科

Genus Scopelodes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山豬肉、柿、烏桕、楓香、錫蘭橄欖、櫻花。

圖9. 黃刺蛾幼蟲蟲糞鈴鐺型 圖10. 黃刺蛾幼蟲為害狀

圖7. 黃刺蛾成蟲腹面 圖8. 黃刺蛾蛹潛藏於枝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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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圖11~15. 球鬚刺蛾幼蟲頭部不同形態變化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山區，世代不詳，幼蟲於4~6月間發

生，7月間老熟幼蟲於葉隱密處結繭化蛹，繭較黑點刺蛾小，黑褐色圓球

形，成蟲黃褐色。

1 2 3 4 5

6 7 8 9 10
圖1~10. 球鬚刺蛾幼蟲不同形態變化

圖16. 球鬚刺蛾幼蟲群聚為害 圖17. 球鬚刺蛾中齡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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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點斑刺蛾

（一）為害狀：孵化幼蟲群聚於葉背處為害，被害葉殘存表皮，可與其他刺蛾幼

蟲共同遷徙為害，較大幼蟲則啃蝕整個葉片，嚴重時僅殘留葉脈。

（二）害蟲概述：

1.學名：Darna furva (Wileman,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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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acodidae 刺蛾科

Genus Darna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大葉楠、山櫻花、五節芒、沙朴、卷瓣朱槿、柿、柚子、茄

苳、軟毛柿、無患子、楓香、錫蘭橄欖、龍眼。

圖18. 球鬚刺蛾化蛹 圖19. 球鬚刺蛾成蟲

圖20. 球鬚刺蛾成蟲正面圖 圖21. 球鬚刺蛾幼蟲蟲糞鈴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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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世代不詳，成蟲趨光性，成蟲為

中小型，前翅灰褐色或黃褐色，亞外線有一條黑褐色的斜紋緣，頂端前緣

上有一個新月型橫斑，前胸背板上具黃褐色3束凸起毛叢。幼蟲發生於5~6
月間，背板黑褐色，中間白色的縱紋一條，腹部側方綠色，周圍生有灰白

色或黃褐色的棘刺，6月底化蛹，7月初孵化。

圖1. 三點斑刺蛾幼蟲 圖2. 三點斑刺蛾化蛹

圖3. 三點斑刺蛾成蟲 圖4. 三點斑刺蛾幼蟲被寄生

六、黑點刺蛾（Eucleid moth）
（一）為害狀：初齡幼蟲取食嫩葉，留下淺褐色表皮，至3～5齡時遷移至葉背為

害，僅留上表皮。7 齡時為害葉片之傷口，有如刀切之橫斷面，嚴重時將

嫩葉啃蝕殆盡，殘留嫩枝條或葉中脈。

（二）害蟲概述：

1.學名：Thosea sinensis Walker, 1855

2.別名：扁刺蛾、刺角蛾、內點刺蛾、洋辣子、痒辣子。

3.分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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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Lepidoptera 鱗翅目

Family Limacodidae 刺蛾科

Genus Thosea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大葉欖仁、小葉欖仁、天堂鳥花、月桃、台灣欒樹、玉蘭

花、甘薯、石榴、莿桐、波羅蜜、油茶、柿、柑橘、相思樹、茶、梨、

榕樹、緋寒櫻、橄欖、篦麻、錫蘭橄欖、沙漠玫瑰。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生2~3世代，發生於4~8月間，

以5~6月為害最嚴重。成蟲有強烈正趨光性，體灰褐色，具有光澤，體長

10~18mm，展翅35 × 18mm，前後翅緣毛為暗灰色，後翅褐色，雄蟲前翅

靠外側有一條褐色縱線，翅中室頂端具有1 黑色斑點，雌蟲則無此斑點。

成蟲頭部為半圓形，複眼黑色，雌蟲觸角鞭狀，雄蟲觸角雙櫛狀。腹部有

8節，雌蟲於最後2 腹節較狹小，雄蟲於第 5腹節逐漸變小。成蟲於8~10
月之間交尾產卵，卵淺黃色近橢圓形，直徑約為3 × 2mm，後期孵化前轉

為深褐色。初齡幼蟲為淺黃綠色，背面隆起，橢圓形，背線2側有 9對刺

突，第一對刺突較大，刺突上著生有黃白色的刺毛，刺毛頂端微帶藍色，

2~8對刺突下後方各有1個紅點。幼蟲有7齡，老熟的幼蟲體長寬21~32 × 
15~16mm，於地上淺土、落葉中或樹上枝葉間結繭化蛹，蛹為黃褐色，帶

有黑褐色條紋，蛹腹部有10節，蛹長寬約12~14 × 8~9mm。

圖1. 扁刺蛾2齡幼蟲 圖2. 扁刺蛾末齡幼蟲體背黃中線及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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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字褐刺蛾

（一）為害狀：孵化幼蟲群集排列於葉背處啃蝕葉肉，被害處殘存表皮，1~3齡
幼蟲會集體遷徙為害，至4齡後逐漸分散取食，自葉緣處啃蝕，形成切

口，嚴重時僅殘留主脈及葉柄。

（二）害蟲概述：

1.學名：Setora sinensis Moore ,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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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acodidae 刺蛾科

 Genus Setora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柿、錫蘭橄欖、橄欖。

圖3. 扁刺蛾蛹 圖4. 扁刺蛾成蟲形態

圖5. 扁刺蛾成蟲腹面 圖6. 扁刺蛾幼蟲蟲糞鈴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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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本屬2種，幼蟲體紅色，背板及

腹部側邊為藍色縱斑，蟲體有紅至紅褐色棘刺，成蟲淺褐色，前翅中線外

側鑲有白邊，外線粗寬模糊。

形態（1）－紅色

圖3. 第4齡之八字褐刺蛾體色變化 圖4. 第5齡之八字褐刺蛾體色變化

圖5. 八字褐刺蛾幼蟲側體 圖6. 八字褐刺蛾蛹

圖1. 第1齡之八字褐刺蛾幼蟲 圖2. 第3齡之八字褐刺蛾體色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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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1）－淡紅色

圖7. 八字褐刺蛾成蟲 圖8. 八字褐刺蛾蟲糞鈴鐺型

圖1. 第4齡之八字褐刺蛾體刺淡紅色 圖2. 第5齡之八字褐刺蛾體色變化

圖3. 八字褐刺蛾體側形態 圖4. 八字褐刺蛾低齡幼蟲體刺淡綠色

八、三角斑刺蛾

（一）為害狀：初孵化幼蟲群集於葉背處啃蝕葉肉，被害處殘存表皮，1~3齡時

集體遷徙為害，至4齡後逐漸分散啃蝕葉片，被害處形成切口，嚴重時僅

殘留主脈及葉柄。

292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hlossa conjuncta Walker, 1855

2.別名：棗奕刺蛾、棗刺蛾、臺灣刺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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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acodidae 刺蛾科

Genus Phlossa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肉桂、杏、檬果、玫瑰、柿、核桃、荔枝、茶、梨、野桐、

酸棗、錫蘭橄欖、龍眼、蘋果、櫻桃。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發生2世代，主要發生於5~7月

間。成蟲體紅褐色或棕色，體長約14mm，翅展約28~33mm，前翅中央有1

個黑點，近臀角有2塊似啞鈴型深褐色斑紋，外緣中部有1個三角形褐斑。

幼蟲黃綠色至淺綠色，體長30mm，背板中間及腹部兩側有藍色條紋，背

線2側有多對刺突，於葉背面做繭化蛹，繭圓形紅褐色。

形態（1）－橘色

圖1. 第3齡之三角斑刺蛾幼蟲 圖2. 第5齡之三角斑刺蛾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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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2）－綠色

形態（3）－淡紅色

圖3. 第4齡之三角斑刺蛾白體幼蟲 圖4. 第5齡之三角斑刺蛾幼蟲

圖5. 三角斑刺蛾蛹  圖6. 三角斑刺蛾蟲糞為扁鈴鐺型

圖1. 初齡之三角斑刺蛾幼蟲  圖2. 第3齡之三角斑刺蛾黃體幼蟲

圖1. 第2齡之三角斑刺蛾幼蟲 圖2. 第3齡之三角斑刺蛾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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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綠刺蛾

（一）為害狀：初孵化幼蟲群集於葉背啃蝕葉肉，被害處殘留表皮，1~3齡時集

體遷徙為害，至4齡後逐漸分散取食葉片，被害處形成切口，嚴重時僅殘

留主脈及葉柄。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arasa consocia Walker, 1865

2.別名：青刺蛾、褐邊綠刺蛾、四點刺蛾、曲紋綠刺蛾、洋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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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acodidae 刺蛾科

Genus Parasa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柿、梨、蘋果、

海棠、杏、棗、核桃、柑橘、

楊、榆、柳。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

海拔山區，年發生2世代，主要

發生於5~7月間。幼蟲黃綠色至

淺綠色，體長30mm，背板中間及腹部兩側有藍色條縱紋，背線2側有多對

刺突，於葉背、果萼或枝條做繭化蛹，繭為紅褐色圓形。

圖3. 第4齡之三角斑刺蛾幼蟲 圖4. 第5齡之三角斑刺蛾幼蟲

圖1. 第5齡之綠刺蛾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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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刺蛾類

圖4. 第4齡之綠刺蛾幼蟲 圖5. 第5齡之綠刺蛾幼蟲尾部黑紋

圖6. 綠刺蛾化蛹於果萼  圖7. 綠刺蛾化蛹於葉片

圖2. 第2齡之綠刺蛾幼蟲 圖3. 第3齡之綠刺蛾幼蟲

圖1. 刺蛾4齡幼蟲一種A 圖2. 刺蛾5鈴幼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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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毒蛾科（Lymantriidae） 

一、柑毒蛾（Red-readea caterpillar）
（一）為害狀：初孵幼蟲為群聚性，以取食葉片表皮造成網膜狀，3齡後逐漸分

散以取食葉肉，形成缺刻及孔洞。

（二）害蟲概述：

1.學名：Olene mendosa Hubner, 1823

2.異名：Argyroploce lasiandra、C.carpophaga、Dasychira mendosa 
Hubner,1823、Olene mendosa Hubner。

3.別名：刺毛狗、刺毛蟲、毒毛蟲、基斑毒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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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刺蛾幼蟲A褐色刺棘 圖4. 刺蛾幼蟲A蛹

圖5. 刺蛾3齡幼蟲B 圖6. 刺蛾5齡幼蟲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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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us Olene 

5.分布：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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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為害範圍：十字花科蔬菜、大王仙丹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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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羞草科、赤楠、亞麻、咖啡、獮猴桃、板栗、波蘿蜜、奎寧、柿、柑

橘、紅龍果、茄科、茄苳、桑、桃金孃科果樹、茶、高梁、莧菜、無花

果、無患子科果樹、番木瓜、番荔枝、番龍眼、菊科蔬菜、黃麻、黑板

木、楊梅、楓香、矮仙丹、葫蘆科、葡萄、酪梨、榕樹、榴槤、睡蓮、

酸棗、樟科、蝶形花科、樹葡萄、橄欖、篦麻、蕨類、錫蘭橄欖、錦葵

科、蕎麥、薑、薔薇科果樹、檬果、蘆竹、蘆筍、蘇木科、欖仁樹、苧

蔴等。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山區，雜食性，年發生約9世代，終年

可發現為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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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6天。在

枝葉間結繭化蛹，蛹為黑褐色，蛹期約 6~17天左右。

圖1. 柑毒蛾初孵幼蟲 圖2. 柑毒蛾幼蟲體背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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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柑毒蛾之末齡幼蟲 圖4. 第2齡之柑毒蛾幼蟲頭部形態

圖5. 第3齡之柑毒蛾幼蟲頭部形態 圖6. 柑毒蛾幼蟲有黑色體側毛

圖7. 柑毒蛾蟲繭 圖8. 柑毒蛾蛹

圖9. 柑毒蛾蟲卵 圖10. 柑毒蛾卵粒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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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柑毒蛾雄成蟲 圖12. 柑毒蛾雄成蟲腹面

圖13. 柑毒蛾雌成蟲 圖14. 柑毒蛾雄成蟲正面圖

圖15. 柑毒蛾幼蟲白殭菌寄生 圖16. 柑毒蛾幼蟲之黃體寄生蠅

圖17. 柑毒蛾幼蟲之灰體寄生蠅 圖18. 柑毒蛾幼蟲之核多角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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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褐斑毒蛾

（一）為害狀：幼蟲啃蝕嫩葉為主，至老熟幼蟲可取食成熟葉片，僅留葉脈及枝

條。

（二）害蟲概述：

1.學名：Olene dudgeoni Swinhoe,1907

2.異名：Dasychira dudgeoni Swinhoe,1907、Pseudodura dasychiroides 

Strand, 1914。

3.別名：桃毒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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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布：台灣、中國、印尼、印度。

6.為害範圍：大花咸豐草、冇骨消、白匏子、白鳳豆、石榴、竹類、血

桐、咸豐草、柿、柑橘、相思樹、茄苳、茶花、梨、番石榴、黃金榕、

荔枝、龍眼、橄欖、錫蘭橄欖。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海拔300~1680公尺，世代不詳，雄成蟲體灰褐色至暗

褐色，觸角為櫛齒狀，翅展約30~34mm，翅基有2~3枚橙褐色斑點串列，

翅中央有一條橫向波浪狀斜帶，顏色較深，靠近內緣較淺，為弧形彎曲線

條，於中室下方近翅基有一枚橢圓形的大褐斑，雌成蟲體灰褐色，觸角為

絲狀，翅展約34~38mm，翅基有一淺紋狀的圓形褐斑，翅中央有一條黑褐

色的橫帶。發生於4~8月間，體背白色，上面密布小斑點，於體背邊具黃

白色毛叢，頭部後方有一對長毛束，腹部末端有褐色毛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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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褐斑毒蛾幼蟲3叢背毛 圖2. 褐斑毒蛾末齡幼蟲4叢背毛

圖3. 褐斑毒蛾繭內之蛹 圖4. 褐斑毒蛾雄成蟲

圖5. 褐斑毒蛾雄成蟲腹面 圖6. 褐斑毒蛾雌成蟲

圖7. 褐斑毒蛾雌成蟲腹面 圖8. 褐斑毒蛾雌成蟲頭部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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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uproctis baibarana

（一）為害狀：幼蟲啃蝕嫩葉，至老熟幼蟲可取食成熟葉片，僅留葉脈及枝條。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uproctis baibarana Matsumura,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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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mantriidae 毒蛾科

Genus Euproctis  黃毒蛾屬

3.分布：台灣。

圖9. 褐斑毒蛾卵 圖10. 褐斑毒蛾蟲糞橢圓桿狀

圖11. 褐斑毒蛾為害情形 圖12. 褐斑毒蛾之天敵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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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害範圍：山黃麻、肉桂、青剛櫟、柿、狹葉櫟、荔枝、梅、梨、番石

榴、菝契、橄欖、蕨類、錫蘭橄欖、龍眼、檬果。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山區皆有分布，世代不詳，成蟲蟲體白

色，趨光性，雌雄交尾後產卵，卵群聚黃色，上著生黃色刺毛。幼蟲於

4~7月間發生，群聚性，頭部紅色，身上有數對粉色肉瘤，附近有長白色

刺毛，不小心碰觸，會產生腫痛，至冬季時，生育遲滯多藏於兩葉間隙

處，於樹上化蛹。

圖3. E. baibarana 幼蟲之體背具數個瘤凸 圖4. E. baibarana 幼蟲頭部為橘紅色

圖5. E. baibarana 蛹 圖6. E. baibarana 於枝上做繭 

圖1. 第4齡之 E. baibarana 幼蟲 圖2. 第5齡之 E. baibarana 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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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E. baibarana 成蟲 圖8. E. baibarana 成蟲腹部橘色

圖9. E. baibarana 成蟲頭部正面 圖10. E. baibarana 卵塊

四、白斑黃毒蛾

（一）為害狀：初孵幼蟲有群聚性，以啃蝕嫩葉、花穗及葉背表皮為主，至老熟

幼蟲可取食主脈，僅留小細枝條。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uproctis inornata Wileman,1910

2.異名：Lymantria subpallida, Ok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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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proctis  黃毒蛾屬

4.分布：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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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害範圍：白匏子、血桐、柿、番石榴、橄欖、錫蘭橄欖、櫻花。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全年均會發生，以4~8月間密度

較高，初孵幼蟲淺黃色，背前方有一枚不明顯的淺黑色大斑。2~4齡幼蟲

為黃褐色至桔褐色，具吐絲懸垂，具毒毛，不小心碰觸會紅腫，頭部桔紅

色，體背方為明顯1枚大黑斑，附近有白色茸毛，幼蟲群聚排列，遇驚擾

時頭部左右移動或原地排列繞圈，遷徙時排成1列行走，至其他葉片之背

部為害，至5齡時轉向葉面或嫩枝為害。成蟲觸角羽狀，蟲體黃色至桔黃

色，上密布細小黑點，前翅具2條不明顯白色橫紋，翅基部有4個白點，左

右各一對。成蟲晝伏夜出，至傍晚時活動產卵。

圖3. 白斑黃毒蛾3齡幼蟲禦敵方式 圖4. 白斑黃毒蛾4~5齡幼蟲

圖5. 白斑黃毒蛾幼蟲具吐絲特性 圖6. 白斑黃毒蛾幼蟲頭部形態 

圖1. 白斑黃毒蛾初齡幼蟲 圖2. 白斑黃毒蛾2齡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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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白斑黃毒蛾薄繭 圖8. 白斑黃毒蛾繭內之蛹

圖9. 白斑黃毒蛾成蟲 圖10. 白斑黃毒蛾成蟲腹面

圖11. 白斑黃毒蛾成蟲翅密布黑斑 圖12. 白斑黃毒蛾成蟲頭部正面

圖13. 白斑黃毒蛾蟲糞 圖14. 白斑黃毒蛾幼蟲小繭蜂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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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白斑黃毒蛾之小繭蜂一種 圖16. 白斑黃毒蛾之寄生蜂一種

圖17. 白斑黃毒蛾之跳小蜂一種 圖18. 白斑黃毒蛾之寄生蠅

五、線茸毒蛾

（一）為害狀：初孵幼蟲有群聚性，主要以為害啃蝕嫩葉、花穗及葉背表皮為

主，至老熟幼蟲可取食主脈，僅留小細枝條，該蟲體可模仿柿子開花，以

躲開天敵。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alliteara grotei horishanella (Matsumura,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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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mantriidae  毒蛾科

Genus Calliteara
3.分布：台灣、中國、印尼、印度、泰國、斯里蘭卡、新幾內亞。

4.為害範圍：月桃、柿、桂花、番石榴、楓香、翼子赤楊木、懸鈴木、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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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幼蟲發生時期為4~8月間，成蟲

前翅淡褐色，翅展40~90mm，前翅有3條深褐色橫波條紋，前2條貫穿全

翅，粗細不一。幼蟲頭部黃色，蟲體白色，體面上布滿金黃色的長毛，

鮮黃的毒毛就如桃金孃科作物的花穗般的展開，前胸背部有1枚大黑斑，

為金黃長毛所覆蓋，第6~8腹節間具有黑色小點，3齡幼蟲胸背上方為2叢
毛，最終齡幼蟲為背上4叢毛則開始吐絲結繭，帶有自己體毛結成繭，分

內外2層極薄，可透視內部。

圖3. 線茸毒蛾成蟲頭部正面 圖4. 線茸毒蛾繭內之蛹

圖5. 線茸毒蛾黃色繭 圖6. 線茸毒蛾成蟲

 圖1. 線茸毒蛾3齡幼蟲 圖2. 線茸毒蛾5齡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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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頂斑黃毒蛾

（一）為害狀：初孵幼蟲成群棲息葉背啃蝕，產生薄膜狀褐化紋路，隨蟲齡增大

而逐漸取食嫩葉，老齡幼蟲則分散取食成熟葉、新梢或花穗等幼嫩組織，

嚴重時僅剩枝條或葉脈。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uproctis kanshireia Wileman,1910

2.別名：關子嶺黃毒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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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proctis  黃毒蛾屬 

4.分布：台灣。

圖7. 線茸毒蛾成蟲腹面 圖8. 線茸毒蛾成蟲之頭部正面圖

圖9. 線茸毒蛾幼蟲之寄生蜂 圖10. 線茸毒蛾幼蟲之寄生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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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害範圍：山桂花、月橘、血桐、柿、柑橘、茄子、荔枝、野桐、殼斗

科、番石榴、紫金牛科、橄欖、錫蘭橄欖、龍眼。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幼蟲發生時期為4~7月間，世代

不詳，成蟲趨光性，成蟲前翅淡黃色，翅面密布黃褐色鱗粉及小黑點，

內、中線白色弧狀彎曲，外緣中央及臀角尚有2枚較大的黃色斑塊，臀角

黃斑上有有1枚黑色大斑及1小斑，足白色。幼蟲頭部黑色，各體節之褐色

叢毛為鑲邊白橫紋線條，體側具白色長毛。蛹褐色，體密布白色短毛。

圖3. 頂斑黃毒蛾幼蟲頭部正面 圖4. 頂斑黃毒蛾體背瘤凸

圖5. 頂斑黃毒蛾蛹 圖6. 頂斑黃毒蛾薄繭

 圖1. 頂斑黃毒蛾4齡幼蟲 圖2. 頂斑黃毒蛾5齡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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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波斑毒蛾（Rosy gypsy moth, Pink gypsy moth）
（一）為害狀：為林木主要食葉害蟲之一，因柿子栽種逐漸向山區進行，侵犯其

生存空間，主要食源作物逐漸缺乏之下，則開始為害柿葉，取食葉片、枝

梢，由葉緣向內啃蝕，老齡幼蟲分散取食，食量驚人，往往食盡葉片，僅

留枝幹。

（二）害蟲概述：

1.學名：Lymantria mathura subsp. aurora Butler, 1877

2.異名：Lymantria mathura subpallida Okano, 1959、Porthetria mathura 
Moore、Ocneria mathura Moore,1865、Lymantria aurora Butler、
Lymantria fusca Leech、Lymantria subpallida Okano。

3.別名：櫟毒蛾、櫟舞毒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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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mantria   

5.分布：台灣、中國、巴基斯坦、日本、台灣、印度、孟加拉、俄羅斯、

韓國、尼泊爾。

6.為害範圍：大花紫葳、小葉欖仁、山桂花、木麻黃、木犀、血桐、李、

杏、板栗、玫瑰、柿、柞、柳、胡桃科、核桃、桂花、桃、杜鵑花、栓

皮櫟、海棠、梅、梨、番石榴、楊柳、楓香、榆、落葉松、椴樹、樟子

圖7. 頂斑黃毒蛾成蟲 圖8. 刺蝽捕食頂斑黃毒蛾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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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蓮霧、樺木科、橄欖、錫蘭橄欖、檬果、櫟、蘋果、櫻花、櫻桃、

欖仁樹。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幼蟲全年發生，年發生1世代，

主要為害期在5~7月間，以完成胚胎發育的幼蟲在卵殼內越冬，卵期可長

達8個月，至春季孵化。雄成蟲體長約20 mm，前翅為灰褐色，上有4~5
條波狀深色橫帶，中室中間有1枚黑點。雌成蟲體長約25 mm，前翅灰白

色，每2條直脈間夾帶著1枚黑褐色斑點，腹部末端具有黃褐色毛叢。雌蛾

交尾後產下的卵為圓形偏黃色，直徑約1.3 mm，數百粒至千粒群聚在一

起，其上覆蓋有黃褐色的尾毛。老齡幼蟲體長50~70 mm，蟲體具斑紋，

隨齡期而改變，從白灰色、黃綠色、深褐色、深棕色或黑色相嵌的斑紋和

縱帶，頭黃褐色斑紋帶有八字形黑色紋。前胸至腹部2節有藍色的毛瘤，

在腹部第3~9節的第7對毛瘤呈紅褐色。蛹為裸蛹黃褐、紅褐至黑褐色，長

約19~34 mm，上覆被有黃褐色毛叢，並以絲狀物固定於枝葉上。

圖1. 波斑毒2齡幼蟲 圖2. 波斑毒4齡幼蟲

圖3. 波斑毒5齡幼蟲 圖4. 第2齡波斑毒蛾幼蟲頭部為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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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第4齡波斑毒蛾幼蟲頭部為灰白色斑點 圖6. 波斑毒蛾蛹形態

圖7. 波斑毒蛾成蟲 圖8. 波斑毒蛾成蟲腹部特徵

圖9. 波斑毒蛾成蟲頭部正面圖 圖10. 波斑毒蛾成蟲頭頂斑紋圖

圖11. 波斑毒蛾成蟲翅端波浪狀紅色紋 圖12. 波斑毒蛾卵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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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寄生蠅寄生於波斑毒蛾幼蟲 圖14. 寄生蠅蛹

