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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洋桔梗（Eustoma grandiflorum (Ref.) Shinn.）花型亮麗、顏色多變化，為全球

切花銷售量前十名的重要花卉，近年來亦為台灣主要的外銷花卉之ㄧ。

　　台灣洋桔梗主要產區位於中南部地區，包括彰化縣、嘉義縣及雲林縣等

地。近年來彰化地區洋桔梗栽培面積及切花外銷日本之數量日益增加，因此在

面對嚴格的外銷檢疫及切花品質之要求下，病蟲害的防治管理成為洋桔梗栽

培管理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亦為拓展花卉外銷的關鍵因子。

　　根據本場調查，中部地區洋桔梗主要害蟲有薊馬、銀葉粉蝨、夜蛾及葉蟎

等，故本文中介紹洋桔梗重要害蟲發生生態、危害情形及其防治方法，以供農

友於洋桔梗蟲害防治上之參考與應用。

洋桔梗重要害蟲及其防治技術

王妃蟬、王文哲、白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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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小黃薊馬一齡若蟲，

體呈白色略為透明。

　　　　　　

圖2.

小黃薊馬蛹期具有翅芽。

　　　　　

圖3. 

小黃薊馬成蟲。

　　　　　

二、重要害蟲介紹及其防治

	(一)小黃薊馬	Scirtothrips dorsalis Hood

1.發生生態

   　小黃薊馬為雜食性，寄主植物範圍廣，其中包含許多蔬菜、果樹、觀賞植

物與花卉，如番椒、蘆筍、茶樹、落花生、柑橘、印度棗、百香果、楊桃、葡萄、

檬果、蓮花、玫瑰、茉莉、菊花及洋桔梗等。除直接危害外，小黃薊馬亦被證實

可傳播多種植物病毒。近年來，可能由於氣候異常，氣溫日益增高，以及洋桔梗

種植面積增加，農民未掌握防治時機等因素，因而造成中部地區洋桔梗小黃

薊馬危害猖獗。

　　小黃薊馬雌成蟲產卵於植株幼嫩的組織內，如嫩葉、新芽及花瓣等部位。

卵呈腎型，白色略為透明。其生活史分為卵、幼蟲、蛹及成蟲期4個時期，於28℃

時，完成一世代約需14-20天，卵期約4-5天，幼蟲期約6-7天，前蛹期約1日，蛹

期約2-3日，雌蟲約可產60-200粒卵。其平均世代時間隨著溫度升高而縮短。通

常幼蟲孵化後即以幼嫩的部位為食，待老熟幼蟲時，部份會掉落至土表化蛹，

而部分會於植株葉片或花苞內直接化蛹。成蟲體型極小，約0.9mm，其活動力

強，善走動及跳躍，亦可藉由氣流或風之帶動，進行較長距離的遷移。

洋桔梗
重要病蟲害
Diseases and pests of Eust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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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害情形

　　小黃薊馬偏好取食植物幼嫩部位，洋桔梗

之新芽、嫩葉及花苞最容易遭受危害。其取食

時是以口器刺破葉肉或植物組織，吸取細胞

汁液，因而造成表皮細胞壞死。

　　危害初期時，葉片表面沿葉脈處出現不規

則凹痕，漸使葉片產生變形，而嚴重發生時，

葉部、莖部受危害處產生焦褐色粗糙疤痕，除

葉片皺縮、變形及莖部扭曲外，當花苞受害

時，花瓣亦會皺縮變形，甚至產生花瓣脫色之

情形。洋桔梗花苞略為展開時，小黃薊馬即會

鑽入花瓣間產卵危害洋桔梗無論是嫩葉或花

苞遭受危害，均會失去商品價值，造成農友的

嚴重損失。

小黃薊馬危害使洋桔梗葉片扭

曲變形。　　　

圖4. 圖5. 圖6. 小黃薊馬危害洋桔梗葉部之情

形。　　　

受小黃薊馬危害後，洋桔梗葉部

及莖部出現焦褐色粗糙疤痕。

小黃薊馬嚴重危害洋桔梗時，受

害花苞變形、莖部扭曲、花瓣脫

色，完全失去商品價值。

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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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治方法