圖15. 寄生蠅灰色成蟲 圖16. 寄生蠅桔斑成蟲

圖17. 波斑毒蛾幼蟲之蟲生真菌寄生 圖18. 波斑毒蛾幼蟲之天敵小繭蜂

圖19. 波斑毒蛾幼蟲之天敵跳小蜂 圖20. 刺蝽捕食波斑毒蛾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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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雙斑黃毒蛾

（一）為害狀：初孵幼蟲成群棲息取食嫩葉葉背，僅存上表皮。隨蟲齡增加，行

集體蛻皮，每蛻一次皮則開始集體往樹幹下方移動，並開始啃蝕新梢或花

穗等幼嫩組織，僅留枝條或葉脈，嚴重時可導致植株死亡。本蟲可集體吐

絲，並於絲上行走至鄰葉為害，幼蟲受騷擾或陽光太強，頭部連續左右搖

晃，開始集體遷徙，老齡幼蟲遇騷動則懸垂逃離現場，化蛹前集體遷移至

樹幹或枝葉隱密處。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rna bipunctapex Hampson, 1891

2.異名：Euproctis bipunctapex Hampson,1891

3.別名：烏桕黃毒蛾、枇杷毒蛾、油桐葉毒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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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na

5.分布：台灣、中國、印度、中南半島。

6.為害範圍：女貞、山黃麻、山桕、杜英、枇杷、油桐、油茶、柿、茄

苳、桑、烏桕、楓香、樟、橄欖、錫蘭橄欖等。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世代不詳，終年發生，6~8月間

為主要為害期。成蟲展翅15~45mm，雌成蟲較大，前翅面為黃褐色至黑褐

色，密生黑色斑點，近翅端臀角內外兩側各有2枚黃或橙色班，臀角頂側

有2枚黑色斑點，少數個體具有3個黑斑，緣毛及足為黃色。後翅為黃褐色

或黑褐色，邊緣為黃色，幼蟲群居集及體遷徙特性，喜陰涼通風處，幼蟲

體背有2枚黑斑，具毒毛，不小心碰觸時，產生騷癢腫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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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雙斑黃毒蛾2~3齡幼蟲 圖2. 雙斑黃毒蛾4齡幼蟲

圖3. 雙斑黃毒蛾第5齡之幼蟲 圖4. 雙斑黃毒蛾蛹

圖5. 雙斑黃毒蛾薄繭 圖6. 雙斑黃毒蛾成蟲左雄右雌

圖7. 雙斑黃毒蛾翅端黃斑上有2枚黑點 圖8. 雙斑黃毒蛾翅密布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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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雙斑黃毒蛾成蟲腹面 圖10. 雙斑黃毒蛾成蟲頭部正面

圖11. 雙斑黃毒蛾卵塊 圖12. 白殭菌寄生雙斑黃毒蛾寄生於幼蟲

圖13. 雙斑黃毒蛾幼蟲之寄生蜂寄生 圖14. 刺蝽捕食雙斑黃毒蛾幼蟲

圖15. 雙斑黃毒蛾寄生蠅 圖16. 雙斑黃毒蛾毒毛引起過敏性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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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黑角舞蛾（Casuarina moth）
（一）為害狀：黑角舞蛾幼蟲性廣泛，幼蟲雜食性，可取食植物之樹葉、嫩枝、

樹皮及花穗，造成農作物產量損失及隔年結果情形，台灣中部地區黑角

舞蛾逐成蟲害的優勢種，在2003~2010年威脅22個鄉鎮，以2006年為害作

物面積達2,115.1公頃最多。為害範圍達104科476種植物，前7名寄主均為

雜木，其中血桐、欖仁、香楠、野桐、紅楠、及大葉楠分佔前5名，受害

等級分別為1.91、1.9、1.89、1.85及1.85。經濟作物以荔枝、龍眼、食茱

萸、楊桃及蓮霧等受害較嚴重，排名分佔第8、12、21、22、28名，受害

等級分別為1.6、1.31、0.73、0.67及0.51，顯示黑角舞蛾幼蟲偏好取食雜

木。2002~2010年單一鄉鎮為害度，在2002年為臺中市北屯區（0.43）、

2003年為彰化縣田中鎮（0.99）、2004年為彰化縣員林鎮（0.86）、2005

年為彰化縣芬園鄉（1.24）、2006年為南投縣南投市（0.92）、2007年為

臺中市太平區（0.51）、2008年為臺中市北屯區（0.41）、2009~2010年為

臺中市太平區（0.31、0.09）最嚴重。

（二）害蟲概述：

1.學名：Lymantria xylina xylina Swinhoe, 1903

2.異名：Lymantria xylina Swinhoe,1903

3.別名：木毒蛾、木麻黃舞蛾、相思樹舞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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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mantria 

5.分布：台灣、中國。

6.為害範圍：九芎、十大功勞、土牛膝、土蜜樹、大花紫薇、大葉楠、

小葉欖仁、小構樹、山苧麻、山黃麻、木麻黃、水黃皮、牛膝、台灣雅

楠、瓜類、白匏子、白雞油、扛板歸、扛香藤、朱蕉、竹蕉、血桐、忍

冬、李、杏、杜鵑、沙朴、豆類、刺杜蜜、刺楤、法國莧、玫瑰、金午

時花、長梗滿天星、青楓、星點木、柿、柑橘、紅楠、紅鳳菜、紅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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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蕉、食茱萸、香楠、香龍血樹、桃、破布子、荔枝、梅、梨、莧菜、

野桐、野棉花、番石榴、番荔枝、華九頭獅子草、菊花木、黃蝦花、黑

眼花、榔榆、楊桃、楊梅、構樹、滿天星、臺灣赤楠、蒲桃、蒼耳、樟

葉槭、蓮霧、魯花樹、橄欖、錫蘭橄欖、龍眼、薔薇、檬果、羅氏鹽膚

木、櫻花、櫻桃、欖仁……等。

7.為害等級：★★★

8.天敵：大蛾卵跳小蜂（Ooencyrtus kuvanae）、小繭蜂、日本追寄蠅

（E. japonica Townsend）、日本擬青黴菌(Paecilomyces japonicus)、

白殭菌（Beanveria bassiana）、卵跳小蜂（Ooencyrtus kuvanae）、

步行蟲（Calosoma maximoviczi）、松毛蟲黑點瘤姬蜂（Xanthopimpla 

pedator）、紅尾追寄蠅（Exorista fallax Meigen）、寄生蠅、鳥類、黑角

舞蛾核多角體病毒（LxNPV）、黑殭菌（Metarhizium anisopliae）、鼠

類、厲椿（Cantheconidea sp.）、廣大腿小蜂（Brachymeria lasus）、蘇

力菌、鰹節蟲科(Dermestidae)幼蟲。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1年僅發生1世代，以卵塊越

冬，卵期長達8~9個月。雌成蟲體長22~25mm，前翅中央有褐色大波橫紋

1條，翅展70~85mm，觸角絲狀及複眼黑色，雄成蟲體長20~23mm，翅展

40~60mm，觸角羽狀卵塊，平均510.5~613.4個卵粒。卵塊可從12月初期孵

化，但數量不多，主要孵化期高峰在3~4月間，幼蟲主要在4~5月中旬間繁

殖，末齡幼蟲體長38~58mm，顏面為八字形之黑紋，蛹期主要在5月中至

下旬。幼蟲體長約40~60mm，體色灰褐與黃褐色參雜相間，每節有3對疣

突，顏色變化頗大，其上被覆數束黑褐色之堅硬刺毛。幼蟲期34.09 ± 1.48

天，蛹期為9.73±1.74天，成蟲壽命7.09 ± 1.38天。雌蟲不同階段生育期分

別如下：5個齡期幼蟲為40.75±1.42天，6個齡期幼蟲為51.2±1.7天，蛹期為

10.11±1.76天，成蟲壽命5.89±2.2天。

圖1. 第1齡 圖2. 第2齡 圖3. 第3齡 圖4. 第4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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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第3齡 圖10. 第4齡 圖11. 第5齡 圖12. 第6齡

圖1~12.黑角舞蛾幼蟲不同齡期蟲體及頭部特徵

圖5. 第5齡 圖6. 第6齡 圖7. 第1齡 圖8. 第2齡

圖13. 黑角舞蛾卵塊 圖14. 黑角舞蛾卵粒放大圖

圖15. 黑角舞蛾雌成蟲羽化 圖16. 黑角舞蛾雌成蟲翅緣具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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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黑角舞蛾生活史

圖18. 黑角舞蛾雄成蟲 圖19. 黑角舞蛾雄成蟲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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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黑角舞蛾蛹雌成蟲觸角櫛狀 圖21. 黑角舞蛾雄成蟲觸角羽狀

圖22. 黑角舞蛾雄成蟲頭部後方為紅線紋 圖23. 黑角舞蛾雌（左）雄（右）交尾

圖24. 黑角舞蛾雌（上）雄（下）蛹 圖25. 黑角舞蛾為裸蛹上覆粗絲固定

圖26. 黑角舞蛾蛹之假眼 圖27. 黑角舞蛾幼蟲正在蛻頭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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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黑角舞蛾初齡幼蟲群集於卵上 圖29. 黑角舞蛾2~3齡幼蟲為害情形

圖30. 黑角舞蛾4~5齡幼蟲為害情形 圖31. 黑角舞蛾之寄生蠅卵寄生

圖32. 黑角舞蛾之寄生蜂 圖33. 黑角舞蛾幼蟲上的小繭蜂寄生

圖34. 黑角舞蛾幼蟲之天敵跳小蜂 圖35. 黑角舞蛾感染核多角病毒羽化後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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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黑角舞蛾之蛹寄生情形 圖37. 黑角舞蛾之天敵寄生蠅

圖38. 刺蝽捕食黑角舞蛾幼蟲 圖39. 黑角舞蛾感染核多角病毒死亡情形

圖一、黑角舞蛾發生及防治時期對照表

註：▼為防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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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小白紋毒蛾（Small tussoch moth）
（一）為害狀：幼蟲為雜食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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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olophorus australis posticus Walker,1855

2.異名：Notolophorus posticus Walker、Orgyia posticus Walker。

3.別名：刺毛蟲（幼蟲）、刺毛狗（幼蟲）、棉古毒蛾、灰帶毒蛾、毒毛

蟲（幼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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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olophorus

5.分布：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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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為害範圍：九芎、九重葛、刀豆、十字花科、土肉桂、大豆、大波斯

菊、大花紫葳、大紅心、大棗、大葉合歡、大葉桉、大頭花、小葉桑、

小葉欖仁、山桂花、山茶花、山黃麻、天竹葵、太陽麻、月季、月桃、

木麻黃、木槿、毛豆、毛蓮菜、水柳、水黃皮、犬棗、仙丹花、冬瓜、

可可、台灣豈木、玉米、玉蘭花、甘蔗、甘藷、白千層、白水木、白草

藤、白匏子、白鳳豆、白鶴靈芝、石榴、光臘樹、印度棗、向日葵、朱

槿、百日草、百香果、肉桂、血桐、西瓜、西施花、串錢柳、李、杏、

杜鵑花、刺楤、咖啡、夜合花、宜梧、枇杷、板栗、波蘿蜜、油茶、玫

瑰、花棗、金合歡、金針花、金腰箭、金龜樹、金雞納樹、金露花、長

葉茶梅、青皮豆、南瓜、南洋含笑花、南美假櫻桃、南美蟠蜞菊、奎

寧、扁蒲、柿、柑橘、柚木、柳、洋玉蘭、洋桔梗、洛葵、相思樹、紅

千層、紅毛丹、紅豆、紅莓消、紅鳳菜、紅龍果、胡瓜、苦瓜、茄子、

茄苳、茉莉花、香楠、香椿、香櫞瓜、凌宵花、核桃、桂花、桑、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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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心木、栓皮櫟、烏桕、破布子、胭脂樹、荔枝、草莓、茶、高粱、

茭白筍、豇豆、梅、梔子花、梨、牽牛花、甜瓜、甜椒、蛇莓、蛋茄、

軟毛柿、野桐、野牽牛、野莧、野棉花、魚藤、鳥梨、鹿仔樹、麻竹、

棉花、無患子、番木瓜、番石榴、番杏、番茄、番荔枝、番龍眼、紫

錐花、紫薇花、紫蘇、絲瓜、菠菜、萊豆、菊、菜豆、裂辦朱槿、象牙

木、越瓜、黃波斯菊、黃秋葵、黃麻、黃蝦花、黃槿、黃槴花、黑板

木、楠、楊桐、楊桃、楊梅、楓香、碗豆、稜角絲瓜、落花生、葡萄、

蜀葵、榕、構樹、睡蓮、綠竹、綠豆、翠菊、蒲桃、蒜香藤、銀合歡、

鳳凰木、樟、槭、蓮霧、蔓胡頹子、蔥、鄧氏胡頹子、蔦蘿、樹杞、樹

莓、樹葡萄、橄欖、篦蔴、錫蘭橄欖、龍眼、蕎麥、濱豇豆、薔薇、醜

豆、檬果、爆竹紅、鵲豆、蘆筍、蘋果、獼猴桃、櫻花、櫻桃、蘭花、

鷹爪木、欖仁樹等。

7.為害等級：★★★★

8.天敵：小繭蜂、日本擬青黴菌 (Paeci lomyces  japonicus )、白殭菌

（Beanveria bassiana）、卵跳小蜂（Ooencyrtus kuvanae）、步行蟲

（Calosoma maximoviczi）、寄生蠅、鳥類、核多角體病毒（NPV）、黑

殭菌（Metarhizium anisopliae）、鼠類、厲椿（Cantheconidea sp.）、蘇

力菌、鰹節蟲科(Dermestidae)幼蟲。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本蟲全年均會發生，主要

發生於3~6月間，年發生8~9世代，每1世代所需天數，夏季平均在26~33

天，冬季生育較慢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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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橢圓形，體長約14mm，出繭後棲息於繭的

上方，等待雄成蟲飛來交尾，並直接產卵於繭上，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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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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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小白紋毒蛾3齡幼蟲 圖2. 小白紋毒蛾5齡幼蟲

圖3. 小白紋毒蛾幼蟲體側白色刺毛 圖4. 小白紋毒蛾幼蟲頭部特徵

圖5. 小白紋毒蛾蛹及卵囊 圖6. 小白紋毒蛾雄成蟲

圖7. 小白紋毒蛾雄成蟲腹面 圖8. 小白紋毒蛾雄成蟲頭部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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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小白紋毒蛾雌成蟲及卵塊 圖10. 小白紋毒蛾雌成蟲腹中卵塊

圖11. 小白紋毒蛾卵粒放大 圖12. 小白紋毒初孵幼蟲及為害狀

圖13. 小白紋毒幼蟲為害花朵 圖14. 小白紋毒蛾之天敵跳小蜂

圖15. 螳螂捕食小白紋毒蛾成蟲 圖16. 小白紋毒蛾之天敵寄生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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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茶毒蛾（Tea tussock moth、Brown-tail moth）
（一）為害狀：初齡幼蟲群聚於葉背取食，留下黃褐色透明狀表皮，並集體遷

徙他處，至第3齡期後開始由葉緣取食，留下缺刻。田間操作時不小心碰

觸，會使皮膚紅腫發癢，造成操作者之困擾。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uproctis pseudoconspersa Strand,1923

2.別名：毛辣子、毛辣蟲、毛蟲、刺毛狗蟲、刺辣、油茶毛蟲、油茶毒

蛾、毒毛蟲、茶毛蟲、茶斑毒蛾、茶辣子、茶黃毒蛾、癢辣子。

圖17. 小白紋毒蛾之寄生蠅蛹 圖18. 小白紋毒蛾幼蟲受蟲生真菌寄生

圖一、小白紋毒蛾發生及防治時期對照表

註：▼為防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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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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mantriidae  毒蛾科

Genus Euproctis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大頭茶、山茶花、玉米、李、杏、枇杷、油桐、油茶、柿、

柑橘、桂花、桃、烏桕、茶、梅、梨、檬果、櫻桃。

6.為害等級：★

7.天敵：小繭蜂、黑卵蜂、赤眼蜂、絨繭蜂、茶毛蟲核型多角體病毒

Euproctis pseudoconspersa NPV、白殭菌(EupsNPV)。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年發生5世代，世代重疊現

象，以4～6月發生較多，成蟲黃褐色，體長約10mm，翅展約28mm，雌成

蟲比雄成蟲大，雌雄交尾後，雌成蟲將卵產於葉背或樹幹上，50~300粒聚

成l卵塊，上覆母體的黃褐色毒毛，卵粒黃白色，扁球形，直徑約0.8mm，

初齡幼蟲頭部呈黑色，至2齡後頭部轉為黃褐色，在第1、2節背部有2個黑

色疣狀突起具刺毛，蟲體淡黃色，密布白色刺毛，亞背線深褐色，末齡幼

蟲體長約20～30mm，於枝幹間隙或落葉間作繭化蛹，繭淡褐色，內有黃

褐色的蛹，體覆有細長毛，蛹長約8~12mm。雄成蟲翅展約20~26mm，雌

成蟲為30~35mm，雄成蟲於春季羽化時體色較深，偏深褐色，秋季羽化時

顏色偏黃褐色，前翅之頂角及臀角各具1對黃色斑塊，頂角黃斑塊上有2個
黑色圓點，前翅有2條白色橫紋，翅上密布深褐色鱗粉。

圖1. 不同齡期之茶毒蛾幼蟲 圖2. 茶毒蛾幼蟲頭部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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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緣黃毒蛾（Black-dotted yellow tussock moth、Hairy 
caterpillas）

（一）為害狀：初齡幼蟲群聚於葉背取食，留下黃褐色透明狀表皮，後漸漸分散

取食，為害嚴重時食盡葉片，僅留枝條。

（二）害蟲概述：

1.學名：Somena scintillans Walker, 1856

2.異名：Euproctis scintillans

3.別名：相思樹黃毒蛾、棕衣黃毒蛾、黑翅黃毒蛾、雙線盜毒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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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na

5.分布：中國、台灣、印度、斯里蘭卡、緬甸。

6.為害範圍：九芎、千屈菜科、月橘、玉米、甘蔗、李、杏、杜英科、豆

類、金縷梅科、青剛櫟、奎寧、柿、柑橘、相思樹、桃、荔枝、茶花、

茶、梅、梨、棉花、殼斗科、番石榴、楊桃、楊梅、楓香、銀合歡、篦

麻、蓮霧、橄欖、錫蘭橄欖、龍眼、薔薇花、玫瑰、山櫻花、蘋果、紅

莓消、檬果、櫻花。

7.為害等級：★

8.天敵：白殭菌、小繭蜂。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海拔山區，主要於4~6月間為害，年發生4~5世代，

成蟲體長12~14mm，翅展20~38mm前翅大多為灰褐色，微帶淡紫色的光

澤，翅前緣、外緣及緣毛為黃色與赤褐色，分隔成3段，雄成蟲之觸角發

達，近頂端有2枚黑色斑點，雌成蟲不具黑斑，但在翅外緣有3枚黃色斑

塊。卵粒聚集成塊，上覆有黃褐色毒毛。幼蟲側邊為紅色瘤狀突起上覆有

毒毛。老熟幼蟲體長21~28mm，於葉面或枝條間結繭化蛹，蛹褐色長約

1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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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緣黃毒蛾初孵幼蟲 圖2. 緣黃毒蛾2齡幼蟲

圖3. 緣黃毒蛾4齡幼蟲 圖4. 緣黃毒蛾幼蟲頭部形態

圖5. 緣黃毒蛾蛹 圖6. 緣黃毒蛾薄繭

圖7. 緣黃毒蛾成蟲形態 圖8. 緣黃毒蛾成蟲腹面

333

參、蟲害各論參、蟲害各論



圖9. 緣黃毒蛾成蟲翅面密生黑點 圖10. 緣黃毒蛾卵粒排列

十三、台灣黃毒蛾（Small tussock moth、Taiwan yellow 
tussock m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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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時僅剩枝條或葉脈，

無葉片時吐絲懸垂至其他作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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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名：Porthesia macroplura、Porthesia taiwana (Shiraki,1913)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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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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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proctis  黃毒蛾屬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

6.為害範圍：刀豆、十字花科、大豆、大波斯菊、大花紫葳、大葉合歡、

大葉桉、大頭花、大頭茶、小葉桑、小葉欖仁、山桂花、山茶花、山黃

麻、天竹葵、太陽麻、月季、木槿、毛豆、毛蓮菜、水柳、水黃皮、犬

棗、仙丹花、冬瓜、可可、玉米、甘蔗、甘藷、白千層、白水木、白草

334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藤、白匏子、白鳳豆、白鶴靈芝、石榴、光蠟樹、印度棗、向日葵、朱

槿、百日草、百香果、肉桂、血桐、西瓜、西施花、串錢柳、李、杏、

杜鵑花、刺莧、刺楤、咖啡、枇杷、板栗、松類、波蘿蜜、油茶、玫

瑰、花棗、金合歡、金針花、金腰箭、金龜樹、長葉茶梅、青皮豆、南

瓜、南美假櫻桃、南美蟠蜞菊、扁蒲、柿、柑橘、柚木、柳、洋桔梗、

洛葵、相思樹、紅千層、紅毛丹、紅豆、紅莓消、紅鳳菜、紅龍果、

胡瓜、苦瓜、茄子、茄苳、茉莉花、香楠、香椿、香櫞瓜、凌宵花、核

桃、桂花、桑、桃、破布子、胭脂樹、荔枝、草莓、茶、高粱、茭白

筍、豇豆、梅、梔子花、梨、牽牛花、甜瓜、甜椒、蛇莓、蛋茄、軟毛

柿、野桐、野牽牛、野莧、野棉花、鳥梨、麻竹、棉花、無患子、番木

瓜、番石榴、番杏、番茄、番荔枝、番龍眼、紫錐花、紫薇花、絲瓜、

菠菜、萊豆、菊、菜豆、裂辦朱槿、象牙木、越瓜、黃波斯菊、黃秋

葵、黃麻、黃蝦花、黃槿、黃槴花、楠、楊桐、楊桃、楊梅、楓香、碗

豆、稜角絲瓜、落花生、葡萄、蜀葵、榕、構樹、綠竹、綠豆、翠菊、

蒲桃、蒜香藤、辣椒、銀合歡、鳳凰木、樟、槭、蓮霧、蔦蘿、樹杞、

樹葡萄、橄欖、篦蔴、錫蘭橄欖、龍眼、龍葵、蕎麥、濱豇豆、薔薇、

醜豆、蕹菜、檬果、爆竹紅、鵲豆、蘆筍、蘋果、獼猴桃、櫻花、櫻

桃、蘭花、欖仁樹等。

7.為害等級：★★★★

8.天敵：台灣絨繭蜂(Apanteles tauwanenisis Sonan)、長距釉少峰(Euplectrus 
taiwanus Sonan)、毒蛾絨繭蜂(Apanteles liparidis Bouche)、黃頭細顎益蜂

(Enicospilus fl avocephalus Kirby)、釉小蜂(Euplectrus taiwanus)。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海拔山區，年發生8~9世代，全年可見，幼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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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期夏季8～10天，冬季15～1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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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台灣黃毒蛾幼蟲形態 圖2. 台灣黃毒蛾幼蟲為害花朶

圖3. 台灣黃毒蛾蛹 圖4. 台灣黃毒蛾薄繭

圖5. 台灣黃毒蛾雌成蟲 圖6. 台灣黃毒蛾雄成蟲

圖7. 台灣黃毒蛾成蟲腹部特徵 圖8. 台灣黃毒蛾成蟲頭部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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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台灣黃毒蛾初孵幼蟲 圖10. 台灣黃毒蛾卵塊

圖11. 台灣黃毒蛾幼蟲為害狀 圖12. 台灣黃毒蛾幼蟲於果萼上為害

圖一、台灣黃毒蛾發生及防治時期對照表

註：▼為防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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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蚇蛾科（Geometridae） 

一、柿星尺蛾

（一）為害狀：幼蟲最初以取食嫩葉，長大後逐漸取食成熟葉，可將食盡葉片僅

留葉脈。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arapercnia giraffata (Guenee, 1857)

2.別名：巨星尺蛾、大斑尺蠖、柿大頭蟲、葉尺蠖、豹尺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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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metridae  尺蛾科

Genus Parapercnia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山紅柿、木橑、柿、核桃、梨、黑棗、蘋果。