　　小黃薊馬體型極小，極易躲藏且不容易發現，通常都在作物出現明顯受害

徵狀時，才會發現遭受小黃薊馬危害，因而很容易錯過適當的防治時期。又其

世代短，容易產生抗藥性，故當氣候較為溫暖乾燥時，田間族群易急遽昇高。

另外，小黃薊馬產卵於植物組織內，藥劑防治效果均未臻理想，且部分老熟之

幼蟲會於土中化蛹，較易忽略防治。基於上述原因，故當小黃薊馬嚴重發生時，

於其防治上困難度較高。小黃薊馬之防治重點如下：

首要為清園，注意設施內通風及清除園內雜草，以利藥劑噴灑及避免小黃薊

馬在其它寄主植物棲息與繁殖。

懸掛黃色黏紙進行監測與誘殺，當監測到小黃薊馬密度較高時可選擇藥劑

進行防治。

由於洋桔梗薊馬類害蟲防治未有推薦藥劑，故建議參考其他作物之推薦藥

劑，並選擇不同作用機制之藥劑輪流使用（請參考表1）。藥劑噴灑時應於土

表上適度的噴灑，以確保防治效果。藥劑請先小面積噴施，俟無藥害之情形

發生時再全面應用。

小黃薊馬發生時約7天噴灑藥劑一次，由葉背向上噴，噴霧顆粒越小越好

（約100μm或更小），以利藥劑噴達小黃薊馬之隱匿處。目前已有花農使用

冷霧機噴灑藥劑進行防治，成效良好。

洋桔梗
重要病蟲害
Diseases and pests of Eust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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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防治洋桔梗薊馬類之參考藥劑

稀釋倍數 

3000倍

1500倍  

2000倍 

1000倍 

2000倍 

2000倍 

1500倍 

2000倍  

1200倍 

1000倍  

1000倍 

　　　　　作用機制 

新尼古丁類

尼古丁乙醯膽鹼受體異位活化

除蟲菊類，鈉離子通道調節

γ-胺基丁酸氯離子通道拮抗

乙醯膽鹼酯酶抑制

乙醯膽鹼酯酶抑制

干擾質子梯度分解氧化磷酸化

反應

　　　備　註

推薦於蓮花

推薦於茶樹

推薦於菊花

推薦於番荔枝

推薦於菊花薊馬類

推薦於玫瑰薊馬類

推薦於唐菖蒲薊馬類

推薦於檬果

推薦於檬果

　　　　藥劑名稱

20%亞滅培水溶性粉劑

9.6%益達胺溶液

11.6%賜諾殺水懸劑

2.5%畢芬寧水懸劑

2.5%賽洛寧微乳劑

4.95%芬普尼水懸劑

40.8%陶斯松乳劑

50%達馬松溶液

48.34%丁基加保扶可濕性粉劑

50%滅賜克可濕性粉劑

10%克凡派水懸劑 

	(二)臺灣花薊馬	Frankliniella intonsa (Trybom)
	中國薊馬	Haplothrips chinensis Priesner

1.發生生態與危害情形

　　中部地區花部主要發生之薊馬為臺灣花薊馬與中國薊馬兩種。臺灣花薊

馬分布於全世界，其寄主範圍很廣，可為害多種作物花部，雌成蟲體長約1.3- 

1.7mm。中國薊馬主要分布於台灣、中國大陸、韓國、日本及泰國等地，寄主範

圍包含豆類、桃、梅、李、茶、高梁、玉米、洋蔥及多種花卉，其體型較一般花部

薊馬大，雌成蟲體長約1.7mm。當洋桔梗產生花苞時，薊馬會躲在花瓣與葉片

間取食，造成花苞生長不良，扭曲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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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臺灣花薊馬雌成蟲 圖9. 中國薊馬成蟲