6.為害等級：★

7.天敵：寄生蠅。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幼蟲發生於8~10月間，成蟲體長

約25mm，頭部及前蟲體黃色至黃褐色，雌成蟲觸角絲狀，雄成蟲羽狀，

成蟲展翅65~85mm，翅灰白色，前翅中室近端有枚大黑斑，外線邊緣為黑

點狀的斑紋構成。幼蟲背方外觀擬似蛇類，上有斑紋似眼睛。

二、腎斑尺蛾

（一）為害狀：幼蟲最初以取食嫩葉，長大後逐漸取食成熟葉，可將食盡葉片僅

留光禿禿的枝條。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scotis selenaria subsp. imparata (Denis & Schiffermuller, 1775) 

2.別名：大造橋蟲、瘤尺蠖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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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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metridae  尺蛾科

 Genus Ascotis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柿、柑橘、茶、橄欖、錫蘭橄欖。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

海拔山區，年發生5世代，幼

蟲發生於3~5月、11~12月間。

成展翅35~50mm，蟲體及翅

面為灰褐色，密布細黑斑，前

後翅也有2條黑褐色的橫帶貫

穿，中室有黑褐色腎形白斑，

成蟲多棲於樹幹陰涼處，黃昏

後交尾，雌成蟲將卵產於樹幹裂縫處，成堆排列，成蟲壽命約5天，卵期

約9天。幼蟲體黃褐色至黃綠色，節具瘤突，在蟲體第5節氣孔上方有1個

大瘤突。幼蟲期約28~43天。老熟幼蟲於地下10~40mm處化蛹。裸蛹，蛹

期26天。

圖1. 腎斑尺蠖成蟲

圖2. 腎斑尺蠖成蟲腹面 圖3. 腎斑尺蠖成蟲頭部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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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黑腰鋸尺蛾

（一）為害狀：幼蟲可為害嫩葉、嫩梢，至末齡幼蟲則為害成熟葉，造成葉片缺

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leora fraterna Moore, 1888

2.別名：黑腰尺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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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metridae  尺蛾科

Genus Cleora

4.分布：台灣。

5. 為害範圍：水柳、玉葉金花、白匏子、柿、樟樹、錫蘭橄欖。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屬中小型蛾類，世代不詳，

全年皆會發生，以4~7月間為害較嚴重。成蟲趨光性但白天通常停棲平貼

在樹幹上，翅為灰白色至灰褐色，展翅約40mm，前翅有黑色橫帶2條，前

後翅中央各有1枚白斑，白斑外圈為黑褐，腹部第2節黑褐色，雄成蟲觸角

羽毛狀, 雌成蟲的觸角為線狀。幼蟲胸背板綠色，腹部第2節前緣有一對突

起的褐色肉瘤，腹背面近前端有一橫條黑斑。

四、雙點褐姬尺蛾

（一）為害狀：初孵幼蟲群棲取食嫩葉，僅留表皮，末齡幼蟲則分散，開始為害

葉片，沿葉緣取食，受害嚴重時僅留枝條。

（二）害蟲概述：

1.學名：Discoglypha hampsoni Swinhoe, 1892

2.分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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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Lepidoptera  鱗翅目

Family Geometridae 尺蛾科

Genus Discoglypha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榕樹、黃金榕、錫蘭橄欖、柿、梨。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

海拔山區，幼蟲體紅褐色，背

部黃褐色或褐色，側緣白色斜

紋綠斑，腹側鑲黃邊的黑褐色

斜斑，裸蛹，以簡單的絲黏在

枝葉間，狀枯黃的芽苞。雄成

蟲翅展20~27mm，觸角鋸齒狀

具有長纖毛，雌成蟲觸角絲狀微鋸齒，翅展26~30mm。頭、觸角基部為乳

白色，蟲體及翅面灰褐色，前翅有3條不明顯的鋸齒狀淺褐色橫斑，前翅

前、外緣為弧形，中室兩邊各有一枚黑斑，亞端線有排列的黃褐色斑點。

五、淡猗尺蛾

（一）為害狀：初孵幼蟲群集為害嫩葉，隨著齡期增長漸至分散，受害嚴重時僅

留枝條。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ctropis bhurmitra Holand,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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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雙點褐姬尺蛾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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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Geometridae  尺蛾科

Genus Ectropis

3.分布：台灣。

4.寄主範圍：楓、錫蘭橄欖、柿。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中低海拔山區，年發生多世代，發生於5~7月間，成

蟲翅展約25~5mm，前翅灰白色，上有數條橫向波紋，幼蟲蟲體似燒焦

狀。

圖3. 淡猗尺蛾幼蟲 圖4. 淡猗尺蛾末齡幼蟲

圖5. 淡猗尺蛾蛹 圖6. 淡猗尺蛾蛹臀刺 

圖1. 淡猗尺蛾幼蟲 圖2. 淡猗尺蛾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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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鋸紋四星尺蛾

（一）為害狀：幼蟲最初以取食嫩葉，長大後逐漸取食成熟葉，可將葉片食之缺

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Ophthalmitis herbidaria Guenee,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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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metridae  尺蛾科

Genus Ophthalmitis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柿、枇杷。 

5.為害等級：★★

圖7. 淡猗尺蛾成蟲 圖8. 淡猗尺蛾成蟲腹面

圖9. 淡猗尺蛾成蟲頭部正面 圖10. 淡猗尺蛾成蟲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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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鋸紋四星尺蛾蛹 圖4.鋸紋四星尺蛾蛹臀刺

圖5.鋸紋四星尺蛾成蟲 圖6.鋸紋四星尺蛾成蟲腹面

圖1.鋸紋四星尺蛾幼蟲 圖2.鋸紋四星尺蛾末齡幼蟲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周年可見，以3~7月間發生

較多，成蟲趨光性，翅膀顏色綠褐相嵌，前後翅之亞端線較粗及明顯，斑

紋為連續狀。

七、柑桔尺蛾（Geometric moth）

（一）為害狀：幼蟲雜食性，初孵化幼蟲群聚以取食嫩葉，長大後逐漸分散，開

始取食成熟葉，被害葉片造成缺刻。

（二）害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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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名：Hyposidra talaca (Walker,1860)

2.異名：Lagyra successaria

3.別名：柑桔小枝蚇蠖蛾、柑桔蚇蛾、突角黯鈎蚇蠖蛾、蜜柑小蚇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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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metridae 尺蛾科

Genus Hyposidra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印尼、印度、安達曼、西里伯、婆羅洲、斯

里蘭卡、菲律賓、緬甸。

6.為害範圍：山茶花、山楂、瓜類、甘藍、甘藷、光蠟樹、印度棗、肉

桂、血桐、李、杏、杜鵑花、亞麻、枇杷、玫瑰、昭和草、柿、柑橘、

茄子、桃、破布子、荔枝、草莓、茶、梅、梨、番石榴、番荔枝、結球

白菜、波蘿蜜、楊桃、楊梅、落花生、葡萄、蒲桃、樟樹、蓮霧、橄

欖、篦麻、錫蘭橄欖、龍眼、薔薇、檬果、蘋果、櫻花、櫻桃、蘿蔔。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周年可見，以3~7月間發生

較嚴重。成蟲暗褐色，前翅先端為細長成鈎狀，趨光性，雌成蟲體型較

大。初齡幼蟲為黑褐色上有多條橫向細白線，末齡幼蟲轉為褐色至棕褐

色，於枝葉上化蛹，裸蛹，以簡易細絲固定。

圖1. 柑桔尺蛾幼蟲 圖2. 柑桔尺蛾末齡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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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柑桔尺蛾幼蟲頭部 圖4. 柑桔尺蛾成蟲

圖5. 柑桔尺蛾成蟲腹面特徵 圖6. 柑桔尺蛾蟲糞

八、綠翠尺蛾

（一）為害狀：幼蟲為害嫩葉，造成葉片缺刻，並於葉間或枝梢上化蛹。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elagdes proquadrarius (Inoue, 1976)

2.異名：Thalassodes falsarius Prout ,1914.、Thalassodes proquadraria Inoue, 
1976。

3.別名：翠尺蛾、樟青尺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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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metridae  尺蛾科

 Genus Pelagodes 
5.分布：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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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為害範圍：土肉桂、牛樟、柿、荔枝、樟樹、潺槁樹、錫蘭橄欖、龍

眼。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發生約3世代，主要於3~8月間

為害，成蟲趨光性，翅展約25~32mm，翅面翠綠色，上有條細白橫線，翅

緣緣毛黃色，後翅外線波浪紋，腹部末端具白色鱗粉，幼蟲體紅褐至綠褐

色。

圖1. 綠翠尺蛾成蟲 圖2. 綠翠尺蛾成蟲腹面

九、基黃粉尺蛾

（一）為害狀：幼蟲為害嫩葉，受害嚴重時僅留枝條。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ingasa ruginaria pacifi ca Inoue,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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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metridae  尺蛾科

 Genus Pingasa  粉尺蛾屬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白匏子、柿、荔枝、楓、錫蘭橄欖、龍眼。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中低海拔山區，世代不詳，發生於5~7月間，成蟲前後

翅的外線為波浪狀，翅展25~40mm，體色黃白，上有數條淺紅色波浪橫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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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為害柿樹未知的尺蛾

圖1. 基黃粉尺蛾成蟲 圖2. 基黃粉尺蛾成蟲腹面

圖3. 不知名尺蛾幼蟲B 圖4. 不知名尺蛾幼蟲C

圖5. 不知名尺蛾幼蟲C為害狀 圖6. 不知名尺蛾C蛹 

圖1. 不知名捲葉蛾成蟲A 圖2. 不知名蛾成蟲腹面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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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不知名尺蛾蛹C蛹臀刺 圖8. 不知名尺蛾蛹D

圖9. 不知名尺蛾卵F孵化 圖10. 不知名尺蛾G

第十一節、枯葉蛾科（Lasiocampidae） 

一、青枯葉蛾（Tent caterpillar、Lappet moth）
（一）為害狀：幼蟲群聚雜食，隨蟲齡增加而分散為害，開始啃蝕芽梢或花穗

等，嚴重時僅剩枝條或葉脈，幼蟲及蛹殼上具毒刺毛易引起皮膚紅腫及騷

癢。

（二）害蟲概述：

1.學名：Trabala vishnou Lefebvre, 1827

2.別名：栗黃枯葉蛾、綠枯葉蛾、綠黃色毛蟲、櫟黃枯葉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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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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青枯葉蛾初孵幼蟲 圖2. 青枯葉蛾不同齡期幼蟲

Family Lasiocampidae 枯葉蛾科

Genus Trabala 

4.分布：台灣、中國、爪哇、印尼、印度、泰國、斯里蘭卡、緬甸。

5.為害範圍：八寶樹、大葉紫薇、小葉欖仁、山櫻花、木麻黃、白千層、

白檀、石榴、安南漆、血桐、杉木、咖啡、玫瑰、金雞納樹、青楓、

奎寧、柿、柑橘、柳杉、相思樹、茄苳、倒卵葉饅頭果、栗、海棠、荔

枝、桉樹、梨、野桐、麻竹、番石榴、莿竹、楓、楓香、榕樹、綠竹、

蒲桃、樟樹、槭、蓮霧、橄欖、篦麻、錫蘭橄欖、龍眼、薔薇、檬果、

檸檬桉、櫟屬、欖仁樹、欖李等。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低海拔山區，年發生約3~4世代。成蟲出

現於1~4月、8月及11~2月等，為典型的雌雄雙型害蟲，雄成蟲青白色，觸

角羽狀，體長28~45mm，翅展60~95mm，雌成蟲體色黃或黃綠色，雌成

蟲體型較雄成蟲大，觸角雙櫛齒狀，前翅翅基近緣有1塊褐色的大斑，雄

成蟲則無此斑。雌雄交尾後，雌成蟲約產100~145粒卵。卵產於葉面，灰

黃色，近球形，兩兩成對聚集成條狀，表面有小點刻，直徑2mm，外部附

有許多灰色細毛，卵期20天。幼蟲蟲齡有6齡。幼蟲雄為灰白，雌為深黃

色，頭部黃色，散布深褐斑紋，中央有粗縱線，胸部第 1節為暗褐色，該

節之兩側有瘤狀突起，上有成束黑色長毛。幼蟲體長70~90mm，幼蟲期

52~100天。蛹黑褐或赤褐色，橢圓形，長約22~30mm，表面散布點刻，蛹

期約18~40天左右。繭為黃褐或暗褐，長橢圓形，背側有瘤狀隆起1對，可

以隱約看到其蛹，繭絲外覆蓋著許多幼蟲的黃色細毛表面附著黑色剛毛，

體長40~50mm，蛹期為20~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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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青枯葉蛾為害狀 圖4. 青枯葉蛾蛹

圖5. 青枯葉蛾蛹囊 圖6. 青枯葉蛾卵塊

圖7. 青枯葉蛾卵粒 圖8. 青枯葉蛾雌成蟲

圖9. 青枯葉蛾雌成蟲腹面 圖10. 青枯葉蛾雄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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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斑蛾科（Zygaenidae） 

一、蓬萊茶斑蛾

（一）為害狀：幼蟲取食嫩葉，長大後逐漸取食成熟葉，造成葉片缺刻，遇到騷

擾時會散布特殊氣味以驅離天敵。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terusia aedea subsp. formosana Jordan, 1907 

圖13. 青枯葉蛾被寄生蜂寄生情形 圖14. 青枯葉蛾幼蟲之天敵寄生蠅

圖15. 青枯葉蛾幼蟲被寄生情形 圖16. 青枯葉蛾幼蟲蟲糞

圖11. 青枯葉蛾雄成蟲腹面 圖12. 青枯葉蛾雄成蟲頭部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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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別名：茶斑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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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ygaenidae 斑蛾科

Genus Eterusia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大頭茶、咖啡、柿、茶、錫蘭橄欖。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台灣特有種，分

布於低、中海拔山區，屬中小

型蛾類，於4~6月間為害，翅

狹長，前翅灰黑褐色或黑綠色

相嵌，翅面有4列白色橫斑，

第1列在基部2枚白斑點，第2
列由5枚白色條狀斜斑平行排

列，內側2枚較大，第3列有

4枚白斑，近前緣外側那枚較

大，第4列有5枚白斑，近外緣處3枚，內側2枚排列，成蟲遇到危險時會散

發出異味驅敵。雄蛾觸角粗羽狀。幼蟲體黃褐色，體背後方有一V字型的

黑褐色斑紋，體背中央有2列黑褐色點狀縱紋。

圖1. 蓬萊茶斑蛾幼蟲

圖2. 蓬萊茶斑蛾成蟲 圖3. 蓬萊茶斑蛾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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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節、草螟蛾科

一、三條肋野螟蛾

（一）為害狀：幼蟲取食嫩葉及新梢，長大後開始取食成熟葉，造成葉片缺刻，

影響植株生育。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leuroptya chlorophanta Butler, 1878

2.別名：三條蛀野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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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mbidae 草螟科

Genus Pleuroptya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柿。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

海拔山區，翅展約23~26mm，

前翅淺褐色至黃褐色，翅面具3
條黑色橫帶，複眼綠色。成蟲

發生於6~9月間。
圖1. 三條肋野螟蛾成蟲

圖2. 三條肋野螟蛾成蟲腹面 圖3. 三條肋野螟蛾化蛹於糞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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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螟（Queensland bollworm, smaller maize borer, yellow 
peach moth,maize moth, fruit-boring caterpillar）

（一）為害狀：初孵化的幼蟲以取食嫩果表皮，後蛀入果實中，排泄物堆積在蟲

孔處，並導致流膠。受害部會誘發炭疽病菌之侵入，形成第2次感染源。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onogethes punctiferalis Guenee, 1854 

2.異名：Dichocrocis punctiferalis Guen、Monogatus punctiferalis Guen

2.別名：桃蛀螟、桃蛀野螟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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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mbidae 草螟科

Genus Conogethes 

4.分布：台灣、中國、巴布亞紐幾內亞、日本、伊拉克、印尼、印度、孟

加拉、泰國、馬來西亞、斯里蘭卡、緬甸、澳洲、韓國。

5.為害範圍：千金拔、大豆、木棉、可可、台灣蘋果、玉米、吉貝、向

日葵、佛來明豆、李、檬果、豆蔻、枇杷、松、柿、柑橘、柚木、栗

子、桑、桃、桃、馬尾松、高梁、捲肉刺、梅、梨、棉、無花果、番

石榴、葡萄、榴槤、澳洲胡桃、篦麻、櫻花、龍眼、薑、蘋果、鬱金

香。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成蟲體橘黃色散布黑色小斑點，

體長9~15 mm，翅展25~28 mm。前翅密布27~28枚小黑斑，在中室後方近

前緣有一枚「！」號的標誌，後翅有15~16枚小黑斑，體軀亦散生黑斑，

雄成蟲腹末端為黑色毛叢。雌雄成蟲觸角皆為絲狀，卵長橢圓形，微扁，

表面為不規則網狀紋，長寬約0.6~0.7×0.3mm，初為黃白色，後期轉為紅

褐色。末齡幼蟲體長 18~25 mm，頭部黑褐色，蛹黑褐色1~8節，長10~14 

mm，腹末有6根捲曲臀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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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節、天蠶蛾科（Saturniidae）

一、四黑目天蠶蛾（Giant Silkworm Moth）
（一）為害狀：幼蟲為害葉片，受害部位形成缺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riogyna pyretorum subsp. pearsoni Watson,1911

2.別名：楓蠶、樟蠶、漁絲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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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urniidae 天蠶蛾科

 Genus Eriogyna
4.分布：台灣、中國、印度、緬甸、越南。

5.為害範圍：樟、柿、楓、薔薇、番石榴、櫸、榕、山櫻花、櫻花、玫瑰。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發生1世代，為害期在3~5月
間，成蟲翅面灰黑色，前、後翅近中央處各有一枚黑色眼形斑紋，各眼斑

內又有一圈黃褐色圈。前翅中央處有2條黑褐色波浪狀橫紋，後翅顏色較

前翅淡。成蟲於1~3月間羽化，交尾後產卵，適逢柿樹萌芽，幼蟲開始為

害，幼蟲可至8齡﹐齡期約80天。1齡蟲體為黑色﹐多瘤突及剛毛，但不具

毒，至2齡後轉青綠色，在轉為黃、綠及藍色相嵌紋，以蛹越夏。

第十五節、其他鱗翅目害蟲

圖1. 未知鱗目害蟲A 圖2. 未知鱗翅目害蟲A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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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鞘翅目（Coleoptera） 

第一節、捲葉象鼻蟲科（Attelabidae） 

一、棕長頸捲葉象鼻蟲（Leaf-roller weevil） 
（一）為害狀：成蟲取食寄主葉表的纖維或葉肉，留下褐色薄膜，一般很鮮少將

葉片咬出孔洞，經過日曬雨淋此咬痕也會呈現多個小洞。本蟲很機警，遇

有驚擾則逃逸至葉背，甚至會掉落地面假死。交尾後雌成蟲將卵產於寄主

圖5. 未知鱗翅目害蟲B 圖6. 未知鱗翅目害蟲C

圖7. 未知鱗翅目害蟲D 圖8. 未知鱗翅目果實害蟲E

圖3. 未知鱗翅目害蟲A為害狀 圖4. 未知鱗翅目害蟲蛹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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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葉上，並將葉片捲成蟲苞狀，幼蟲則於葉苞內為害。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aratrachelophorus nodicornis Voss, 1930

2.別名：搖籃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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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elabidae 捲葉象鼻蟲科

Genus Paratrachelophorus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九節木、大明橘、山紅柿、山香圓、山桂花、山龍眼、毛玉

葉金花、水同木、水金京、台灣山香圓、台灣山桂花、尖葉槭、朴樹、

灰木、呂宋莢蒾、李、杏、杜鵑、南燭、柿、紅楠、香楠、桃、荔枝、

茶、茶花、假赤陽、梅、森氏紅淡比、楊梅、裡白饅頭果、榕樹、樟

樹、樹杞、橄欖、錫蘭橄欖、龍眼、櫻花、櫻桃。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台灣特有種，分布於低海拔山區，年發生1世代，有世代重

疊現象，在3~12月間為害，以4~7月間密度較高，生活史經卵、幼蟲、

蛹、成蟲等階段，屬完全變態昆蟲，觸角1~2節。雌成蟲頭部較粗，末端

不具細長頸，體長約6~11mm，棕紅色，腹背紅褐色具數條突起的縱溝，

各腳節為紅褐色，前後端各具黑斑。雄蟲具細長頸，體長13~16 mm，翅

鞘紅至紅褐色。幼蟲於捲葉中為害蠐螬形，蟲體黃色。

圖1. 棕長頸捲葉象鼻蟲成蟲形態 圖2. 棕長頸捲葉象鼻蟲成蟲後翅膜質

358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圖3. 棕長頸捲葉象鼻蟲成蟲腹部形態 圖4. 棕長頸捲葉象鼻蟲捲葉內有數粒卵

圖5. 棕長頸捲葉象鼻蟲卵放大圖 圖6. 粉介殼蟲冬季潛藏於象鼻蟲之捲葉中

圖7. 棕長頸捲葉象鼻初齡幼蟲 圖8. 棕長頸捲葉象鼻蟲末齡幼蟲

圖9. 棕長頸捲葉象鼻蟲初化蛹眼無色 圖10. 棕長頸捲葉象鼻蟲化蛹眼漸轉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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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象鼻蟲科（Curculionidae ） 

一、粉綠象鼻蟲

（一）為害狀：成蟲羽化後成蟲飛至柿園，開始為害葉片，用口吻在柿葉緣銼開

並啃蝕，造成葉緣缺刻，成蟲受驚擾時會飛竄至鄰株或掉落地面假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Hypomeces squamosus Schoenherr 1823

2.別名：藍綠象、綠鱗象甲、綠絨象蟲、棉葉象鼻蟲、大綠象蟲、綠鱗象

甲、大綠象甲、藍綠象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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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culionidae 象鼻蟲科

圖11. 棕長頸捲葉象鼻蟲蛹轉褐色 圖12. 棕長頸捲葉象鼻蟲成蟲為害狀

圖13. 棕長頸捲葉象鼻蟲之天敵寄生蜂A 圖14. 棕長頸捲葉象鼻蟲之天敵寄生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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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布：台灣、中國、柬埔寨、泰國、緬甸、馬來半島、印度、印尼、菲

律賓。

5.為害範圍：大豆、大葉桉、小麥、玉米、甘蔗、妃柳、李、杏、毛豆、

芒果、枇杷、柿、柑橘、桑樹、桃、茶、梅、梨、麻、麻竹、油茶、棉

花、番石榴、菸草、落花生、葡萄、榕樹、橡膠樹、櫻桃。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發生2世代，成蟲以4~7月間密

度最高，成蟲體長6~15mm，蟲體黑色，體表密布粉綠色、銀灰色、灰黃

色、黃藍色或黃綠色鱗毛，蟲體橢圓形扁平，翅鞘具5條縱溝。雄成蟲鱗

片間密布銀灰色直立鱗毛﹐雌成蟲鱗毛較少，往往在鱗片上表面附著黃白

色粉末。一般於其他寄主上群集取食嫩芽、嫩梢和葉片。並將卵產於葉片

隱密處，產卵期約80天，每雌成蟲可產80餘粒卵，卵為卵圓形，淡黃色，

約0.8~1.0mm，孵化前轉為棕黑

色，孵化後的幼蟲從葉上掉落

田間，鑽入100~130mm土中為

害寄主根部，幼蟲乳白色長約

6~14mm，蟲體有皺摺。末齡幼

蟲於土中60~100mm處化蛹，裸

蛹淺黃色，蛹長12~14mm，蛹

期15~17天。

（三）防治方式：

1.發生數量不多時，晨間或傍晚巡視果園用手捕抓成蟲即可。

2.避免果園中種植落花生或毛豆，並剷除中間寄主。

3.藥劑防治。

圖1. 粉綠象鼻蟲成蟲

圖2. 粉綠象鼻蟲成蟲頭部正面圖 圖3. 粉綠象鼻蟲成蟲為害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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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三月始灰象

（一）為害狀：成蟲可取食嫩葉及嫩梢，由葉緣向內啃蝕，造成葉緣缺刻，氣溫

高時則棲息於枝幹或葉柄處。

（二）害蟲概述：

1.學名：Sympiezomias circumdatus Kono, 1930

2.別名：細腰葫形象鼻蟲、台灣灰象、鐵甲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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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culionidae 象鼻蟲科

Genus Sympiezomias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玉蘭花、李、杏、柿、柑

橘、茉莉花、桃、梅、軟毛柿、番石

榴、甘蔗、棉花、野莧。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台灣特有種，分布於平地

至低海拔山區，成蟲約3月左右開始出

現活動，不擅飛翔，雜食性、群集和假

死習性，體長9~9.5mm，體色淡褐色或黃褐色，口吻前段為灰黑色或暗灰

色，翅鞘具黑褐色的縱斑，中央有條灰白色不明顯橫紋，頭部及觸角為黑

褐色，各足腿節膨大。本蟲的幼蟲為土棲性，主要取食寄主的根部。

圖1. 台灣三月始灰象成蟲交尾

圖2. 台灣三月始灰象成蟲頭部特徵 圖3. 台灣三月始灰象成蟲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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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柿潛葉象鼻蟲

（一）為害狀：雌成蟲於葉柄基部穿孔產卵，孵化後之幼蟲潛入葉脈中為害，被

害葉黃化脫落，幼蟲隨即脫離葉部落土化蛹。

（二）害蟲概述：

1.學名：Ochyromera miwai (Kono, 193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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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culionidae  象鼻蟲科

Genus Ochyromera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李、杏、柿、桃、梅。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成蟲發生於4~5月間，體黑褐

色，複眼黃色，小楯板上著生黃色鱗毛。幼蟲蠐螬形白色。

第三節、天牛科（Cerambyc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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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台灣三月始灰象成蟲為害狀 圖5. 台灣三月始灰象成蟲取食柿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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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害狀：成蟲棲息於植株枝葉間，咬食枝條皮層部及葉片，受害的小枝條

上部葉片黃化、葉脈變木質化。雌成蟲於地基部產卵，孵化後至3齡幼蟲

先為害皮層內側，幼蟲成長2~3個月後至4齡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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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noplophora macularia Thomson, 1865

2.異名：Anoplophora malasiaca ryukyuensis Makihara, 1976、Anoplophora 

oshimana Ohbayashi, 2001、Anoplophora oshimana ryukyensis Breuning & 

Ohbayashi, 1964、Calloplophora macularia Thomson, 1865、Melanauster 

chinensis macularia, Bates, 1873。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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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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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海南島、琉球、緬甸、韓國。

6.為害範圍：木麻黃、印度棗、李、杏、杉木、刺槐、枇杷、板栗、波

蘿蜜、柿、柑橘、柳、相思樹、紅檜、苦楝、核桃、桑椹、桃、荔枝、

梧桐、梅、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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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鈴木、蘋果、櫻花及櫻桃等多達60餘

種。

7.為害等級：★★★

8.天敵：白殭菌(Beauveria bassiana Bsls.、B. brongnitartii)、花絨堅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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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tarcus longnlus Sharp）、斑頭陡盾繭蜂(Ontsira palliates Cameron)、

釉小蜂(Apostocetus fukutai Miwa et Sonan)、蟻類(Formicids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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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月間，以5~7月間數量最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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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樹幹地基部0.5m處，將樹皮咬成丁字形裂縫，將卵

產在內部，每處通常只產1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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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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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庫白星天牛成蟲為害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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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馬庫白星天牛成蟲頭部正面 圖3. 馬庫白星天牛成蟲體黑色後翅膜質

圖4. 馬庫白星天牛成蟲羽化後爬出樹枝 圖5. 馬庫白星天牛幼蟲形態

圖6. 馬庫白星天牛成蟲蛹 圖7. 馬白星天牛成蟲為害後所產生之鋸木屑

圖8. 馬庫白星天牛為害幼株造成死亡 圖9. 馬庫白星天牛為害引起流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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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棕細翅天牛（Long-horned Beetles）
（一）為害狀：成蟲棲息於植株枝葉間，咬食細枝皮層部、葉片或花柱，受害部

葉脈或節間木質化，並產卵於細枝部，孵化後幼蟲蛀食細枝木質部，造成

生育不佳。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uchlanis testacea Matsushita, 1933
2.別名：四眼緣翅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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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chlanis 
4.分布：台灣、中國。

5.幼蟲為害範圍：柿。

7.成蟲為害範圍：柿、荔枝、龍

眼花穗。

8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為小型天牛，分

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

成蟲於3~7月間出現，成蟲體橘

黃色，體長約6mm，複眼隔成

上、下兩部份，觸角為深褐色，後腳腿節後方膨大，膨大處至跗節為黑褐

色，翅鞘橘黃色，兩側略呈弧形稜狀內彎，翅鞘末節為黑褐色。

圖2. 棕細翅天牛頭部正面圖 圖3. 棕細翅天牛可為害花柱

圖1. 棕細翅天牛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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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吉良氏螢天牛

（一）為害狀：成蟲棲息於植株枝葉間，咬食細枝皮層部、葉片或花柱，受害部

葉脈或節間木質化。

（二）害蟲概述：

1.學名：Dere kirai Mitono, 1943 

2.別名：吉良螢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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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e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柿。

8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屬台灣特有種，

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闊葉林 ,
成蟲3~5月出現，由闊葉林飛

至柿園，為害花朶。成蟲體長

8~10mm，頭部、觸角及足部皆

為黑色，前胸背板橘色、翅鞘

綠色具有金屬光澤，雄成蟲觸

角長度略長於翅鞘1/2。

圖2. 吉良氏螢天牛頭部形態 圖3. Dere sp.成蟲蟲體黃綠色

圖1. 吉良氏螢天牛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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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曲紋虎天牛

（一）為害狀：成蟲棲息於植株枝葉間，咬食細枝皮層部、葉片或咬傷花柱，受

害部葉脈或節間木質化。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hlorophorus signaticollis (Castelnau & Gory, 1855)

2.異名：Chlorophorus fainanensis Pic, 1918、Rhaphuma signaticollis 

Ohbayashi N., 1964

2.別名：淡黑虎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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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lorophorus 

4.分布：台灣。

5.成蟲為害範圍：柿。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於低、中海拔山區，台灣特有種，成蟲發生於5~7月

間，體長約10~15mm，體色黃褐色、灰褐色至灰綠色等，體表密布短毛，

前胸背板中央具有2枚不明顯黑色塊斑，兩側各具1枚黑色小圓斑，翅鞘前

方為弧狀黑紋，中及後方各有2條道黑色橫紋。

圖1. 曲紋虎天牛成蟲 圖2. 曲紋虎天牛成蟲頭部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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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港口矮虎天牛

（一）為害狀：成蟲棲息於植株枝葉間，咬破細枝皮層部、葉片或花柱，受害部

葉脈或節間木質化，並產卵於細枝部，孵化後幼蟲蛀食細枝木質部，造成

生育不佳。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erissus kankauensis Schwarzer, 192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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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issus

3.分布：台灣。

4.幼蟲為害範圍：柿。

5.成蟲為害範圍：柿。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到低海拔山區，成蟲發生於3~9月間，體長

150~180 mm，體色灰黑色，前胸背板為黑色，密布黑色小疣突，翅鞘具3

條波浪狀白紋，成蟲趨光性。

圖3. 曲紋虎天牛成蟲背部紋路 圖4. 曲紋虎天牛頭部後方兩側具淡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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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港口矮虎天牛成蟲 圖2. 港口矮虎天牛成蟲頭部正面

圖3. 港口矮虎天牛成蟲背部紋路 圖4. 港口矮虎天牛成蟲腹下特徵

六、寬帶星斑天牛

（一）為害狀：成蟲棲息於植株枝葉間，咬食細枝皮層部或葉片，造成葉脈木質

化。

（二）害蟲概述：

1.學名：Mesosa latifasciata White, 1858

2.異名：Cacia latifasciata White, 1858、Mesosa luteopubens Pic, 1917

3.別名：闊帶胡麻天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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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osa
5.分布：台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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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蟲為害範圍：柿。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

低海拔闊葉林區，成蟲具趨

光性， 4 ~ 9 月間發生，體長

13~18mm，觸角為黑褐色，各

節基部有白色斑點，蟲體紅褐

色至黑褐色，前胸背板有4條黑

色波狀縱紋，翅鞘密布瘤狀刻

點，翅面中有條灰白色橫紋帶。

第四節、金花蟲科（Chrysomelidae）

一、斯文豪筒金花蟲

（一）為害狀：成蟲群聚於幼葉上方為害，喜陽光處，被害葉片呈缺刻或穿孔

狀，常使植物發育不良，影響光合作用，本蟲具假死性，遇騷擾則掉落地

面不動。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ryptocephalus swinhoei Bates, 1866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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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ysomelidae   金花蟲科

Genus Cryptocephalus  筒金花蟲屬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九芎、柿。

5.為害等級：★★★★★

6.天敵：獵蝽。

（三）生物學特性：為小型金花蟲，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成蟲於3~7月間與

白斑筒金花蟲成群為害，蟲體色黑，具金屬光澤，體長3.5~5mm，翅鞘上

密布細點刻。

圖1.寬帶星斑天牛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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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斯文豪筒金花蟲成蟲 圖2. 斯文豪筒金花蟲成蟲腹面

圖3. 斯文豪筒金花蟲成蟲頭部正面圖 圖4. 斯文豪筒金花蟲成蟲蟲體咖啡色

圖5. 嫩枝受斯文豪筒金花蟲成蟲為害狀 圖6. 斯文豪筒金花蟲成蟲為害葉片

圖7. 田間斯文豪筒金花蟲成蟲為害狀 圖8. 斯文豪筒金花蟲成蟲害花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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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斑筒金花蟲（Leaf Beetles）
（一）為害狀：成蟲群聚於幼葉上方為害，停駐於陽光處，被害葉片呈缺刻狀或

穿孔狀，常使植物發育不良，影響光合作用，本蟲具假死性，遇騷擾則掉

落地面不動。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ryptocephalus luteosignatus Pic, 1922

2.別名：黃斑隱頭葉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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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ysomelidae  金花蟲科

Genus Cryptocephalus  筒金花蟲屬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九芎、赤楊、柿、荔枝、龍眼。

6.為害等級：★★★★★

7.天敵：獵蝽。

（三）生物學特性：為小型金花蟲，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成蟲於3~7月間為

害，頭部及前胸背板為橙褐色，觸角黑色細長，近基節為黃褐色，腳黃褐

色。翅鞘藍黑色，左右各有5枚米黃色橫列斑及一枚米黃色小斑紋，上有

細微的刻點，體長約3.5~6 mm。

圖1. 白斑筒金花蟲成蟲（白斑） 圖2. 白斑筒金花蟲成蟲腹面（白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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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黑額長筒金花蟲

（一）為害狀：成蟲群聚於幼葉上方為害，停駐於陽光處，被害葉片呈缺刻或穿

孔，常使植物發育不良，影響光合作用，本蟲具假死性，遇騷擾則掉落地

面不動。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hysosmaragdina nigrifrons Hope, 1842

2.分類地位：

圖5. 白斑筒金花蟲成蟲為害葉片 圖6. 白斑筒金花蟲成蟲之天敵

圖7. 白斑筒金花蟲成蟲之天敵蝽象一種 圖8. 白斑筒金花蟲成蟲害狀

圖3. 白斑筒金花蟲成蟲（黃斑） 圖4. 白斑筒金花蟲成蟲（黃斑）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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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Coleoptera  鞘翅目

Family Chrysomelidae  金花蟲科

Genus Physosmaragdina  粗腳長筒金花蟲屬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柿、九芎。

5.為害等級：★★

6.天敵：獵蝽。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海拔山

區，發生於4~8月間，成蟲體

長5~6.5mm，翅鞘橙黃色，上

有2列黑色橫斑，下橫帶相連

或分開2種，黑斑大小依蟲體

而異。頭部、足及腹部黑色。

圖2. 黑額長筒金花蟲成蟲頭部正面 圖3. 黑額長筒金花蟲成蟲腹後方具毛茸

圖1. 黑額長筒金花蟲成蟲

四、筒金花蟲

（一）為害狀：成蟲清晨群聚於幼葉上方為害，至中午豔陽時多棲息於葉背，偶

爾為害花朵，被害葉片呈缺刻狀或穿孔狀，常使植物生育不良，影響光合

作用，本蟲具假死性，遇騷擾則掉落地面不動。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ryptocephalus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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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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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ysomelidae  金花蟲科

Genus Cryptocephalus  筒金花蟲屬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柿。

6.為害等級：★★

7.天敵：獵蝽。

（三）生物學特性：為小型金花蟲，分布於低海拔山區，成蟲於3~6月間為害，

頭部及前胸背板為橙褐色，觸角細長黑色，近基節為黃褐色，腳黃褐色。

翅鞘藍黑色，左右各有1大、1中、2小枚米黃色斑紋，上有細微的刻點，

體長約3.5~6 mm。

圖1. 筒金花蟲成蟲 圖2.  筒金花蟲成蟲為害柿葉

五、三帶筒金花蟲

（一）為害狀：成蟲於幼葉上方為害，晨間停駐於陽光處，至中午移至葉背蔭涼

處，被害葉片呈缺刻狀或穿孔狀，常使植物發育不佳，影響光合作用，成

蟲具假死性，遇騷擾則掉落地面不動。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ryptocephalus trifasciatus Fabricius, 1787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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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eoptera 鞘翅目

　Family Chrysomelidae 金花蟲科

Genus Cryptocephalus 筒金花蟲屬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柿。

6.為害等級：★★

7.天敵：獵蝽。

（三）生物學特性：為小型金花蟲，

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成蟲

於3~7月間為害，體長4.5~6.5 
mm，蟲體橢圓形，橙色或橙黃

色，前胸背板中有2條波狀黑色

橫帶，翅鞘有3條波狀黑色橫帶，頭部為黑色圈紋，觸角短鞭狀黑色，足

黑色粗狀發達，跗節有5小節。

圖2. 三帶筒金花蟲成蟲腹部為黃色 圖3. 三帶筒金花蟲成蟲頭部特徵

圖1. 三帶筒金花蟲成蟲

六、四溝葉蚤

（一）為害狀：成蟲於幼葉上方與其他金花蟲類共同為害，被害葉片呈缺刻狀或

穿孔狀，常使植物發育不良，影響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Nisotra gemella Erichson, 184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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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eoptera 鞘翅目

Family Chrysomelidae 金花蟲科

Genus Nisotra 四溝葉蚤屬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柿、冷水麻。

6.為害等級：★

7.天敵：獵蝽。

（三）生物學特性：為小型金花蟲，

分布於低海拔山區，成蟲於

3~6月間為害，蟲體橢圓形，

翅 鞘 為 黑 色 具 光 澤 ， 長 約

3.2~3.6mm，觸角及足部為黃褐

色。

第五節、金龜子科（Scarabaeidae） 

一、台灣褐金龜

（一）為害狀：成蟲白天蟄伏在植株附近落葉、草叢或鬆土中,至夜間飛至植株啃

蝕嫩葉及嫩梢。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doretus formosanus Ohaus , 1914

2.異名：Chaetadoretus formosanus Ohaus

3.別名：臺灣茶色金龜、茶色金龜。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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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Adoretus
5.分布：台灣。

圖1. 四溝葉蚤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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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為害範圍：可可、甘蔗、芋頭、柿、柑橘、苧麻、破布子、棉、黃麻、

篦麻、錫蘭橄欖等。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低海拔山區，屬於小型金龜，年發生1世
代，趨光性，為害期4~8月。成蟲體長9~13mm，體背黃褐色至暗褐色，密

生白色絨毛。翅鞘上有細微刻點。幼蟲黃白色蠐螬狀。

二、中華褐金龜（Rose chafe）
（一）為害狀：成蟲白天蟄伏在植株附近落葉或鬆土中, 至夜間飛至植株取食嫩

葉及嫩梢，葉片被害處呈網目狀。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doretus sinicus Burmeister, 1855

2.異名：Leptadoretus sinicus
3.別名：中喙麗金龜、長金龜。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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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Adoretus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琉球、爪哇、夏威夷、印度。

6.為害範圍：可可、甘蔗、李、芋頭、泡桐、玫瑰、柿、柑橘、苧麻、

桑、桃、草坪、茶、棉、黃麻、落花生、葡萄、篦麻、錫蘭橄欖、龍

眼、薔薇、檬果、鐘麻等。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低海拔山區，年發生1世代，為害期4~11
月間，以5~6月較嚴重。成蟲體長10mm深褐色，趨光性，蟲體長橢圓形，

翅鞘上被白色毛絨,表面有2條凸起縱線，具細點刻。幼蟲體型較小，乳白

色，體長約 20～25mm，蠐螬形。

（四）管理方法：

1.夜間以燈光配合水盤誘殺，或直接以黑光燈誘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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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塑膠平盤內置堆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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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清晨時飛翔力較弱，以人工捕殺。

5.藥劑防治：依網路最新版「植物保護手冊」推薦用藥施用(http://www.
tactri.gov.tw/htdocs/ppmtable/)。

三、赤腳銅金龜（Red-legged cupreous chafer、Green red foot 
chafer）

（一）為害狀：成蟲以啃蝕嫩葉。幼蟲為害植株根部，以含有機質較多的土壤，

較易發生，常使植物生育不良，提早黃化落葉。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nomala cupripes Hope,1839

2.異名：Euchlora cupripes Hope,1839

3.別名：青金龜、大青銅金龜、綠金龜、小綠金龜、紅腳綠金龜、赤腳綠

金龜、雞母蟲（幼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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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Anomala 
5.分布：台灣、中國、爪哇、印尼、印度、柬埔寨、泰國、馬來西亞、婆

羅洲、越南、寮國、緬甸。

6.為害範圍：大豆、太陽麻、番木瓜、毛豆、玉米、甘蔗、田菁、印度

棗、向日葵、李、杏、油桐、玫瑰、柿、柑橘、相思樹、茄子、美人

蕉、月季、桃、破布子、荔枝、梅、梨、麻、棉、番石榴、菸草、黃

麻、楊桃、落花生、葡萄、酪梨、蕹菜、榕樹、蒲桃、蓮霧、橄欖、錫

蘭橄欖、龍眼、薔薇、檬果、蘋果、鐘麻、獼猴桃等。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年發生1世代，本蟲為雜食

性害蟲，晝伏夜出，具趨光性、善飛翔，在4～6月及8～9月發生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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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趨光性。該成蟲體長19～30mm，翅鞘後端之側緣部沒有翼狀之伸張，

且前胸背之後緣，不若台灣青銅金龜向後彎曲之甚。雌成蟲產卵於土中，

卵期約10~37天，孵化後幼蟲於土中生活，幼蟲期有3齡。其幼蟲期可達256
天，以取食植物根部或腐植質為主，因此施用堆肥時，常將幼蟲帶入園中

為害。2~3齡幼蟲在地下越冬，翌年3~4月間作蛹室化蛹，蛹期約14~19天。

圖1. 赤腳銅金龜成蟲形態 圖2. 翅鞘後端無翼狀伸張及後足綠色

圖3. 赤腳銅金龜成蟲頭部特徵 圖4. 赤腳銅金龜成蟲腹末端特徵

四、台灣青銅金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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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ansa Bates, 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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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異名：Anomala expansa Bates,1866

3.別名：大綠金龜、甘蔗金龜、青金龜、綠金龜、雞母蟲（幼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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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Anomala 

5.分布：台灣、中國。

6.為害範圍：大理花、山藥、番木瓜、玉米、甘蔗、甘薯、田菁、李、

杏、杉木、咖啡、油桐、玫瑰、柿、柑橘、相思樹、茄子、格樹、桃、

破布子、荔枝、高梁、梅、梨、麻、棉、番石榴、菸草、黃麻、楊桃、

落花生、葡萄、酪梨、榕樹、構樹、蒲桃、鳳梨、蓮霧、橄欖、錫蘭橄

欖、龍眼、薔薇、檬果、蘆筍、蘋果、鐘麻、獼猴桃、觀葉植物。

7.為害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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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藥劑防治：依網路最新版「植物保護手冊」推薦用藥施用(http://www.
tactri.gov.tw/htdocs/ppm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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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華弧麗金龜（Four spotted beetle）
（一）為害狀：成蟲具趨光性、善飛翔，以為害嫩葉，晝間棲息於陰暗處，夜間

取食，幼蟲以為害植株根部，常使植物生育不佳，造成葉片黃化落葉。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opillia quadriguttata quadriguttata (Fabricius, 1787)

2.異名：Popillia quadri uttata。
3.別名：四紋麗金龜、四斑麗金龜、囚紋麗金龜。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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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Popillia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越南。

圖1. 臺灣青銅金龜成蟲形態 圖2. 翅鞘後端翼狀伸張及後足紫色

圖3. 臺灣青銅金龜成蟲腹末端特徵 圖4. 臺灣青銅金龜成蟲為害狀

384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6.幼蟲為害範圍：玉米、豆類、牧草、苜蓿、高粱、麥類、棉花、穀類等

多種植物的根部。

7.成蟲為害範圍：大豆、玉米、李、杏、花生、花椒、柿、桃、荔枝、高

粱、梅、梨、棉花、番石榴、葡萄、蒲桃、樹莓、板栗、蓮霧、橄欖、

龍眼、蘋果的花或嫩葉。

8.為害等級：★

9.天敵：白殭菌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4~7月為發生期，成蟲趨光性，頭

頂部刻點緊密。觸角有9節，蟲體長寬7.5～12 × 4.5～6.5mm，體長橢圓

形，蟲體墨綠色，具有金屬光澤，前胸背板具刻點，鞘翅有6條縱線條，

淺褐色或黃褐色，四緣常呈深褐色，臀板端上有白色毛斑2簇，腹節側端

也具毛斑。

六、小青銅金龜

（一）為害狀：成蟲主要為害花穗及葉片，被害葉形成孔洞，晝間潛藏於陰涼的

葉背，夜間取食，幼蟲以為害植株根部，導致植物生育不佳，造成葉片萎

黃脫落。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nomala albopilosa trachypyga (H. Bates, 1866)

3.別名：雞母蟲（幼蟲）。

4.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圖1. 中華弧麗金龜成蟲 圖2. 中華弧麗金龜成蟲腹面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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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 Coleoptera 鞘翅目

Family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Anomala 

5.分布：台灣、中國。

6.為害範圍：柿、蓮霧、葡萄。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海拔山區，體長19~23mm，蟲體為綠色，不具金

屬光澤，光線照射時局部為褐色。成蟲發生於3~8月間，具趨光性、善飛

翔，假死性，翅鞘密布微細點刻，略為縱向排列。

圖1. 小青銅金龜成蟲 圖2. 小青銅金龜成蟲足部特徵

圖3. 小青銅金龜成蟲腹末端特徵 圖4. 小青銅金龜成蟲為害狀

七、黃豔金龜（Yellow polished chafer、Tumble-bug,Scarab 
beetle）

（一）為害狀：成蟲具趨光性、善飛翔，啃蝕新芽及嫩葉。幼蟲藏於土中，攝取

腐植質，偶爾也為害幼根。常使根部吸收不佳，植株萎黃。

（二）害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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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名：Mimela testaceoviridis Blanchard, 1850

2.別名：淺褐彩麗金龜、黃閃彩麗金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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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Mimela
4.分布：台灣、中國、日本、韓國。

5.為害範圍：扶桑、李、杏、板栗、芙蓉、金銀木、金銀花、青楓、柿、

柑橘、茄苳、桃、桃樹、梅、梨、紫薇、葡萄、綠肥植物、蒲桃、蓮

霧、錫蘭橄欖、蘋果、櫻桃、鐵莧。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成蟲發生於3~8月間，為害主要

時期在4~6月間，成蟲體長約16~18 mm，翅鞘及腹部淡黃褐色，具有反射

的金屬光澤，依其角度的變化，有綠色至紫紅色澤。腿節及脛節為暗褐

色。幼蟲淡黃色蠐螬。 

圖1. 黃豔金龜成蟲 圖2. 黃豔金龜成蟲為害狀

八、白點花金龜（Oriental fl ower beetle、Scarab beetle）
（一）為害狀：成蟲主要取食其他植物花蜜、樹液、嫩葉或軟熟果實。為害柿果

時，以咀嚼式口器咬破果實表皮吸取汁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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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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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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害植株幼根，因此施用未腐熟的堆肥時，會將雌成蟲引來

產卵，密度高時，導致根部水分運移障礙，常使植物發育不良或萎黃。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rotaetia brevitarsis Lewis,1879

2.異名：Calopotosia aerata Erichson、Protaetia orientalis Govyet Perchelon。

3.別名：白點花潛金龜、白星花金龜、鐵金龜、黑金龜、雞母蟲（幼

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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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Protaetia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韓國。

6.為害範圍：大豆、太陽麻、番木瓜、毛豆、玉米、甘蔗、田菁、向日

葵、枇杷、油桐、玫瑰花、柿、柑橘、相思樹、茄子、桑、荔枝、麻、

棉、番石榴、菸草、黃麻、楊桃、落花生、葡萄、酪梨、榕樹、蒲桃、

鳳梨、蓮霧、橄欖、錫蘭橄欖、龍眼、檬果、鐘麻、櫻桃等。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地區，屬中型金龜，年發生1世代，成

蟲於4~6月間出現，晝間常棲息於陰涼之葉背處，夜間出來活動，翅鞘及

腹部有數小白斑，腹部及足為古銅色，體長18~25mm。

圖1. 白點花金龜成蟲形態 圖2. 白點花金龜成蟲腹部末端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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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東方白點花金龜（Tumble-bug,Scarab beetle）
（一）為害狀：本蟲為雜食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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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開始以口器咬破果實表皮吸取汁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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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為害幼根，因此施用未腐熟的堆肥

時，會將雌成蟲引來產卵。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rotaetia orientalis sakaii Kobayashi, 1994

2.別名：東方白點花金蛄、雞母蟲（幼蟲）、鐵金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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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Protaetia
4.分布：台灣、中國、日本、韓國、印度

5.為害範圍：可可椰子、李、枇杷、柿、柑橘、桃、破布子、荔枝、梨、

印度棗、番石榴、葡萄、構樹、蓮霧、龍眼、檬果等。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平地至低海拔地區均有分布，年發生1世代，成蟲於7~11月
間發生，日夜均活動，蟲體褐色，體長22~26 mm，具有金屬光澤，翅鞘

圖3. 白點花金龜成蟲為害果實 圖4. 白點花金龜幼蟲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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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數個灰白色斑紋。前腳脛節外側有3枚的刺突。雌成蟲秋季於土中產

卵，卵期約13~19天。以幼蟲在地下越冬，翌年3~5月間化蛹。

圖1. 東方白花點金龜成蟲藍色系 圖2. 東方白花點金龜成蟲褐色系

圖3. 上為白點花金龜，下為東方白點花金龜 圖4. 左為白點花金龜，右為東方白點花金龜

十、灰白花金龜

（一）為害狀：成蟲主要取食其他植物花蜜、樹液或軟熟果實。為害柿果時以紅

軟熟的果實為主，以咀嚼式口器咬破果實表皮吸取汁液，受害部會誘發炭

疽病，影響商售價值甚鉅。本蟲與其他金龜類會共同為害，但密度不高，

取食時將頭部埋入果實中，不在乎外界干擾。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rotaetia fusca Herbst, 1790

2.異名：Cetonia atomaria Fabricius, 1801、Cetonia fi ctilis Newman, 1838、

Cetonia fusca Herbst, 1790、Cetonia mandarina Weber,1801、Protaetia 

bourgoini Paulian, 1959、Protaetia mandarinea Burmeister, 1842、Protaetia 

taiwana Niijima & Matsumura,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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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別名：紡星花金龜。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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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Protaetia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韓國。

6.為害範圍：柿、荔枝、龍眼等。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海拔地區，屬小型金龜，年發生1世代，成蟲於

6~10月間出現，晝間常棲息於陰涼之葉背處，夜間出來活動，成蟲體長約

12~16mm，體色灰褐色或微綠褐色，翅鞘密布乳白色或黃白色小點，翅末

端尖銳，腹部深黑褐色，腹部末端密生短黃毛。

圖1. 灰白花金龜成蟲為害甜柿果實 圖2. 灰白花金龜成蟲正面

圖3. 灰白花金龜成蟲腹部末端形態 圖4. 灰白花金龜成蟲側邊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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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豔邊花金龜（Tumble-bug, Scarab beetle）

（一）為害狀：成蟲主要取食植物花蜜、腐果及柿子嫩葉，被害葉片形成缺刻或

孔洞，嚴重時僅留葉片主脈，遇騷擾時則迅速飛離現場或掉落草叢間假

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Eucetonia prasinata Bourgoin, 191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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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Eucetonia 

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柿、荔枝、蒲桃、蓮霧、龍眼。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成蟲於4~8月間發生，晝間活動善

於飛翔，在一處為害後，便飛往到其他處為害，具假死性及趨光性，體長

16~21mm，體背無光澤綠色或黃綠色，前胸背板上有1對不明顯的白色小

斑點，翅鞘末端具數個微小白斑點，頭部後端、複眼周緣具黃褐色茸毛。

足、頭部及前胸背板兩側為紅褐色或暗紅色。

圖1. 豔邊花金龜成蟲為害葉片 圖2. 豔邊花金龜成蟲腹部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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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台灣琉璃豆金龜（Shining Leaf Chafer、Tumble-bug、
Scarab beetle、nos pot beetle）

（一）為害狀：成蟲取食其他植物花蜜，如果食源不足時，則開始為害紅軟的柿

子，用口器咬破果實表皮吸取汁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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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opillia mutans Newman, 1838

2.別名：豆藍麗金龜、棉花弧麗金龜、無斑弧麗金龜、黑綠金龜、棕藍金

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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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豔邊花金龜成蟲側邊 圖4. 豔邊花金龜成蟲腹部末端特徵

圖5. 豔邊花金龜成蟲背後方形態 圖6. 豔邊花金龜成蟲白天隱藏於蔭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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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Popillia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二色茉莉、大麗花、山芙蓉、月季、番木瓜、木槿、玉米、

向日葵、合歡、朱錦、芍藥、豆類、板栗、波斯菊、油茶、泡桐、玫

瑰、芙蓉、芙蓉葵、金盞花、柿、柑橘、香豌豆、唐菖蒲、荔枝、草

莓、高粱、野牡丹、棉花、番石榴、紫薇、菊花、裂瓣朱錦、黑莓、楓

香、葡萄、蜀葵、鳶尾、龍眼、薔薇、櫟、蘋果、獼猴桃。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海拔，年發生1世代，以末齡幼蟲土中越冬，

成蟲於8~11月間發生，晝間活動，成蟲善於飛翔，在一處為害後，便飛往

到其他處為害，具假死性及趨光性，成蟲體長寬約0.8~1.5 × 6.0~8.0mm，

體色為藍色或綠色，具極亮的金屬光澤，足顏色也與體色相當，翅鞘上有

縱向排列的溝紋及刻點，近翅鞘基部下方為凹陷的橫溝，腹部末端不具

有絨毛。若腹末端有2叢絨毛即為藍豆金龜 (台藍弧麗金龜) Popillia livida 
Lin,1988，屬於台灣特有種。 

圖1. 台灣琉璃豆金龜成蟲形態 圖2. 台灣琉璃豆金龜成蟲側邊形態

十三、藍豆金龜

（一）為害狀：成蟲取食其他植物花蜜，如果食源不足時，則開始為害紅軟的柿

子，用口器咬破紅軟果實表皮吸取汁液，並引起果實腐爛及誘發炭疽病。

本蟲與其他金龜類會共同為害，並將頭部埋入果實中，不在乎外界干擾。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opillia livida Lin, 1988 

2.別名：台藍弧麗金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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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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eoptera 鞘翅目

Family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Popillia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柿、咸豐草。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屬小型金龜，發生於5~10月間，為害

期在9~10月，體長約8~10mm，似台灣琉璃豆金龜，但體型較小，位於腹

部末端具有一對白色毛叢。蟲體體色為綠色至藍綠色，具金屬光澤，翅鞘

具溝紋。

圖1. 藍豆金龜成蟲形態 圖2. 藍豆金龜成蟲腹部末端有對白色茸毛

十四、臺灣扇角金龜

（一）為害狀：成蟲以取食其他植物花蜜、紅軟的柿子或腐果，用口器或扇型觭

角弄破果實表皮吸取汁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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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度高時因食源不足而爭鬥，以突

起的扇型觭角排擠其他競食的金龜，屬於競食優勢種，並將頭部埋入果實

中，不在乎外界干擾。

（二）害蟲概述：

1.學名：Trigonophorus rothschildi varians Bourgoin, 1914

2.別名：蘋綠唇花金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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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異名：Trigonophorus aka Kometani, 1940、Trigonophorus murasaki 
Kometani, 194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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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Trigonophorus
5.分布：台灣、中國。

6.為害範圍：番木瓜、柿、桃、荔枝、梨、構樹、龍眼、獼猴桃。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台灣特有種，屬於中大型的金龜，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

山區，成蟲於7~11月間發生，體長寬約 23~ 36 × 12~16 mm，背板顏色有

藍、橙黃色、橙紅或綠色，具有光亮的金屬色澤，且不同角度光線折射出

不同的顏色，頭部前端具有1枝扇型觭角突起，較毛騷翅金龜或細腳騷金

龜的觭角長。

圖1. 臺灣扇角金龜成蟲（紅翅） 圖2. 臺灣扇角金龜成蟲（藍翅）

圖3. 臺灣扇角金龜成蟲（綠翅） 圖4. 臺灣扇角金龜成蟲（翠綠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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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臺灣角金龜

（一）為害狀：成蟲主要取食植物花蜜、紅軟的柿子或其他果實腐果，以口器咬

破果實表皮吸取汁液，受害果易引起果實腐爛及誘發炭疽病，影響商品價

值甚鉅。本蟲會與其他金龜類共同為害，密度高時因食源不足而爭鬥，警

覺性高，停棲時將兩前足往側兩邊攤平，遇騷擾則急速飛離現場。

（二）害蟲概述：

1.學名：Dicranocephalus bourgoini Pouillaude, 1913 

2.別名：臺灣鹿角金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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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Dicranocephalus

圖5. 臺灣扇角金龜成蟲（藍綠翅） 圖6. 臺灣扇角金龜成蟲（橙翅）

圖7. 臺灣扇角金龜成蟲（橙翅）腹面 圖8. 臺灣扇角金龜成蟲（藍翅）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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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柿、梨、蓮霧。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台灣特有種，分

布於低、中海拔山區。成蟲於

5~10月間發生，雄成蟲體長

23~35mm，頭頂端具有紅褐色

的鹿狀角，背板為灰褐色至黃

褐色，隨著時間的增長背板粉

末逐漸脫掉而呈黑褐色。雌成蟲體型較雄成蟲大，體長約20~23mm，頭頂

端不具鹿狀角。成蟲各足細長，跗節的長度比脛節長。 

十六、細腳騷金龜

（一）為害狀：成蟲以取食其他植物蜜源、紅軟的柿子或腐果，用口器或正方型

觭角弄破果實表皮吸取汁液，

並誘致其他金龜類前來共同為

害，造成果實腐爛及誘發炭疽

病，影響商售價值甚鉅。本蟲

會與其他金龜類競食，密度高

或食源不足時而爭鬥，以突起

的觭角排擠其他的金龜，並將

頭埋入果實中，不在乎外界干

擾。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nomalocera olivacea insularis Moser, 19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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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Anomalocera

圖1. 臺灣角金龜成蟲

圖1. 細腳騷金龜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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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布：台灣、中國。

4.為害範圍：番木瓜、柿、桃、荔枝、梨、構樹、龍眼、獼猴桃。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台灣特有種，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屬大型金龜，成蟲於

7~11月間發生，具假死性，體長30~32 mm，體色有綠色、藍紫色、藍色

及灰黑色，體背不具銅色光澤，後足脛節內側密生黑色叢毛，寶島細腳騷

金龜為黃褐色叢毛。

十七、金艷騷金龜

（一）為害狀：成蟲以取食其他植物蜜源、紅軟的柿果或腐果，用口器或正方型

觭角弄破果實表皮吸取汁液，並誘致其他金龜類前來共同取食，造成果實

腐爛及誘發其他病害。本蟲會與其他金龜類競食，密度高或食源不足時而

爭鬥，以突起的觭角排擠其他的金龜，並將頭埋入果實中，不在乎外界干

擾。

（二）害蟲概述：

1.學名：Rhomborrhina splendida Moser, 1913 

2.別名：翠綠羅花金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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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Rhomborrhina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番木瓜、柿、桃、荔枝、梨、構樹、龍眼、獼猴桃、柑橘、

青剛櫟。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台灣特有種，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屬大型金龜，擅飛

行，成蟲於8~11月間發生，具假死性，體長 27~36 mm，體色有綠色、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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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墨綠色及橘色、具強烈的金屬色澤，且在不同角度光線下折射出不同

的顏色，頭楯觭角平直不凹陷，腹部與背板同色，雌成蟲腹部較飽滿，公

蟲腹部略為縱凹。體型外觀近似細腳騷金龜，但本蟲中後足內側不具毛

列。

十八、綠艷花金龜

（一）為害狀：成蟲以取食其他植物蜜源、嫩葉、紅軟的柿果或腐果，用口器咬

破果實表皮吸取汁液，並與其他金龜類共同為害，造成果實腐爛及誘發炭

疽害。本蟲會與其他金龜類競食，密度高或食源不足時而爭鬥，並排擠其

他的金龜，將頭埋入果實中，不在乎外界干擾，如集體取食蜜源時，警覺

性高，遇騷擾則飛離現場。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rotaetia elegans Kometani, 1938

2.別名：綠艷白點花金龜、紫豔白點花金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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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Protaetia

4.分布：台灣、蘭嶼。

6.為害範圍：番木瓜、柿、桃、荔枝、梨、構樹、龍眼、獼猴桃、柑橘、

枇杷。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台灣特有種，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屬中型金龜，晝行性

昆蟲，擅飛行，成蟲出現於4~6月或8~10月，具假死性，體長19 ~23 mm，

背板顏色有綠色、褐色、藍色或黑色等，具強烈的金屬光澤，翅鞘上密布

白色大小不等的斑點，後足脛節末端有2根直尖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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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銅點花金龜

（一）為害狀：成蟲取食其他植物蜜源、紅軟的柿果或腐果，用咀嚼式口器咬破

果實表皮吸取汁液，並誘致其他金龜類前來取食，造成果實腐爛及誘發其

他病害。本蟲會與其他金龜類競食，密度高或食源不足時而爭鬥，為害時

將頭埋入果實中，不在乎外界干擾。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rotaetia culta culta Waterhouse, 187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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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Protaetia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山漆、番木瓜、

木棉、台東漆、枇杷、柿、柑

橘、桃、荔枝、梨、構樹、龍

眼、獼猴桃。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台灣特有種，分

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

圖1. 綠艷花金龜成蟲（藍色） 圖2. 綠艷花金龜成蟲（綠色）

圖1. 銅點花金龜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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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中型金龜，晝行性昆蟲，擅飛行，成蟲出現於6~10月，具假死性，體長

19~23mm，蟲體褐色或黃褐色，不具金屬光澤，翅鞘密布白色的斑點，斑

點數量與位置依蟲體而異。

圖1. 銅點花金龜成蟲腹面 圖2. 銅點花金龜成蟲側邊

二十、台灣巨黑金龜

（一）為害狀：成蟲於夜間至天亮前為害，主要為害新萌發之徒長枝嫩枝，咬斷

後導致新梢枯死，導致開花節位不足，影響著果率，如梨樹嫩梢遇害折

斷，影響徒長枝之嫁接。本蟲偶爾為害紅軟的柿果、腐果或嫩葉。

（二）害蟲概述：

1.學名：Holotrichia lata Brenske, 1892

2.別名：寬褐齒爪鰓金龜、黑金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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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Holotrichia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柿、梨。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雜木林區，本蟲屬林業害蟲，主要

為害雜木，但因甜柿種植區緊臨林區，嚴重壓縮生存空間，又與梨樹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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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梨梢受害後也間接為害柿梢。成蟲發生於4-10月間，趨光性，體長21-
32mm，體色黑褐色，翅鞘光滑，翅面微隆起的縱紋，腹面灰拔色外露。

（四）管理方式：

1.夜間燈光誘殺。

2.避免與梨樹混植而加重受害。

圖1. 台灣巨黑金龜成蟲 圖2. 台灣巨黑金龜側邊

圖3. 台灣巨黑金龜卵 圖4. 田間為害甜柿嫩梢後，徒手捕獲的成蟲量

二十一、暗藍扁騷金龜

（一）為害狀：成蟲取食紅軟的柿果或腐果，用咀嚼式口器咬破果實表皮吸取汁

液，並誘致其他金龜類前來取食，造成果實腐爛及誘發其他病害。

（二）害蟲概述：

1.學名：Thaumastopeus shangaicus Poll, 1886

2.異名：Thaumastopeus nigrovirens Bourgoin, 1916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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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Coleoptera 鞘翅目

Family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Thaumastopeus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肉桂、柿。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屬入侵的外來種

（圖 1、 2），分布於平地至

低、中海拔山區，喜陽光充足

處活動，發生於4~10月間，主

要為害期在9 ~ 1 0月間，體長

24~25mm，蟲體藍黑色，體型

寬扁，翅鞘散布小白斑，頭部端部分叉不能自由開閉，前胸背板較寬廣，

腹面藍黑色。另有一亞種（圖3），蟲體灰黑，翅鞘不具斑點，常與其他

相似種共同為害。

圖1. 暗藍扁騷金龜成蟲（白點）

圖2. 暗藍扁騷金龜正面圖 圖3. 暗藍扁騷金龜成蟲（黑體）

二十二、紅腹青銅金龜

（一）為害狀：成蟲取食嫩葉或紅軟柿果，用咀嚼式口器啃蝕嫩葉葉緣或咬破果

皮吸取汁液，造成葉片缺刻或果實腐爛。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nomala castaneoventris Bates, 1866 

2.別名：球綠金龜、赤腹綠金龜

3.分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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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Coleoptera 鞘翅目

Family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Anomala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柿。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台灣特有種，分布於低、中海拔雜木林區，因柿園栽種緊

臨山區，嚴重影響生存空間，則逐漸向柿園遷移為害，本成蟲體長18～
22mm，體色銅綠色，具金屬光澤，光線照反射時呈銅紅色，腹部及足部

為紅褐色至褐色，足部跗節為黑色。

圖1. 紅腹青銅金龜成蟲 圖2. 紅腹青銅金龜成蟲腹邊

二十三、姬紅甘蔗金龜

（一）為害狀：主要為害期在5~6月間，晨間或傍晚為害，中午炎熱時躲於枝葉

間蔭涼處。成蟲取食其葉片，用咀嚼式口器囁食葉肉或葉緣，造成孔洞

（圖2），並其他金花蟲類共同為害，遇騷擾時緊急飛離或掉落地面假死

（圖3），以逃避天敵。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pogonia rufobrunnea Moser, 1915 

2.異名：Apogonia nipponica Lewis, 1895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405

參、蟲害各論參、蟲害各論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Coleoptera 鞘翅目

Family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Apogonia 甘蔗金龜屬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柿、甘蔗。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海

拔山區，體長約8~11mm，體

色為紅褐色，翅鞘佈滿明顯的

刻點及微弱金屬光澤（圖1）， 
於5~9月間出現，具趨光性。

圖1. 姬紅甘蔗金龜成蟲

圖2. 姬紅甘蔗金龜成蟲為害狀 圖3. 姬紅甘蔗金龜成蟲具假死特性

二十四、紫豔花金龜

（一）為害狀：成蟲取食其他植物蜜源、紅軟的柿果或腐果，用咀嚼式口器咬破

果實表皮吸取汁液，並誘致其他金龜類前來取食，造成果實腐爛及誘發炭

疽病。本蟲會與其他金龜類競食，密度高或食源不足時而爭鬥，為害時將

頭埋入果實中，不在乎外界干擾。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rotaetia formosana Moser, 19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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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eoptera 鞘翅目

Family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Protaetia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柿、梨、楊桃、

桃、龍眼。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台灣特有種，本

蟲發生密度極低，分布於平地

至低、中海拔山區，趨光性，

成蟲發生於5~10月間，為害期

在9~10月間，體長約20~50mm，蟲體銅褐色至暗銅紫色（圖1），翅鞘末

端左右各具1枚小白點（圖2），腹部凹陷明顯的為公蟲，腹部無凹陷即為

母蟲，觸角8~11節，鰓葉狀，足部銅褐色至暗銅紫色（圖3）。

圖2. 紫豔花金龜成蟲腹部末端形態 圖3. 紫豔花金龜成蟲側邊

圖4. 紫豔花金龜成蟲正面圖 圖5. 紫豔花金龜成蟲為害果實

圖1. 紫豔花金龜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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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藍艷白點花金龜

（一）為害狀：本蟲發生密度極低，成蟲取食其他植物蜜源、紅軟的柿果或腐果，

用咀嚼式口器咬破果實表皮吸取汁液，造成果實腐爛及誘發其他病害。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rotaetia inquinata Arrow, 1913 

2.異名：Cetonia exasperata Shiraki,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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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Protaetia 

4.分布：台灣。

5 .為害範圍：番木瓜、柿、

梨、楊桃、桃、龍眼。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

海拔山區，蟲出現於5 ~ 1 0月
間，為害期在9~10月間，體長

19~23mm，蟲體有綠色、藍

色、褐色或黑色等不同的顏色，具強烈的金屬光澤，遇光照時反射更多種

似琉璃色彩，翅鞘具有許多白色小點，後足脛節末端的2根尖刺中，1根為

直的，另1根為S形彎曲，雌蟲則2根皆直刺。

圖1. 藍艷白點花金龜成蟲

圖2. 藍艷白點花金龜成蟲 圖3. 成蟲後足脛節末端有1根為S形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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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褐艷騷金龜

（一）為害狀：成蟲取食其他植物蜜源、紅軟的柿果或腐果，以咀嚼式口器咬破

果實表皮吸取汁液，並造成果實腐爛及誘發其他病害。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osmiomorpha similis Fairmaire, 1899

2.別名：毛鱗花金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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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Cosmiomorpha

4.分布：台灣、琉球。

5.為害範圍：柿、梨、楊桃、龍

眼、殼斗科。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海

拔山區，發生於5~10月間，為

害期在9~10月間。成蟲體長約
圖1. 褐艷騷金龜褐色型

圖4. 藍艷白點花金龜成蟲腹面 圖5. 藍艷白點花金龜成蟲腹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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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mm，蟲體為褐色具白斑，翅鞘不具金屬光澤，密布短毛，且有縱向

小隆起，腹部兩側具短絨毛，雌成蟲前足脛節寬大，具明顯3枚外齒，雄

成蟲前足脛節細長缺外齒。

二十七、Cosmiomorpha similis subsp. yonakuniana

（一）為害狀：成蟲取食其他植物蜜源、紅軟的柿果或腐果，用咀嚼式口器咬破

果實表皮吸取汁液，並造成果實腐爛及誘發其他病害。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osmiomorpha similis subsp. yonakuniana Nomura, 196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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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abaeidae  金龜子科

Genus Cosmiomorpha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柿。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屬入侵的外來種，喜陽光充足處

活動，發生於6 ~ 1 0月間，主

要為害期在9 ~ 1 0月間，體長

24~26mm，蟲體褐色至黑色，

體型寬扁，翅鞘縱向隆起，頭

部端部分叉不能自由開閉，前

胸背板中央及側邊微縱向隆

起，常與其他同屬間共同為

害。 圖1. C. similis subsp. yonakuniana 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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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臺灣匿頸擬步行蟲

（一）為害狀：成蟲取食葉片或樹皮，用咀嚼式口器沿葉緣啃蝕葉肉造成缺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Stenochinus amplus (Gebien, 191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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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ebrionidae 擬步行蟲科

Genus Stenochinus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柿。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

海拔山區，發生於4~8月間，

平常隱藏於枝條上，以為害紅

柿為主，不喜移動，成蟲體長

10~13mm，蟲體褐色狹長，密

布黃褐色短絨毛，前胸背板高於頭部，呈圓尖突起，頭部位於前胸背板下

方，翅鞘具不明顯的縱向紋，腹面為灰褐色，受到騷擾時，會有假死的現

象。

圖1. 臺灣匿頸擬步行蟲成蟲

圖2. 臺灣匿頸擬步行蟲成蟲頭部形態 圖3. 臺灣匿頸擬步行蟲成蟲為害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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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其他金龜

圖1. 金龜成蟲A

圖1. 金龜成蟲B 圖2. 金龜成蟲B

第六節、叩頭蟲科

一、叩頭蟲

（一）為害狀：成蟲取食花朶、嫩梢及嫩葉等，用咀嚼式口器沿葉緣啃蝕葉肉造

成缺刻。

（二）害蟲概述：

1.學名：Ampedus spp.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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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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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Elateridae 叩頭蟲科 
Genus Ampedus

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柿、竹類、番石榴、荔枝、龍眼、肉桂。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夜間趨光性，主要為害期在

3~7月間，不同類型叩頭蟲群聚為害，白天隱藏於枝條、葉腋或葉下。其

生活史經卵、幼蟲、蛹至成蟲4個階段，以成蟲為害，可瞬間彈跳及假死

特性，以逃避天敵。

圖1. 小叩頭蟲成蟲A 圖2. 小叩頭蟲成蟲B

第七節、擬步行蟲科

一、迴木蟲

（一）為害狀：成蟲取食腐木及枯死枝條，並不直接為害健株。

（二）害蟲概述：

1.學名：Gnesis sp.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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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ebrionidae 擬步行蟲科 
Genus G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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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布：台灣。

4.為害範圍：柿。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

海拔山區，發生於9~11月間，

蟲體黑色，翅面具縱向條紋排

列細小點刻，隱藏於腐敗枝幹

中。其生活史經卵、幼蟲、蛹

至成蟲4個階段，以成蟲取食

腐木。

圖1. 迴木蟲成蟲

圖2. 迴木蟲成蟲頭部正面 圖3. 迴木蟲成蟲取食枯枝

第八章、膜翅目（Hymenoptera） 

第一節、蟻科（Formicidae）

一、懸巢舉尾蟻（Common carton ant）
（一）為害狀：本蟲咬碎寄主組織纖維，並將其包裹葉序或枝條上築巢，似蜂

窩，暗褐色卵形，內部有許多小巢室，田間操作不小心碰觸蟻窩或枝條，

會傾巢而出以大顎反擊咬人，在蟻窩內常與介殼蟲或蚜蟲共生，誘發煤煙

病，影響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rematogaster rogenhoferi Mayr, 1879

2.別名：黑褐舉腹蟻。

3.分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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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Hymenoptera 膜翅目

Family Formicidae 蟻科

Genus Crematogaster 
4.分布：台灣、中國、印度、東南亞。

5.為害範圍：土肉桂、山芙蓉、山桂花、山黃麻、印度棗、肉桂、血桐、

咖啡、枇杷、波羅蜜、柿、柑橘、桃、荔枝、茱槿、梔子花、梨、野

桐、番石榴、番荔枝、番龍眼、紫薇、蘋果、楊桃、蒲桃、蓮霧、橄

欖、錫蘭橄欖、龍眼、檬果。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全年均可發現，常出現於山野或平

地廢蕪園區，喜歡群聚數量很多。工蟻體長2.7~5.0mm，頭、胸部褐色，

腹部黑褐色呈小水滴狀，習慣上舉，雌蟻體長6.5~8.5mm，蟲體為紅褐色

至灰褐色，雄蟻體長3.5mm，蟲體為黃褐色。

圖1. 懸巢舉尾蟻成蟻 圖2. 懸巢舉尾蟻蟻巢築於柿梢及為害狀

二、勤勉舉尾家蟻

（一）為害狀：本蟲將寄主枝葉咬成小碎片，並將其包裹於葉序或枝條上，於內

部築巢，巢暗褐色，田間操作不小心碰觸蟻窩或枝條，會傾巢而出以大顎

反擊咬人，在蟻窩內常與介殼蟲類或蚜蟲共生，並誘發煤煙病，影響光合

作用。

（二）害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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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名：Crematogaster laborisa Smith, 1874

2.別名：勤勉舉尾蟻。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Hymenoptera 膜翅目

Family Formicidae 蟻科

Genus Crematogas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大花紫葳、山黃麻、山藥、肉桂、血桐、咖啡、枇杷、玫

瑰、柿、柑橘、荔枝、梔子花、梨、番石榴、番荔枝、紫薇花、落花

生、鳳梨、蓮霧、橄欖、錫蘭橄欖、龍眼、檬果。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海拔山

區或荒蕪地，夏季活動旺盛，

群聚性，配合介殼蟲或蚜蟲

發生季節發生，工蟻體長約

2.5~3.5mm，蟻體黑色光亮，

觸角黑灰色，胸部背方不具棘

刺，腹部黑灰與不明顯灰白環

紋，呈圓錐狀，受到驚擾時腹

部會向上舉高，向侵犯者噴蟻

酸。

圖1. 勤勉舉尾家蟻群聚蟻巢處

圖2. 勤勉舉尾家蟻與介殼蟲共生 圖3. 勤勉舉尾家蟻搬運介殼蟲蜜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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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黑棘山蟻

（一）為害狀：咬碎寄主組織，於枝葉築巢，蟻巢受騷擾時，工蟻迅速竄出防

禦，會以大顎反擊咬人，注入蟻酸，造成田間操作之困難，並與半翅目害

蟲共生，誘發煤煙病，影響光合作用。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olyrhachis dives Forel, 1912

2.別名：黑棘蟻、擬黑多刺蟻。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Hymenoptera 膜翅目

Family Formicidae 蟻科

Genus Polyrhachis
4 .分布：台灣、中國、石垣

島、印度、馬來諸島、菲律

賓。

5.為害範圍：毛柿、禾本科雜

草、竹類、咖啡、波蘿蜜、

柿、柑橘、香蕉、桑、荔枝、

梨、野桐、桃、梅、李、杏、

鳳梨、番石榴、番荔枝、橄

欖、錫蘭橄欖、龍眼。 圖1. 黑棘山蟻形態

圖4. 勤勉舉尾家蟻於葉柄處築巢 圖5. 勤勉舉尾家蟻群集取食成熟果實枝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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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全年發生，夏秋季活動旺

盛，社會結構包括卵、幼蟲、蛹、工蟻、雄蟻、蟻后等成員。蟻后體型最

大，負責與雄蟻交配及產卵；雄蟻負責與蟻后交配；工蟻負責照顧卵、

蛹、幼蟻及餵食雄蟻。蟻后具有繁殖能力，觸角短，胸足小，蟻長超過

8.6~9.8mm，腹部大，生殖器官發達，尾部末端有產卵管，蟻后易脫翅，

與雄蟻交尾後剛產下的卵為透明白色，呈扁橢圓形，直徑約0.3~0.4mm，

孵化前會轉為褐色，1齡蟲體長約0.5~0.9mm，第2天之後體色逐漸轉變為

乳白色，至4天後蛻皮成為2齡。2齡蟻長約1.0~1.5 mm，3齡蟻長約2.5~3.0 
mm，4齡蟻長約4.2~4.6 mm，5齡蟻長約5.5~6.5 mm，進入5齡為末齡蟻，

約5天左右開始吐絲結繭，於23天內會在繭中再經蛻皮一次，成為蟻蛹，

蟻蛹長約3.4mm呈黃褐色。至破繭而出，因蟻后營養有限產下的工蟻大小

也不一樣，蟻長從4~6.3mm之間皆有，複眼及單眼皆小，觸角13節，體色

大多為灰黑色，有微弱的金屬光澤，前胸背板前緣有2根較長的棘刺、中

胸後緣2根稍短棘刺，後胸上也有2長2短的棘刺，因此總計有8隻棘刺，

不具膜翅但數量最多。工蟻由卵發育至成蟻約需45～60天。雄蟻體長約

6mm，頭小且圓，觸角較工蟻細長，上顎較工蟻不發達，背後方具有2對
膜翅，腹部比工蟻細長，有發達的生殖器官，尾部末端有交尾器，帶有

2~3根的尾毛。

第二節、胡蜂科（Vespidae）

一、變側異腹胡蜂（Common carton ant）
（一）為害狀：雜食性，可取食成熟柿果或取食小昆蟲，受到騷擾時停棲於巢外

的群蜂會震動警示侵犯者，性溫馴，不會主動攻擊人。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arapolybia varia subsp. varia Fabricius, 1787

2.別名：牛舌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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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menoptera 膜翅目

Family Vespidae 胡蜂科 
Genus Parapolybia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柿、番石榴、梨、桃、梅、李、玫瑰、櫻桃、楊梅。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中海拔山區，主要發生於夏、秋期間，體長

12~17mm，蟲體為黃色、橙褐色或紅褐色，中胸背板有2條黃色縱紋，腹

部細腰，有4條黃色的橫帶。

圖1. 變側異腹胡蜂築巢 圖2. 變側異腹胡蜂巢內幼蜂

第九章、雙翅目（Diptera）

第一節、果實蠅科（Tephritidae）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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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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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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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Insecta 昆蟲綱

Order Diptera 雙翅目

Family Tephritidae 果實蠅科

Genus Bactrocera 

4.分布：台灣、中國、印度、夏威夷、緬甸、泰國、不丹及關島等地。

5.為害範圍：印度棗、百香果、李、杏、咖啡、獮猴桃、枇杷、林投、

波蘿蜜、柿、柑橘、紅龍果、香蕉、桑、桃、荔枝、草莓、梅、梨、番

木瓜、番石榴、番荔枝、愛玉子、楊桃、楊梅、葡萄、酪梨、構樹、福

木、蒲桃、鳳梨、蓮霧、橄欖、錫蘭橄欖、龍眼、檬果、蘋果等。

6.為害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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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蔽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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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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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東方果實蠅成蟲形態 圖2. 東方果實蠅頭部特徵

圖3. 東方果實蠅幼蟲及蛹 圖4. 東方果實蠅成蟲翅特徵

圖5. 東方果實蠅果實上產卵 圖6. 東方果實蠅為害筆柿患處提早紅腐

圖7. 東方果實蠅為害狀 圖8. 東方果實蠅為害未熟果產生水浸狀腐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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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東方果實蠅為害果引起褐化 圖10. 東方果實蠅為害果實所造成的蟲孔

圖11. 東方果實蠅為害引起落果 圖12. 東方果實蠅幼蟲為害狀

圖13. 甲基丁香油可誘引東方果實蠅雄成蟲 圖14. 提早套袋可阻絕東方果實蠅為害

圖15. 東方果實蠅成蟲誘引黏物 圖16. 東方果實蠅幼蟲為害造成腐爛及起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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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果蠅科（Drosophilidae）

一、黃果蠅（Fruit fl y）
（一）為害狀：以為害果實為主，一般紅熟果、機械傷害果、生理裂果或病蟲害

果留下之傷口為侵入來源，群集吸取汁液，並誘發果實疫病，造成果實腐

爛。

（二）害蟲概述：

1.學名：Drosophila (Sophophora) melanogaster Meigen, 1830 

2.異名：Drosophila approximata Zetcerstedt, 1847、Drosophila nigrirentris 

Macquart, 1843。

3.別名：黑腹果蠅、黃猩猩蠅。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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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osophilidae 果蠅科

Genus Drosophila (Sophophora)

5.分布：全世界。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圖17~24.東方果實蠅成蟲誘引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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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為害範圍：印度棗、百香果、西瓜、李、杏、咖啡、獼猴桃、枇杷、

林投、波蘿蜜、柿、柑橘、洋香瓜、紅龍果、香蕉、桑、桃、荔枝、草

莓、梅、梨、甜瓜、番木瓜、番石榴、番茄、番荔枝、愛玉子、楊桃、

楊梅、葡萄、酪梨、構樹、福木、蒲桃、鳳梨、蓮霧、橄欖、錫蘭橄

欖、龍眼、檬果、蘋果。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原產於熱帶或亞熱帶地區，本蟲生長適溫在 20~25°C,，在人

類的住所內過冬。成蟲蟲體黃至黃褐色，複眼紅色，雌成蟲體長2.5 mm，

雄成蟲較雌成蟲之小，後腿顏色較深，可以與雌成蟲作區別。世代不詳，

全年皆會發生，一般以成熟果香味誘集而來，雌成蟲體長約2mm，於29 

℃時壽命約30天。可產約400粒卵，卵直徑約0.5mm，內為絨毛膜和一層

卵黃膜包被，在25 ℃下，經2小時後幼蟲就會孵化，可立刻取食，幼蟲蛆

形，在24小時後就會第一次蛻皮，並且不斷生長，經第2、3齡幼蟲發育

階段，進入蛹期約4天，於25 ℃下1天後，則羽化為成蟲，完成1世代約7

天。

圖1. 黃果蠅成蟲形態A 圖2. 黃果蠅成蟲棲息於果實上

圖3. 黃果蠅成蟲聚集為害 圖4. 黃果蠅成蟲一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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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真蟎目（Acariformes） 

第一節、葉蟎科（Tetranychidae） 

一、荔枝赤葉蟎（litchi spider mite）
（一）為害狀：旱季發生特別多，自 

3月下旬開始發生7~9月為發

生盛期，成、若蟎大多群聚於

葉背為害，少有葉面停駐，可

為害葉、嫩枝及果實，以口針

刺破細胞吸取汁液，葉之下表

皮受害嚴重時，呈現灰黑色局

部斑點，會導致生育受阻或落

葉。

（二）害蟎概述：

1.學名：Oligonychus litchii Lo et Ho,1989

2.別名：枇杷葉蟎、荔枝葉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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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tranychidae 葉蟎科

Genus Oligonychus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大葉合歡、白木蘇、石栗、朴樹、羊蹄甲、肉桂、李、芋

頭、枇杷、波蘿蜜、南天藤、扁蒲、柿、珊瑚莿桐、紅花羊蹄甲、苦

揀、桃、荔枝、梨、細葉榕、番石榴、番荔枝、菩提樹、葛藤、葡萄、

酪梨、蒲葵、蒼耳、蓮霧、龍眼、檬果、蘋果、櫻花、蔷薇等作物。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體為暗紅色，有深色斑，雌成蟎圓尾端圓，雄成蟎橢圓尾端

尖窄，成、若蟎可為害葉、嫩枝及果實。

圖1. 荔枝赤葉蟎群聚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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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荔枝赤葉蟎為害狀 圖5. 荔枝赤葉蟎初期為害嫩葉後徵狀

圖6. 荔枝赤葉蟎為害果 圖7. 瓢蟲捕食荔枝赤葉蟎

圖2. 荔枝赤葉蟎成蟎 圖3. 荔枝赤葉蟎為害狀

二、神澤氏葉蟎（Kanzawa spider mite）
（一）為害狀：在乾旱季節發生較多，會隨風吐絲懸垂來做遷徙，成、若蟎均棲

息於葉背、葉面凹部或果實上吸食為害，造成葉片或果實表面蒼白之小斑

點，嚴重時使葉片枯黃而致掉落。

（二）害蟎概述：

1.學名：Tetranychus kanzawai Kishida,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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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別名：紅蜘蛛、神澤葉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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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tranychidae 葉蟎科

Genus Tetranychus 葉蟎屬

4.分布：全世界。

5.為害範圍：一串紅、禾本科雜草、豆類、夜來香、玫瑰、柿、胡瓜、

茄子、茉莉花、唐菖蒲、桑、草莓、茶、茶花、香石竹、梨、甜椒、

莧菜、棉、番木瓜、番荔枝、絲瓜、葡萄、薔薇科、蕹菜、雞冠花、蘭

花、橄欖等約60餘種作物。

6.為害等級：★

7 .天敵：小黑瓢蟲（S t e t h o r u s  p u n c t u m）、小黑隱翅蟲（O l i g o t a 

oviformis）、小癭蚊(Feltiella minuta (Felt))、六點薊馬（Scolothrips 

sexmaculatus Pergande）、西方癭蠅（Arthrochodax occidentalis）、

卵形捕植蟎（Amblyseius ovalis）、法拉斯捕植蟎（Amblyseius fallacis 

Garman）、長毛捕植蟎（Amblyseius longispinosus AL）、基徵草蛉

（Mallada basalis Walker）、智利捕植蟎（Phytoseius persimilis）、溫氏

捕植蟎（Amblyseius womersleyi Schicha）等。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山區，自3月下旬開始發生，7~9月為

發生盛期，至冬季溫度下降，則在近地面葉片或在豆科植物、雜草上棲

息。年發生約21~40世代，1世代約8~20天。分幼蟎、前蟎、後若蟎期、

成蟎等四個齡期。雄蟎體型較小，體色較淡，雌蟎紅褐色，橢圓形，體

背板兩側有黑褐色的縱紋。雌蟎將卵產於葉背，一生平均可產38~186粒

卵，卵為圓球形，無色透明，卵上覆有絲質物，卵期3~17天，未受精卵

發育為雄蟎，受精卵則發育為雌蟎，成蟎壽命平均為5~29天。孵化後幼

若?體色淡黃，幾近透明，具有黑褐色縱紋，幼若蟎期在4~17天。靜止期

約0.5~0.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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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甜柿葉片早期受神澤氏葉蟎為害狀 圖4. 神澤氏葉蟎為害果實底部

圖5. 神澤氏葉蟎之天敵捕植蟎 圖6. 神澤氏葉蟎之捕植蟎

圖1. 神澤氏葉蟎成蟎 圖2. 神澤氏葉蟎為害狀

三、二點葉蟎（two-spotted spider mite）
（一）為害狀：乾旱季節為害最劇，各齡期均群聚集在葉背為害，為害輕者，導

致葉片凹陷畸型，嚴重者使葉片呈現灰白色斑點而落葉，會導致生育受

阻，為害果實時，造成果實表面蒼白狀之小斑點，影響商售價值。

（二）害蟎概述：

1.學名：Tetranychus urticae Koch,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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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別名：青蜘蛛、苔、白蜘蛛。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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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tranychidae 葉蟎科

Genus Tetranychus 葉蟎屬

4.分布：全世界

5.為害範圍：大理花、大蒜、杏、玫瑰、非洲菊、扁蒲、洋香瓜、胡瓜、

苦瓜、桃、柿、草莓、香蕉、馬鈴薯、豆類、常春藤、香石竹、梨、棉

花、菊花、葡萄、蘋果、臘梅。

6.為害等級：★

7 .天敵：小黑瓢蟲（S t e t h o r u s  p u n c t u m）、小黑隱翅蟲（O l i g o t a 
oviformis）、六點薊馬（Scolothrips sexmaculatus Pergande）、西方癭

蠅（Arthrochodax occidentalis）、卵形捕植蟎（Amblyseius ovalis）、

法拉斯捕植蟎（Amblyseius fallacis Garman）、長毛捕植蟎（Amblyseius 
longispinosus AL）、基徵草蛉（Mallada basalis Walker）、智利捕植蟎

（Phytoseius persimilis）、溫氏捕植蟎（Amblyseius womersleyi Schicha）
等。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山區，年可發生20餘世代，從第2代開

始就出現世代重疊現象，成蟎黃綠色至深綠色，雌成蟎體長約0.45mm，

各齡期蟎體背左右各有1個明顯的大墨綠色斑點。該蟎喜活動爬行，蟲口

密度高時可在植體間結網，網絲可覆蓋葉片、葉柄或枝條間，並於網上產

卵，平均每日可產卵8粒，一生可產多粒，卵為灰白色透明圓球形，受精

卵發育為雌蟎、未受精卵則發育為雄蟎。於9月間溫度下降，成蟎陸續往

雜草上遷移，至10月上旬雌成蟎以受精的越冬滯育型，進入植株根頸基

部、皮層裂縫處、落葉、雜草根部或稻草覆蓋物下越冬，體色逐漸變黃色

至枯紅色。翌年3月上、中旬位在地下越冬的雌成蟎最先出蟄，體色再變

回淡綠色，爬行至宿根性雜草上聚集繁殖，至3月下旬~4月下旬陸續爬行

至葉片上為害；6~7月中旬猖獗發生。進入雨季後密度下降，如果後期持

續高溫乾旱，可能再度猖獗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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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柑桔赤葉蟎（Citrus red spider mite）
（一）為害狀：成、若蟎皆可為害葉及嫩枝，旱季發生特別嚴重。葉之上下表皮

或果實受害時，呈現白色斑點。

（二）害蟲概述：

1.學名：Panonychus citri (McGregor, 1916)

2.別名：赤葉蟎、柑橘紅蜘蛛、紅蜘蛛、桔全爪蟎、瘤皮紅蜘蛛。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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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tranychidae 葉蟎科

Genus Panonychus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範圍：山藥、月橘、火鶴花、仙草、甘藷、印度棗、枇杷、豆科、

圖1. 二點葉蟎成蟎 圖2. 二點葉蟎為害葉面狀

圖3..二點葉蟎為害葉背狀 圖4. 二點葉蟎之天敵捕植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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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菜類、玫瑰、柿、柑橘、茄子、桑、茶、梨、莧菜、番木瓜、番荔

枝、紫蘇、楊桃、葡萄、樹薯、錫蘭橄欖、蕹菜、蘿勒。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年發生25~30世代，終年發生，

平均密度在3~5月及9~11月間為高峰期，成蟎壽命約為18天，成蟎蟲體長

約0.5mm，呈卵圓形，紅至紫紅色，背部具數對刺毛，皆長於疣突上，有

4對足。通常雄蟎在第三次蛻皮前即等待雌蟎蛻皮，隨即交尾，交尾時雌

蟎在上方，雄蟎在下方，經交尾後就可以產卵，雌蟎將卵產於葉背、葉

柄、嫩枝或果面微凹陷處，每天產2~3粒，一生可產30~40粒，卵具光澤紅

色，直徑約0.13mm，微扁球形卵孵化後，為幼若蟎，體長0.2~0.3mm，初

孵幼蹣僅3對足，體色為橘紅色。

五、其他葉蟎

圖1. 柑橘赤葉蟎成蟎 圖2. 柑橘赤葉蟎之為害狀

圖1. 葉蟎A 圖2. 葉蟎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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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偽葉蟎科（Tenuipalpidae） 

一、卵形短須蟎蟎（Scarlet mite, Privet mite）
（一）為害狀：成、若蟎群集葉片及嫩枝，以口器刺破表皮組織吸取汁液，葉片

受害時逐漸失去光澤，葉背呈現油漬狀紫褐色斑紋，葉面呈灰白色點狀斑

紋，影響作物光合作用，嚴重時導致落葉。

（二）害蟎蟎概述：

1.學名：Brevipalpus obovatus Donnadieu,1875

2.異名：Brevipalpus amicus Chaudhri, 1972、 Brevipalpus assamensis Sadana 
& Gupta, 1983、Brevipalpus origanum Baker, Tuttle & Abbatiello, 1975、 
Brevipalpus pereger Donnadieu, 1875。 

3.別名：女貞蟎、卵形短鬚蟎、卵圓偽葉蟎、扁蟎、紅蜘蛛、茶短鬚蟎、

葉蟎、錫蘭茶蜘蛛、錫蘭偽蜘蛛、錫蘭蜘蛛、鍚蘭偽葉蟎。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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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uipalpidae 偽葉蟎科

Genus Brevipalpus
5.分布：台灣、中國

6.為害範圍：三七、三球懸鈴木、大麗菊、大葉黃楊、大麗花、女貞、

山茶、川芎、天南竹、月季、木槿、水杉、仙人掌、冬青、半支蓮、

圖3. 葉蟎A為害葉正面徵狀 圖4. 葉蟎A為害葉背面徵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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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蘭、白蠟樹、石榴、合歡、朱槿、百香果、夾竹桃、杜鵑、刺槐、

夜丁香、枇杷、板栗、法國梧桐、花椒、迎春花、長梗柳、構樹、柿、

柑橘、柚、砂仁、茅栗、苦瓜、苦楝、茄、凌霄花、桑、桃、留蘭香、

草莓、茶、馬纓丹、梨、野蒿薇、棕梠、棗、紫玉蘭、菊花、楊桃、葡

萄、蒼耳、樟、龍柏、繡球花、雞冠花。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有明顯的世代重疊的現象，一

生分為卵、幼蟎、前若蟎、後若蟎及成蟎5個齡期，其繁殖力強，但成

蟎不具有吐絲結網的能力。早春氣候溫暖乾旱，有利於該蟎密度上升，

降雨量多及冬季嚴寒會導致蟲口密度則驟降。一年中以7~9月高溫乾燥

發生嚴重；平均氣溫在24~26℃時，完成1世代需22~27天。若平均氣溫

升至27~30℃時，完成1世代則要20天左右。雌成蟎壽命較長，平均為

35~45天，最長者還高達70天。雌成蟎體倒卵形，體長寬約0.27~0.31 × 
0.17~0.21mm，大體有紅、褐紅、桔紅等斑紋，近尾部為桔黃色，頭部淡

黃色，隨季節及取食時間不同而有所變化，蟎背腹扁平，體背中央具一龍

骨狀隆起，表皮有網格狀紋及不規則的黑色斑塊，後半蟎體具有5對背側

毛及3對背中毛。近第二對足基部有半圓形紅色眼點一對，雄成蟎與雌成

蟎相似，體型較小，蟎體後半部微尖，體長約0.25mm。雌、雄成蟎足有4
對，後足體與末體之間均有一條橫紋區隔開。雌蟎可行兩性繁殖及孤雌生

殖，仍以孤雌生殖居多，產生的後代主要是雌大，少量雄蟎。雌蟎卵散產

在葉背、葉柄、傷口裂隙間、蟲害果陷處以及葉片凹陷等處，其中以老葉

葉背為最多，卵鮮紅色橢圓形，長寬為0.1×0.08mm，漸變為橙紅色，孵化

前轉為乳白色，每隻雌蟎產卵量約30~40粒，卵期約12天。初齡若蟲，具

步足三對，蛻皮後則有4對足。若蟎體背為不規則狀的黑色網斑，體背側

毛均呈"D"狀；第1若蟎橙紅色，蟎體近橢圓形，長0.17~0.22mm；第2若蟎

近卵圓形，外形和體色與成蟎較接近，唯腹部末端較成大鈍圓，蟎體黑斑

顏色變深，眼點清楚，幼蟎期9天。

（四）管理方法：

1.冬季清園時，配合整枝修剪，可降低為害率。

2.施用藥劑防治配合礦物油類施用。

3.清除雜草及鏟除中間寄主，可避免害蟎潛藏及越冬。

4.為避免害蟎抗藥性，藥劑應輪流使用，施藥時需噴施到葉背及樹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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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偽葉蟎

圖1. 卵形短須蟎為害 圖2. 卵形短須蟎若蟎群聚為害

圖1. 偽葉蟎A形態狀 圖2. 偽葉蟎A為害葉背背徵狀 

第三節、細蟎科（Tarsonemidae） 

一、多食細蟎（Broad mite、Yellow tea mite）
（一）為害狀：發生於氣候乾燥環境，在疏於管理或廢棄園中，本蟲密度較高，

為害嫩葉之下表，造成葉片變形皺縮，被害枝梢停止生長壞疽，影響植株

生育。

（二）害蟎概述：

1.學名：Polyphagotarsonemus latus (Banks, 1904)

2.異名：Hemitarsonemus latus Banks

3.別名：白蜘蛛、咖啡細蟎、紅蜘蛛、茶半跗線蟎、茶細蟎、茶黃蟎、茶

嫩葉蟎、側多食跗線蟎、側雜食跗線蟎、闊體蟎。

4.分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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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Arachnida 蛛形綱

Order Trombidiformes 絨蟎目

Family Tarsonemidae 細蟎科

Genus Polyphagotarsonemus

5.分布：澳大利亞、亞洲、斯里蘭卡（yellow tea mite）、孟加拉（yellow 
jute mit）、非洲、歐洲（broad spider）、北美、南美（tropical mite、
broad rust mite）、太平洋島嶼、印度。

6.為害範圍：九層塔、八角金盤、山花生、山茶花、天竺葵、台灣矢竹、

白菜、百香果、西瓜、李、杏、咖啡、板栗、油梨、油菜、芝麻、芹

菜、非洲菊、扁豆、柿、柑橘、枸杞、胡瓜、苦瓜、苦茶、茄子、桑、

桃、茶、馬鈴薯、豇豆、蔓陀羅、梅、梨、甜椒、麻竹、棉花、番木

瓜、番石榴、番茄、番荔枝、菸草、菜豆、黃麻、萵苣、葡萄、酪梨、

綠竹、辣椒、銀杏、橄欖、篦麻、龍葵、檬果、檸檬、羅馬甜瓜、蘋

果、蘿蔔等29科68種植物。

7.為害等級：★

8.天敵：在中國有紀錄的天敵有尼氏鈍餒蟎 Amblyseius nicholsi、德氏鈍餒

蟎，具瘤長須蟎等。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主要於3~7月間發生，完成1世代

在夏季為4~5天，冬季約7~10天，本蟲無吐絲特性，生活史可分為卵期、

幼?期、蛹期及成蟎期，年飼育可繁殖52代，可行兩性生殖或孤雌生殖，

生長溫度範圍在15~35℃，最適溫度為16~25℃，溫度超過40℃，本蟲不易

存活，寒流持續低溫易導致死亡，30℃以上或經孤雌生殖產生之後代均為

雄性蟎，雄成蟎較小，紡錘形，體長0.1~0.2mm，呈黃褐色，第4對足粗

大，平均壽命可達25天。雌成蟎長橢圓形，體長0.2~0.3mm，淡褐色，體

後背板中央有一條黃白色縱斑，4對足，前2對足粗且短，第3對足細長，

第4對足則細長具長刺毛，平均壽命可達41天。雌雄蟎交尾後產下卵，卵

為黃白色橢圓形，略扁，散產，卵期約3~4天，孵化後前幼蟎體梨形淺黃

色，具3對足；後幼蟎體為淺黃色，4對足，幼蟎期平均在3天左右。以雌

成蟎在枝幹縫隙內或土壤表層越冬。

（四）管理方法：

1.冬季清園時，配合整枝修剪，清除被害枝，並集中燒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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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蟲害各論參、蟲害各論



2.清除雜草及剷除中間寄主，可避免害蟎潛藏及越冬。

3.為避免害蟎抗藥性，藥劑應輪流使用，施藥時需噴施到葉背及樹欉內。

圖1. 多食細蟎形態 圖2. 多食細蟎為害狀

圖3. 多食細蟎為害放大圖 圖4. 多食細蟎之捕植蟎

二、其他細蟎

圖1. 細蟎A形態狀

436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437

肆、有害動物肆、有害動物

肆、有害動物

第一章、柄眼目（Stylommatophora） 

第一節、非洲大蝸牛科（Achatinidae） 

一、非洲大蝸牛（Giant sanil,African snail,Giant African 
snail）

（一）為害狀：成、幼蝸皆晝伏夜出，喜潮濕環境，一般於雨期發生嚴重，主要

為害嫩葉及嫩枝。

（二）害蝸概述：

1.學名：Achatina fulica Ferussac, 1821 

2.異名：Achatina fulica (Bowdich, 1822)

2.別名：東風螺、法國螺、花螺、食用蝸牛、陸鮑、陸螺、菜螺、路螺、

褐雲瑪瑙螺、露螺。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Mollusca  軟體動物門

Class Gastropoda  腹足綱

Order Stylommatophora  柄眼目

Family Achatinidae  非洲大蝸牛科

Genus Achatina 非洲大蝸牛屬

4.分布：台灣、香港、越南、泰國、緬甸、加爾各答、斯里蘭卡、馬來

亞、新加坡、蘇門答臘、印尼、婆羅洲、菲律賓、新幾內亞、毛里西亞

島、小笠原群島、塞舌耳群島、東非（馬拉加西）、非洲馬拉加西島。

5.為害範圍：果樹類、林木幼苗、花卉類、蔬菜類。

6.為害等級：★

7.天敵：鴨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或低海拔地區，原產於東非的馬拉加西島，目前

為臺灣最大型的陸蝸牛，雌雄同體、異體受精，成蝸蝸殼圓錐形右旋，具

有 8~9層咖啡色的螺層，殼約70~170 × 40~60mm，有越冬及越夏的習性，

一般壽命可長達3~6年，最長可至9年，繁殖力強，於4~5月間開始產卵，

卵產於陰濕之地下30~50mm處或枯草落葉處，一次產下30~700粒卵，孵化



圖3. 非洲大蝸牛之天敵鴨子 圖4. 非洲大蝸牛螺體為螺旋形

圖1. 非洲大蝸牛爬行於植株上 圖2. 非洲大蝸牛雌雄交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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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從數個小時至17天左右。一般蝸牛過於低溫乾旱或高溫時（2°C時進入

冬眠，30°C 時則進入夏蟄），殼口會分泌白膜封閉，度過不良環境，待氣

候適宜（9°C~29°C），推出白殼隨即伸出頭部。頭部具1~2對觸角，頂端

有一對眼睛，口中有一條齒舌，齒舌上有許多排細小鋸齒，腹足黑褐色，

爬行過柿葉所流下的黏膜和排泄物。

第二節、扁蝸牛科（Bradybaenidae） 

一、扁蝸牛（Flat snail、White bradybeaena snail）
（一）為害狀：幼蝸群集成蝸分散，可囓食嫩葉，白天藏匿於柿葉下或枝幹裂縫

蔭涼處，以避免強光乾燥。除了囓食嫩葉以外，爬行過柿果所流下的黏膜

和排泄物，都會污染果面降低市售價值。

（二）害蝸概述：



圖1. 扁蝸牛成蝸 圖2. 扁蝸牛於柿果上爬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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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名：Bradybaena similaris (Ferussac, 1821)

2.別名：薄殼蝸。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Mollusca  軟體動物門

Class Gastropoda  腹足綱

Order Stylommatophora  柄眼目

Family Bradybaenidae  扁蝸牛科

Genus Bradybaena  扁蝸牛屬

4.分布：台灣、中國、太平洋諸島、日本、印度、亞洲其他地區、非洲。

5.為害範圍：果樹類、蔬菜類、林木幼苗、花卉類。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或中海拔山區，棲息於潮濕、陰暗的地區，4~11
月間發生，以雨季最為嚴重，12至翌年3月鮮少活動。成蝸遇到惡劣環境

時，可行冬眠或夏眠的狀態，在蝸口處分泌白色黏膜將其封閉，預防水分

散失，渡過不良環境。本蝸於夜間產卵，卵產於潮濕的泥土或枯葉層中，

20~30粒聚成一塊，並分泌黏液附著成塊狀。雌雄同體、生殖力高，成蝸

平均可產卵100~250粒，卵扁圓，似白葡萄串，直徑1.9 mm，淺褐色半透

明，卵期夏季9~26天，冬季約30~60天。成蝸殼長、殼寬及殼高直徑分別

為 11.7、9.7及7.8 mm，螺層向右旋，有5~6個螺層，直徑約1.5 cm，蟲體

淺黃色。



圖3. 扁蝸牛群聚於主幹上 圖4. 扁蝸牛分泌物污染果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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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鱉甲蝸牛科（Helicarionidae） 

一、馬氏鱉甲蝸牛

（一）為害狀：主要取食柿子新芽及嫩葉，用腹足來爬行，其腹足內腺可分泌特

殊液體，潤滑地面，因此也造成污染果實，影響商售價值。

（二）害蝸概述：

1.學名：Parmarion martensi Simroth, 1893 

2.別名：馬丁虌甲蛞蝓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Mollusca  軟體動物門

Class Gastropoda  腹足綱

Order Stylommatophora  柄眼目

Family Helicarionidae  鱉甲蝸牛科

Genus Parmarion  
4.分布：台灣、印尼。

5.為害範圍：果樹類、蔬菜類、花卉類。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低海拔山區，屬外來種，棲息於較潮溼蔭涼

處。軟體長寬約40 × 10mm，淡黃色至褐色，有瘤狀突起，頭上有兩對觸

角，尾部有1枚突起，軟體右側具呼吸孔。殼已經退化成淡黃色的半透明

的構造，盾狀，略有光澤，長寬約15 × 9mm，位於軟體背部上，大部分有

一層外套膜，表面濕黏狀，不具硬度。



圖1. 馬氏鱉甲蝸牛 圖2. 馬氏鱉甲蝸牛於果萼上為害

圖3. 蝸牛一種B 圖4. 蝸牛一種C

圖1. 鍋牛一種A 圖2. 蝸牛一種A為害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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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有害動物肆、有害動物

二、其它蝸牛



442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第二章、燕雀目（Passeriformes）

第一節、鶇科（Pycnonotidae）

一、白頭翁（Chinese bulbul、Light-vented bulbul）

（一）為害狀：啄食轉色果實，受害果實易受雜菌及果蠅等二次污染，引起果實

腐爛，嚴重影響市售價格。

（二）害鳥概述：

1.學名：Pycnonotus sinensis subsp. Formosae J. F. Gmelin, 1789 

2.異名：Ixos sinensis J. F. Gmelin, 1789、Pycnonotus sinensis J. F. Gmelin, 

1789

3.別名：白頭殼仔、白頭公、白頭鵯

4.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Chordata  脊索動物門

Class Aves  鳥綱

Order Passeriformes  燕雀目

Family Pycnonotidae  鵯科

　Genus Pycnonotus  鵯屬  

5.分布：台灣、中國、韓國、日本、香港。

6.為害範圍：以漿果類作物花蜜、果實為主。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主要棲息於平地至中海拔處的樹林，屬於台灣留鳥一種，體

長180mm，頭至頸部為黑色，眉與枕羽有一塊大白斑，故名「白頭翁」。

背部和腰部羽毛以灰綠色為主，喉部有白色斑塊，胸部為褐色，腹部灰白

色與黃綠色條紋相嵌，常以集體活動，聲性吵雜，並於柿樹上築巢。其鳥

喙部先端下彎，腳較短。一窩可產3~4枚卵，蛋為淺褐色與棕紅色相嵌之

斑紋，產後經2個星期左右孵化。



圖1. 誤食農藥的白頭翁 圖2. 白頭翁為害果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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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有害動物肆、有害動物

第二節、繡眼科（Zosteropida）

一、綠繡眼（Japanese white-eye）
（一）為害狀：為害情形與白頭翁相似，皆為害成熟果實，但為害孔較小，受害

處易受雜菌及果蠅等二次污染。

（二）害鳥概述：

1.學名：Zosterops japonicus subsp. simplex Temminck & Schlegel, 1847 

2.異名：Zosterops japonicus Temminck & Schlegel, 1847、Zosterops simplex 
Swinhoe, 1861

3.別名：青笛仔、青絲仔、暗綠繡眼

4.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Chordata  脊索動物門

Class Aves  鳥綱

Order Passeriformes  燕雀目

Family Zosteropidae  繡眼科

Genus Zosterops  繡眼屬  

5.分布：台灣、中國、太平洋諸島、日本、印度洋、亞洲、非洲、澳洲。

6.為害範圍：朱槿、莿桐、漿果類作物。

7.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地區，屬於台灣留鳥一種，體長11cm，

集體活動，由頭部、背部延伸至尾部為翠綠色，腹部灰白色，在喉下為黃



圖1. 綠繡眼 圖2. 綠繡眼與其他鳥類共同為害的果實徵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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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鵯科（Pycnonotidae）

一、紅嘴黑鵯（Black bulbul）
（一）為害狀：啄食黃熟或紅熟果實，受害果實易受雜菌及果蠅等二次污染，引

起果實腐爛，嚴重影響市售價格。

（二）害鳥概述：

1.學名：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subsp. nigerrimus J. F. Gmelin, 1789

2.異名：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J .  F.  Gmelin,  1789、Hypsipetes 
madagascariensis P.L.S.Müller, 1776、Hypsipetes nigerrima Gould, 1863。

3.別名：山烏秋、黑短腳鵯、黑鵯、紅嘴烏秋。

4.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Chordata  脊索動物門

Class Aves  鳥綱

Order Passeriformes  燕雀目

Family Pycnonotidae  鵯科

Genus Hypsipetes  短腳鵯屬 

5.分布：馬達加斯加、印度洋島嶼、印度、斯里蘭卡東部、中國南部。

6.為害範圍：果蔬類或雜木類果實、種子、花蜜等。

7.為害等級：★

色，眼部周圍有0.1mm白色眼圈羽，故名為繡眼，每巢為1~2顆卵，多為

白色或淡青色，產卵後經11~13天孵化，1年約可築1~2個巢。 



圖2. 紅嘴黑鵯為害果實徵狀 圖3. 提早套袋可防止紅嘴黑鵯為害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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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有害動物肆、有害動物

（三）生物學特性：為台灣特有亞種，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闊葉林中，以山坡

地至緊鄰森林果園交界處發

生較多，甚至夏季在高海拔

山區也可發現蹤跡，體長約

240~250mm，口喙及足部為紅

色，具長尾，體羽毛為黑色有

光澤，頭頂具蓬鬆的冠羽。繁

殖期在5~6月間，成鳥將巢築於

2~3公尺的樹木上，一窩產有

2~4個卵，淺杯狀鳥巢。孵化後

雛鳥為黑嘴黑腳。

第四節、鴉科（Corvidae）

一、巨嘴鴉（Large-billed Crow）

（一）為害狀：雜食性，啄食黃熟或紅熟果實，受害果易受雜菌及黃果蠅等二次

污染，引起果實腐爛，嚴重影響市售價格。

（二）害蟲概述：

1.學名：Corvus macrorhynchos subsp. colonorum Wagler, 1827 

2.異名：Corvus macrorhynchos Wagler, 1827

3.別名：土老鴉、大嘴烏鴉、大嘴鴉、烏啞仔、烏鴉。

4.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圖1. 紅嘴黑鵯成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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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lum Chordata  脊索動物門

Class Aves  鳥綱

Order Passeriformes  燕雀目

Family Corvidae  鴉科

Genus Corvus  鴉屬   

5.分布：台灣、中南半島、中國中南部、日本、印尼、印度、俄羅斯、庫

頁島、馬來西亞、菲律賓、蒙古、韓國。

6.為害範圍：蔬果類、雜木類。

7.為害範圍：作物種子、果實、花。

8.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海岸到3,200公尺山區，屬於台灣留鳥一種，體

長 430~550mm，展翅長約1,050mm，集體活動，叫聲粗啞宏亮，口喙大

而粗厚，色黑，體黑色具有紫色或綠色相嵌之光澤，叫聲為「啊─啊─」

之連續粗燥聲。機警性高、長停留在枝頭上觀測四周，人靠近時即迅速飛

離。繁殖期在3~5月間，每巢5~6顆卵，卵殼為淡綠至深綠色，帶有灰或黑

色的斑點。

第三章、鴷形目（Piciformes）

第一節、鬚鴷科（Ramphastidae）
一、五色鳥（Muller's Barbet）
（一）為害狀：啄食黃熟或紅熟果實，受害果實孔洞大，受害物易受雜菌及果蠅

等二次污染，引起果實腐爛，嚴重影響市售價格。

（二）害鳥概述：

1.學名：Megalaima nuchalis (Gould, 1863)
2.異名：Megalaima oorti nuchalis, Gould, 1863
2.別名：台灣擬啄木、花和尚。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Chordata  脊索動物門

Class Aves  鳥綱

Order Piciformes  鴷形目

Family Ramphastidae  鬚鴷科



圖4. 農民以假蛇嚇阻五色鳥為害果實 圖5. 套袋可預防五色鳥

圖2. 五色鳥為害果實徵狀 圖3. 農民以鞭炮嚇阻五色鳥為害果實

447

肆、有害動物肆、有害動物

Genus Megalaima  擬鴷屬  
4.分布：台灣、其他亞洲地區、非洲、中南美洲、西印度。

5.為害範圍：果蔬類或雜木類漿果、果實、花蜜等。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海

拔2 , 5 0 0公尺之闊葉林、雜木

林或次生林。為台灣普遍之特

有亞種留鳥，體上羽毛共有

綠、紅、黃、藍、黑等五種顏

色，其鳴叫如和尚敲木魚聲，

且身著五色衣，因而有「森林

中的花和尚」之稱呼，體長約

200~230公尺。繁殖期為3~8
月，以6~7月為生殖高峰期，屬一夫一妻制，喜乾燥通風之地區活動，選

擇枯樹上打洞築巢，每巢產3~5顆白色卵，具有光澤。本鳥屬雜食性，除

取食果實之外，也以昆蟲等為主食。

圖1. 誤食農藥之五色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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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嚙齒目（Rodentia）

第一節、松鼠科（Sciuridae）

一、赤腹松鼠（Red-bellied tree squirrel）
（一）為害狀：主要啃蝕柿果，受害物易受雜菌及果蠅等二次污染，引起果實腐

爛，嚴重影響市售價格。

（二）害鼠概述：

1.學名：Callosciurus erythraeus thaiwanensis Pallas, 1779

2.別名：膨鼠、蓬鼠。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Chordata  脊索動物門

Class Mammalia  哺乳綱

Order Rodentia  嚙齒目

Family Sciuridae  松鼠科

Genus Callosciurus  麗松鼠屬   

4.分布：除了澳洲、馬達加斯加及南美之外，台灣及世界各地均有分布。

5.為害範圍：蔬果果實或種籽。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果園、次生林至中海拔闊葉林、針葉林區域等，

有固定的活動領域，為台灣最

大型的松鼠，壽命約4年。雜食

性，體長180~240mm，腹面為

紅色，尾長180~210mm，體重

在500公克，具1對紅色大眼及1
對大門牙。每年3~7月兩次繁殖

期，每胎約產2~3隻幼鼠。小松

鼠1歲大就可獨立生活，在白天

活動，以清晨或黃昏時刻活動

力高。
圖1. 赤腹松鼠為害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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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靈長目（Primate）

第一節、獼猴科（Cercopithecidae）

一、臺灣獼猴（Formosan rock-monkey）
（一）為害狀：群居於樹上，集體摘取紅熟柿果取食，並將殘果丟棄樹下，引發

其他病害或果實蠅前來取食及寄生。

（二）害猴概述：

1.學名：Macaca cyclopis (Swinhoe, 1863)

2.別名：黑肢猴、臺灣猿、臺灣長臂猿。

3.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Chordata  脊索動物門

Class Mammalia  哺乳綱

Order Primate  靈長目

Family Cercopithecidae  獼猴科

Genus Macaca  獼猴屬   

4.分布：台灣。

5.為害範圍：食用的植物包含85科300餘種，以果實為主，漿果、核果、

竹、植株嫩葉。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為台灣特有種，分布平地到

2,200公尺的濃密原始闊葉樹林或岩石裸露

地區，以中低海拔近水源之處分布較多。群

聚性，雌猴體型較雄猴小，有高度之社會組

織，由地位較高之雄猴王領導，白天活動，

在黃昏或清晨為主要活動時間。猴頭圓型臉

部平，面頰淡紫紅色裸露，具頰囊，耳小，

體被橄欖綠色軟毛，冬季時顏色轉暗褐色，

腹面為灰白色，左右股間有紅色肉墊，體長

360~600mm，前肢較後肢短，4肢具有5趾，

尾長 260~460 mm，體重5~12公斤，10~2月為交配期，以5~7月為主要生

育期，其懷孕期為165~169天，每胎產1子。

圖1. 臺灣獼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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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雜草各論

第一章、菊目（Asterale） 

第一節、菊科（Compositae） 

一、小花蔓澤蘭（Bittervine、America rope、Chinese 
creeper、Mile-a-minute weed）

（一）為害狀：原生於中南美洲巴拉圭，在西方有「一分鐘一英哩」之稱，因單

一植體每天可長到27mm，數個月內就可以覆蓋25平方公尺的面積。終年

綿延覆蓋柿園，奪取樹冠層光線，而被覆蓋的重量隨時間增加而增加，導

致被覆柿園無法行光合作用，甚至倒伏而枯萎死亡，因此有「綠癌」或

「綠色斗蓬」之稱。不僅如此，依附的昆蟲野鳥及野生生物，也無法棲息

生存，進而對生態系的破壞，故又稱「生態殺手」。

（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Mikania micrantha H. B. K

2.異名：Eupatorium denticulatum Vahl、Eupatorium orinocense (Kunth) 
M.Gómez、Kleinia alata G.Mey.、Mikania alata (G.Mey.) DC.、Mikania 
denticulate (Vahl) Willd.、Mikania glechomaefolia Sch.Bip. ex Baker、
Mikania orinocensis Kunth、Mikania sinuate Rusby、Mikania subcrenata 
Hook. & Arn.、Mikania subcymosa Gardner、Mikania umbellifera 
Gardner、Willoughbya micrantha (Kunth) Rusby。

3.別名：薇甘菊、小花假澤蘭、薇金菊。

4.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Asterales  菊目

Family Compositae  菊科

Genus Mikania  蔓澤蘭屬 

5.分布：台灣、中南美洲、中國、厄瓜多、巴布亞新幾內亞、巴西、巴

拉圭、巴拿馬、加納、尼泊爾、印尼、印度、宏都拉斯、奈及利亞、委

內瑞拉、孟加拉、帛琉、所羅門群島、東加、法屬波里尼西亞之社會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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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小花蔓澤蘭為害狀 圖2. 小花蔓澤蘭開花情形

圖3. 小花蔓澤蘭葉片特徵 圖4. 小花蔓澤蘭為害並引起污損果

島、阿拉伯、阿富汗、南海諸島、美國、美屬薩摩亞群島、英國、英屬

北馬里亞納群島(Rota)、香港、剛果、哥倫比亞、哥斯大黎加、夏威夷、

泰國、祕魯、馬來西亞、婆羅洲、密克羅尼西亞、斐濟、斯里蘭卡、菲

律賓、新加坡、新幾內亞、模里西斯島、澳洲、澳洲的昆士蘭北部、關

島等。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山區、溪谷、荒蕪果園及道路兩旁，多

年生草本蔓藤，趨光性，莖具稜細長綠色，可匍匐及攀緣，分枝性強，

被覆短柔毛或近無毛，近圓柱形，老莖有肋紋淡褐色。葉三角狀卵形至卵

圓形，基部近戟形，葉柄短，葉端尖瑞，邊緣有淺波浪鋸齒狀，基出葉脈

3~7條，正反兩面無毛。花期主要為11月至翌年1月，為頭狀花序，兩性

花，管狀花4朶，花冠白色至綠色，內具腺體，總苞片4枚，花有香氣，

長橢圓形，於枝端上排成複繖圓錐花序。鐘形花冠，管狀，5齒裂，花白

色，管狀。瘦果5棱，色黑，上覆茸毛，具腺體，冠毛白色，約32~40條，

種子於11月中旬至12 月下旬成熟。可行無性及種子繁殖，匍匐莖的節及節

間可長出不定根生長。



圖1. 大花咸豐草開花株 圖2. 大花咸豐草為害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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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花咸豐草（Hairy beggar ticks）
（一）為害狀：全年皆可生長，但冬季較少，如放任不管，群落逐漸增加，株形

轉高大，並抑制其他雜草群落，至覆蓋幼株甜柿，甚至影響成株，不但競

爭養分，也影響光合作用，常使植株生育不佳。

（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Bip., 1842-1850 

2.異名：Bidens alba radiata Schultz-Bip.Ballard ex T.E. Melchert

3.別名：小白花鬼針、赤查某、鬼針草、婆婆針。

4.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Asterales  菊目

Family Compositae  菊科

Genus Bidens  鬼針屬 

5.分布：台灣、美國北及南部、非洲北部、亞洲南部。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地區，一年生草本，頂生或腋生之頭

狀花序，苞片為湯匙形，花序為5~6枚，白色花冠，脈間略呈粉紅色，

長約5~15mm。管狀花居中央黃色，外圍舌狀花白色，長15~30mm，寬

1~1.5mm。瘦果黑褐色四稜形，數量50~70個，具毛茸。莖直立，方形，

節間帶有淡紫色，其分枝能力強。葉對生羽狀全裂，具葉柄，頂端尖銳，

卵型有鋸齒狀缺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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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茄目（Solanales） 

第一節、旋花科（Convolvulaceae） 

一、番仔藤（Gairo Morning Glory , Morning-glory.）

（一）為害狀：生長迅速，喜歡在向陽荒廢地、平地、林邊或路旁生長，極易攀

附於植株冠層葉上，防礙光合作用，常使植株生長不佳或死亡。

（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Ipomoea cairica L. Sweet, 1827 

2.異名：Ipomoea cairica hederacea Hallier f.、Ipomoea cairica lineariloba 

Hbd. O. Deg. & van Ooststr.

3.別名：五爪金龍、掌葉牽牛、槭葉牽牛。

4.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Solanales  茄目

Family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Genus Ipomoea  牽牛屬 

5.分布：台灣、北美洲。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地區，多年生蔓性草本，莖可

長達10m以上，花期5~11月，以夏秋最多。葉為掌狀單葉，互生，具葉

柄，葉5~7深裂片，可腋生小葉。花聚繖花序腋生，雌雄同株，花冠長

45~60mm，花紫紅色，漏斗狀花冠，合生花瓣，花著生1至數朵，5淺

裂，裂片扇摺。雌雄同株，雄蕊5枚，隱藏在花冠筒內，柱頭2裂，蒴果

球形。



圖1. 槭葉牽牛為害狀 圖2. 槭葉牽牛花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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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野牽牛（Dark Morning Glory、Small White Morning 
Glory、Wild Morning-glory）

（一）為害狀：分屬一年生草質藤蔓雜草，生長極為迅速，易攀附於甜柿枝葉

上，並覆蓋植體，影響光合作用，致使植株生育不佳或死亡。

（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1817 
2.異名：Convolvulus obscura L.
3.別名：小心葉薯、小紅薯等、姬牽牛、細花牽牛花、番仔藤、番薯舅、

紫心牽牛、暗牽牛、碗公花。

4.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Solanales  茄目

Family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Genus Ipomoea  牽牛屬

5.分布：台灣、非洲、熱帶亞洲、澳洲。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海拔山野及荒蕪空曠地，花期主要4~10月間，一年

生草質藤本，莖纖細纏繞無毛或有毛。單葉互生，具葉柄，葉先端銳尖，

基部為心臟形，全緣葉，長約40~100mm，寬20~100mm，雌雄同株，花冠

漏斗形，淡黃白色腋出，1~3朶簇生，長約15~18mm，冠徑約 30mm，雄蕊

5枚。蒴果長6~9mm，種子上被覆淺黑色細毛。



圖1. 野牽牛為害狀 圖2. 野牽牛開花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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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銳葉牽牛（Blue dawn fl ower）
（一）為害狀：生長迅速，極易攀附於植株樹幹或枝葉上，阻礙光合作用，常使

植株生育不佳。

（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Ipomoea indica Burm. f. Merr., 1917
2.異名：Ipomoea acuminata Vahl Roemer & J.A. Schultes、Ipomoea cathartica 

Poir.、Ipomoea congesta R. Br.、Ipomoea indica acuminata Vahl Fosberg、Ipomoea 
mutabilis Lindl.、Pharbitis cathartica Poir. Choisy

3.別名：番仔藤、番薯舅、碗公花、紫牽牛、野牽牛。

4.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Solanales  茄目

Family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Genus Ipomoea  牽牛屬

5.分布：台灣、熱帶美洲、西印度。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低海拔山區、平地或荒蕪向陽地，為多年生蔓性草

本，全年皆可開花，6~9月盛花期，莖平舖具纏繞性，表面被覆疏毛。葉

互生，卵圓形，基部心形，葉尖漸尖銳形，葉緣全緣，偶見三淺裂，上

下表面被長柔毛或僅下表面被長柔毛，具葉柄，葉片長約4~10cm，寬約



圖3. 銳葉牽牛為害狀 圖4. 感染白粉病的銳葉牽牛

圖1. 銳葉牽牛花朶 圖2. 銳葉牽牛植株

456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4~10cm，葉柄長約2~1cm。花為聚繖花序，腋生，雌雄同株，花冠漏斗形

長約5~8cm，平滑，顏色從藍紫色至紅紫色皆有，雄蕊5枚，柱頭２裂，

蒴果，表面光滑，大小徑約10~13mm，種子長約5mm。

第三章、蓼目（Polygonales） 

第一節、蓼科（Polygonaceae） 

一、火炭母草（Chinese Knotweed）
（一）為害狀：常見於荒蕪地、農路兩旁或粗放管理園區，水分充足時生長迅

速，鋪地蔓延，會覆蓋植株，影響光合作用，導致植株衰弱或死亡。

（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Polygonum chinense L., 1753 

2.別名：土川七、川七、火炭星、火炭藤、白飯草、白飯藤、冷飯藤、赤

地利、信飯藤、倩飯藤、烏炭子、秤飯藤、清飯藤、剩飯藤、斑鳩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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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骨清飯藤、雞糞蔓。

3.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Polygonales  蓼目

Family Polygonaceae  蓼科

Genus Polygonum  蓼屬 

4.分布：台灣、中國。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地區，為多年生雜草，長達150cm，匍

伏莖具多枝性，靠近地表幾乎每節皆會長根，嫩梢部微紅色，被覆疏毛或

無毛。葉紙質狀，互生，卵形至長圓形皆有，長約50~120mm，基部近心

臟形，葉全緣或有小齒，正反兩面無毛或脈上有毛，上面有倒V字形紫藍

色斑塊；葉柄長約10~15mm，兩側具有狹翼，托葉鞘狀無毛，膜質。夏秋

開花，花為白色或淡紅色，10~20朶花聚集為頭狀，近二歧狀或傘房狀排

列，成頂生的繖房花序或圓錐花序，花小型為白色或粉紅，花萼5裂，無

瓣花，雄蕊8枚，柱頭3枚，子房上位，下部合生。卵形瘦果，3稜，包於

宿萼內，初生果為白色，但至成熟時轉黑色。

二、扛板歸（Perfoliate Knotweed）
（一）為害狀：為草本蔓性，直接攀緣寄主，覆蓋植體，影響光合作用，導致寄

主生育不佳或死亡。

（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Polygonum perfoliatum L., 1759 

2.異名：Ampelygonum perfoliatum L. Roberty & Vautier

3.別名：三角鹽酸、老虎利、杆板歸、刺犁頭、犁尖草、犁頭刺、貫葉

蓼。

4.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圖1. 扛板歸為害狀 圖2. 扛板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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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Polygonales  蓼目

Family Polygonaceae  蓼科

Genus Polygonum  蓼屬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印度、馬來西亞。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及低海拔地區，常見於荒蕪地及農路兩旁，為一

年生攀緣性草本植物，葉互生，三角圓盾形，具長柄，在莖蔓、葉柄及葉

背的脈上具倒鉤刺，植株光滑而少被有白粉，葉背白綠色，莖貫穿托葉，

其托葉鞘圓短形，穗狀花序，花被綠白色或微帶紫色，5裂；堅果球形綠

色，成熟時轉為藍黑色。

第四章、菫菜目（Violales） 

第一節、西番蓮科（Passifl oraceae） 

一、三角葉西番蓮（Grandular Petioluled Passif lora、
Triangular Passion Flower）

（一）為害狀：一般發生在疏於管理的田區，莖蔓纖細纏繞，直接攀附於植株

上，生長快速，阻礙植株光合作用，致使生育不佳。

（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Passifl ora suberosa Linn., 1753 

2.異名：Passifl ora pallida L.

3.別名：三角西番果、小果西番蓮、巴西西番蓮、木栓西番蓮、爬山藤、



圖1. 三角葉西番蓮為害狀 圖2. 三角葉西番蓮果實紫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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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番果、栓皮西番蓮、黑子仔、黑子仔藤。

4.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Violales  菫菜目

Family Passifl oraceae  西番蓮科

Genus Passifl ora  西番蓮屬 

5.分布：台灣、中國、巴西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原產於南美巴西，西元1907年由日本人引進，其分布於平地

至低海拔山區，葉片為單葉三裂，三角形，長30~60mm，寬40~70mm，

上下葉表光滑，葉緣有剛毛，互生，葉具柄，柄長10~25mm，具尖錐狀

托葉，葉腋處有卷鬚。4~8月間開花，花通腋生，對生排列，花梗長約

10~20mm，花萼5片，長6~8mm，雄蕊5枚，基部合生為筒狀，上部分離，

包圍花柱，雌蕊柄細長約4mm，3叉狀。果實直徑約10~12mm，橢圓形，

漿果。

第五章、玄參目（Scrophulariales） 

第一節、爵床科（Acanthaceae） 

一、黑眼花（Black-Eyed Susan Vine）
（一）為害狀：其莖蔓纖細纏繞，能攀附寄主或匍匐地面生長，分布於空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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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溪邊或廢棄園區，生長快速，可直接攀附於植株上，阻礙光合作用，

致使生育不佳。

（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Thunbergia alata Bojer＆Sims.

2.異名：黑點鄧伯花、翼柄鄧伯花、黑眼鄧伯花、黃花山牽牛、異葉老鴨

咀、異葉老鴨嘴、異葉山牽牛。

3.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Scrophulariales  玄參目

Family Acanthaceae  爵床科

Genus Thunbergia  碗花草屬 

4.分布：台灣、中國、西非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原產於熱帶非

洲，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

區，屬一年生蔓性草本，春末

至秋季開花，生性強健，喜高

溫多濕環境，生育最適溫約

20~28℃。莖蔓表面有白色茸

毛。葉菱狀心形或三角狀卵圓

形，雙面不具毛絨，基部近戟形或心形，葉緣淺裂不規則狀，對生。春

末至秋季開花，花冠5裂筒狀鐘形，橘黃色，花筒的中心是黑褐色。蒴果

灰白色，常3瓣裂，為卵圓形，內含種子3~6粒。

第六章、石竹目（Caryophyllales）

第一節、洛葵科（Basellaceae）

一、洛葵（Ceylon spinach）
（一）為害狀：直接覆蓋植株，影響葉片光合作用，導致植株生育不佳及衰敗。

圖1. 黑眼花花朶



圖1. 洛葵為害狀 圖2. 洛葵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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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Basella alba L., 1753 

2.異名：Basella rubra, L.

3.別名：木耳菜、牛皮凍、西洋菜、豆腐菜、非洲菠菜、皇宮菜、胡臙

脂、胭脂豆、胭脂菜、軟姜仔、軟筋菜、軟漿葉、葵、潺菜、龍宮菜、

龍鳳菜、齋嫲菜、蟳公菜、蟳菜、蟳癀菜、藤菜、臙脂菜。

4.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Caryophyllales  石竹目

Family Basellaceae  落葵科

Genus Basella  落葵屬 

5.分布：台灣、熱帶亞洲及非洲。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屬多年生的蔓性草本植物，莖光滑，蔓可長達數公尺，一般

栽種供葉菜類食用，如放任管理即成為田間雜草，對環境適應性很強，

不但耐熱且耐濕，葉互生光滑，肉質，邊緣無缺刻，卵形至卵圓形，長約

45~75mm，寬約30~40mm，具柄，約有10條的葉脈，莖綠色，分枝甚多。

夏秋開花，長穗狀花序約200mm，腋生，白色至紫紅色肉質小花，花冠5
枚，雄蕊5枚、花柱3枚，無梗，球形漿果，多汁，未熟時呈綠色，成熟後

轉為紫黑色，內有一粒種子，種子堅硬。生育最適溫度為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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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毛茛目（Ranunculales）

第一節、防己科（Menispermaceae）

一、千金藤（Japanese Stephania）
（一）為害狀：可覆蓋植株冠頂，與植株競爭養水分，導致植株生育不佳，影響

光合作用。

（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Miers var.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Miers 1866

2.異名：Menispermum japonicum Thunb. ex Murray、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Miers var. japonica.

3.別名：Sigaru(排灣語)、石黃香、金線吊金龜、倒吊癀、犁壁藤、蓮葉

葛、金線吊青蛙、粉防己。

4.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Ranunculales  毛茛目

Family Menispermaceae  防己科

Genus Stephania  千金藤屬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菲律賓、印度。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海

拔800公尺以下的荒蕪地、坡

地，屬多年生常綠藤本，植株

平滑，葉全緣互生，表面光

滑，卵形至倒三角形，長約

50~100mm，寬約30~70mm，

葉背為白綠色，互生，葉基為

圓形，葉尖較鈍，葉柄長約

4~5cm，葉脈沿著葉柄向外掌狀

放射。花為淡綠白色，花瓣3~6枚，複繖形花序，雌雄異花異株，雄萼片

圖1. 千金藤為害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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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枚，雄蕊6枚，合生；雌花萼片3~5枚，花柱為3~6裂，花期3~5月。果

為核果紅色，扁橢圓形，結果期6~8月。

第八章、鼠李目（Rhamnales）

第一節、葡萄科（Vitaveae）

一、漢氏山葡萄（Taiwan wild grape.）
（一）為害狀：直接覆蓋植株，影響作物光合作用，導致寄主植株逐漸衰敗死

亡。

（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Trautv. var. hancei Planch.
Rehder 1922 

2.別名：大本山葡萄、大葡萄、小葉蛇葡萄、山葡萄、耳空仔藤、冷飯

藤、畚箕藤、粉藤、假葡萄、蛇白蘞、蛇葡萄、野葡萄、綠葡萄。

4.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Rhamnales  鼠李目

Family Vitaceae  葡萄科

Genus Ampelopsis  山葡萄屬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韓國。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屬落葉性木質藤本，分布於平野、山區至低海拔山區，在荒

蕪棄園中成為優勢種，嫩枝覆有柔毛或無毛，髓白色，卷鬚為二叉狀，具

皮孔，單葉互生心形，葉背具銹色絨毛，紙質，長寬約35~80mm；基部近

似心形，先端漸尖，邊緣為鋸齒狀，葉片3~5淺裂至深裂或不分裂。夏季

開花，複聚繖花序；兩性花，雄蕊5枚，花朶小，黃綠色或淡綠色；萼片

5片，花瓣5枚，子房2室。果實在秋季成熟，漿果球形，直徑約4~7mm，

初為白色，其後轉為淡紫色，成熟時轉為藍紫色，果皮表面有斑點，種子

1~3粒，果實有毒。



圖1. 漢氏山葡萄為害情形 圖2. 漢氏山葡萄與甜柿有共同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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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虎葛（Japanese tree bine）

（一）為害狀：屬蔓性藤本，直接會覆蓋果園，影響甜柿光合作用及植株生育。

（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1911 

2.別名：五爪絨、五爪龍、五爪藤、五葉莓、五葉藤、烏斂莓。

3.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Rhamnales  鼠李目

Family Vitaceae  葡萄科

Genus Cayratia  虎葛屬 

4.分布：台灣、中國、太平洋諸

島、日本、印度、琉球、菲律

賓、越南、澳洲、韓國。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

低、中海拔原生林中，常見於

溪流邊，屬多年生半木質的藤

本植物，葉為5出掌狀複葉， 圖1. 虎葛為害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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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數3或7，小葉橢圓或圓形，葉緣具尖銳狀鋸齒，葉長約30~80mm，寬

約15~40mm，葉正反面為平滑，葉綠色，中肋略帶疏毛，有5~7對羽狀側

脈，葉柄長約5~15mm，嫩莖帶紫色，具稀疏短毛，具有二分叉狀卷鬚，

並與葉片對生，6~7月開花，花序為聚繖花序，長約60~100mm，花冠綠白

色徑5mm，4枚卵形，約有50~60朶小花，花萼不明顯4裂，雄蕊4枚，短花

柱，屬漿果圓球形，果實成熟期在8~9月，成熟時為黑色，內有的3~4顆三

角形的種子。

第九章、茜草目（Rubiales）

第一節、茜草科（Rubiaceae）

一、金劍草

（一）為害狀：屬蔓性藤本，為覆蓋果園，影響甜柿光合作用，導致寄主植株逐

漸衰敗死亡。

（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Rubia lanceolata Hayata, 1908 

2.異名：Rubia alata Wall.、Rubia chinensis mitis Miq. Kitag.、Rubia 

clematifolia Reinw. ex Miq.、Rubia cordata Thunb.、Rubia cordifolia affi nis 

Kurz、Rubia cordifolia alaschanica G.H.Liu、Rubia cordifolia cordifolia、

Rubia cordifolia coriacea Z.Y.Zhang、Rubia cordifolia javana DC.Miq.、

Rubia cordifolia longifolia Hand.-Mazz.、Rubia cordifolia pratensis 

Maxim.、Rubia cordifolia pubescens Nakai、Rubia cordifolia sylvatica 

Maxim.、Rubia javana DC.、Rubia mitis Miq.、Rubia pratensis Maxim. 

Nakai、Rubia pubescens Nakai Nakai、Rubia purpurea Decne.、Rubia 

scandens Zoll. & Moritzi、Rubia secunda Moon、Rubia sylvatica Maxim. 

Nakai。

3.別名：林生茜草、紅根仔草、紅藤仔

4.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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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Rubiales  茜草目

Family Rubiaceae  茜草科

Genus Rubia  茜草屬

5.分布：台灣、中國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

中、高海拔闊葉林地，為蔓性

藤本，莖具4稜，表面粗燥被覆

小倒刺。4枚葉片輪生，葉為長

橢圓披針形，長30~120mm，葉

基部心形或截平，葉脈及葉緣

上具倒刺。

第十章、無患子目（Sapindales）

第一節、無患子科（Sapindaceae）

一、倒地鈴（balloon vine、heart seed）

（一）為害狀：覆蓋柿子植株，影響光合作用。

（二）植株性狀概述：

1.學名：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1753 

2.異名：Cardiospermum halicabum L.var.microcarpum(HBK.)Bl﹒。

3.別名：三角蔔、白心籽、白花仔草、豆藤、泡泡草、風船葛、倒藤蔔仔

草、鬼燈籠、假苦瓜、船葛、燈籠朴、燈籠草。

4.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Magnoliophyta  木蘭植物門

圖1. 茜草為害狀



圖1. 倒地鈴為害情形 圖2. 倒地鈴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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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Magnoliopsida  木蘭綱

Order Sapindales  無患子目

Family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Genus Cardiospermum  倒地鈴屬

4.分布：台灣、中國、熱帶地區。

5.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普遍分布於平野、路旁荒蕪地至低海拔山區，多年生蔓性草

本，可長達3公尺，葉互生，具柄，2回3出羽狀複葉，小葉具有鋸齒狀，

長40~70mm，先端銳尖，7~11月開花，花腋生，為聚繖花序，長花梗，兩

性花，花瓣白色，有4片，內側２片較大，另2枚各具1枚冠狀鱗片，雄蕊8

枚，花柱短，3裂，子房3室。近花處有2枚對生卷鬚，萼片4枚，莖細長纏

繞性，具分枝性，莖上疏被毛。朔果為倒卵形，具有三稜角，中空澎脹如

氣囊，橫徑約25mm。結果期8~12月，成熟後種子為黑色圓珠狀。

第十一章、水龍骨目（Polypodiales）

第一節、水龍骨科（Polypodiaceae）

一、抱樹蕨（Little-leaf Lemmaphyllum）

（一）為害狀：以附著在石頭或柿樹枝幹上，吸取養水分，缺水時孢葉會自動脫

落自保，避免乾死，雨季來臨時會長葉並繁殖蔓延。

（二）植株性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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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名：Lemmaphyllum arnosum (J. Sm. ex Hook.) C. Presl, 1851 

2.異名：Drymoglossum carnosum J. Sm. ex Hook.、Drymoglossum carnosum 

obovatum Harr.、Drymoglossum obovatum (Harr.) H. Christ、Drymoglossum 

microphyllum (Presl) C. Chr.、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C. Presl、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Presl.、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obovatum (Harr.) C. Chr.。

3.別名：小葉蕨、瓜子金、瓜子草、瓜子蓮、石瓜子、石耳垂、伏石蕨、

地連草、豆片草、抱樹蓮、抱樹蕨、風不動、飛蓮草、飛龍鱗、貓龍

草、螺厴草、鏡面草。

4.分類地位：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Pteridophyta  蕨類植物門

Class Filicopsida  真蕨

Order Polypodiales  水龍骨目

Family Polypodiaceae  水龍骨科

Genus Lemmaphyllum  伏石蕨屬 

5.分布：台灣、中國、日本、琉球、韓國。

6.為害等級：★

（三）生物學特性：分布於平地至中

海拔山區，屬多年生蕨類，著

生在樹幹或岩石上面。其葉

可分成營養葉與孢子葉，營養

葉形狀圓形，具肉質，僅能

行光合作用，所以稱為『營

養葉』。細長形的葉片能行

光合作用，更能產生孢子囊

群，藉由孢子繁殖，因此又稱為『孢子葉』，孢子葉長約35~60mm，寬

20~50mm，孢子囊群灰褐色，密生，沿葉緣狹帶狀排列。具細長的根狀

莖。

圖1. 抱樹石葦為害狀



圖3. 果萼掉落情形 圖2. 生理落果後僅留果梗於樹上

圖1. 果實掉落僅留果萼 圖2. 生理落果情形果

圖1. 附著在果實的花器延遲脫落造成污損 圖2. 花器脫落後，留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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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其他陸、其他

陸、其他

一、生理落果

二、花器污損果



圖3. 未熟果實受害徵狀 圖4. 成熟果實受害徵狀

圖1. 未熟果花萼污損果實徵狀 圖2. 成熟果花萼污損果實徵狀

圖1. 田間果實日燒發生情形 圖2. 葉片日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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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花萼污損果

四、日燒果



圖3. 果實日燒造成脫落 圖4. 果實日燒造成果頂紅熟

圖3. 嫁接不親和間接引起著果實失水 圖4. 幼株嫁接不親和生育衰弱

圖1. 嫁接不親和造成植株生育不佳 圖2. 嫁接不親和引起幼葉脫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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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嫁接不親合



圖1. 焚風造成葉肉受損 圖2. 焚風後葉肉細胞受損正光檢測

圖1. 颱風造成新梢受損 圖2. 颱風過後形成機械傷害果

圖1. 缺水乾旱引起葉緣燒焦 圖2. 缺水乾旱受害部澆水無法恢復

472

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中部地區柿樹科果樹病蟲害圖說

六、缺水乾旱

八、焚風

七、颱風



圖1. 葉及芽壞疽 圖2. 莖壞疽

圖1. 授粉不良果實引起的徵狀 圖2. 果實發育不良引起雙生連體情形

圖3. 焚風造成果萼提早褐化 圖4. 焚風過後果實脫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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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其他陸、其他

九、不整形果

十、莖葉壞疽



圖1. 蒂部與果實產生分離情形 圖2. 蒂部與果實分離後受害部不正常紅熟

圖3. 果實著色不均勻 圖4. 果實不均勻軟化紅熟

圖1. 硬果期果側變色情形 圖2. 果底提早變色紅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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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蒂部裂果

十二、果實變色及軟化



圖1. 果實底部裂果情形 圖2. 果實側邊裂果情形

圖3. 污損果C 圖4. 污損果D

圖1. 污損果A 圖2. 污損果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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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裂果

十四、污損果



圖5. 污損果E 圖6. 污損果F

圖7. 污損果G 圖8. 污損果H

圖9. 污損果I 圖10. 污損果J

圖11. 污損果K 圖12. 污損果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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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污損果M 圖14. 污損果N

圖1. 11月豪雨造成果實果蒂脫落 圖2. 11月豪雨災害造成採收時僅留空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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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其他陸、其他

十五、豪雨落果

十六、提前落葉

圖1. 果實成熟前提前落葉會影響果實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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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病蟲害的發生受病原、寄主及環境的交互影響，因此應阻斷三角環中的任

何因素，皆可降低病蟲害的發生，目前的防治方法很多，包括物理防治、化學防

治、生物防治、耕作防治、法規防治、綜合防治.....等方式。擬定防治方式，提

早預防及防治，定能節省防治成本，達成防治效果。而田間衛生管理可說是最簡

單、最有效的直接防治策略，冬季落葉後應將田間枯枝、落葉及落果等清除，並

集中燒毀，防止病蟲害借此躲藏蔓延，形成再感染源及中間寄主。清園後有利於

中耕、整枝、修剪、施肥、套袋、排灌水或噴藥等田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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