圖10. 田間懸掛藍色及黃色黏蟲紙進行監測及誘殺

2.防治方法

可懸掛藍色及黃色黏蟲紙進行監測及誘殺，並藉以評估適當施藥時機。

清除田間雜草，減少中間寄主及棲息場所。

藥劑防治方法與小黃薊馬相同（參考表一），藥劑請先小面積噴施，俟無藥
害之情形發生時再全面應用。

　　當開花時，薊馬會於花瓣間產卵、蛻皮、排泄等，造成傷口、污斑，並於花

瓣上形成規則色斑，使花色不均勻，影響花卉價值。另外，薊馬易躲藏於花瓣

間故採收時不易發現，因而也成為外銷檢疫的一重要問題。本場以黏紙監測

中部地區設施內洋桔梗薊馬發生情形發現，4月後於洋桔梗開花期時，園區內

薊馬密度明顯升高。

洋桔梗
重要病蟲害
Diseases and pests of Eust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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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銀葉粉蝨成蟲與四齡若蟲 銀葉粉蝨若蟲平貼於葉背吸

食植物汁液。

圖13. 銀葉粉蝨產卵於洋桔梗葉片

背面

圖12. 

	(三)銀葉粉蝨		Bemisia argentifolii (Bellows & Perring)

1.發生生態

　　銀葉粉蝨分布於全世界，為重要的園藝害蟲。於台灣其危害範圍包含茄

科、葫蘆科、十字花科及豆類等多種蔬菜，另外亦嚴重危害聖誕紅、菊花、非洲

菊、玫瑰等花卉，於洋桔梗，銀葉粉蝨為近年來外銷日本最重要的檢疫害蟲。

　　銀葉粉蝨生活史包含卵、四個若蟲期及成蟲期。其雄成蟲體長約1mm，雌

成蟲約0.8mm，成蟲翅白色，休息時左右翅分離約與身體呈45°角。若蟲期共

四齡，體扁平呈半透明黃綠色，一齡若蟲固著後足退化，四齡若蟲眼點大呈紅

色，不取食，三、四齡若蟲於中、老葉較常見。雌成蟲無論交尾與否皆可產卵，

交尾後可產下雌、雄兩性後代，未交尾者所產之卵皆發育為雄蟲。由卵至成蟲

約2~3星期(25~30℃)，一隻雌蟲一生約可產200粒卵，一年可達10幾代。於台

灣銀葉粉蝨一年四季均可見其發生，尤其以設施內溫度較高、通風較差，又無

雨水之環境更容易發生。

2.危害情形

　　銀葉粉蝨以刺吸式口器吸取葉片組織汁液，使葉片產生斑點、皺縮，甚至

造成植株萎凋，另外，其排泄分泌的蜜露會誘發煤煙病，影響光合作用，使葉

片黃化萎凋，甚至影響花朵生產品質。銀葉粉蝨間接危害為媒介傳播雙生病

毒，引起洋桔梗病毒病，造成花、葉畸型的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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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設施內利用黃色黏紙進行銀葉粉蝨監測及防治 圖15. 依黃色黏紙監測密度找尋適當防治時機

3.防治方法

　　一般而言，若是平均氣溫連續二週達到25~28℃，此時設施內粉蝨族群很

容易快速增加，平時可於設施內懸掛黃色黏紙誘殺銀葉粉蝨成蟲，並觀察黏

紙上的蟲數，於族群數量有增高趨勢時加強防治，方能有效掌握適當防治時

機。目前於洋桔梗之粉蝨防治未有推薦藥劑，建議參考其他作物粉蝨類之推

薦藥劑（表2），施藥前請先小面積噴施，俟無藥害之情形發生時再全面應用。

由於銀葉粉蝨容易產生抗藥性，故建議應以數種不同作用機制藥劑輪流使

用，噴藥時應噴及葉背蟲體棲息處。其它防治重點如下述：

應注意設施之通風，通風不良時，容易導致粉蝨大量發生。

適當施肥，因大量施用氮肥易使粉蝨數量族群增加。

注重栽培環境的管理，清除田間雜草以避免銀葉粉蝨於其他寄主上棲息與

生長。

懸掛黃色粘紙進行監測及誘殺，懸掛高度與作物生長點同高或略高，約距

離5公尺懸掛1張。

洋桔梗
重要病蟲害
Diseases and pests of Eust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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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銀葉粉蝨防治參考藥劑

稀釋倍數 

1000倍

4000倍  

1500倍 

1200倍 

1000倍 

1000倍 

　　　　　作用機制 

同翅目幾丁質合成抑制

新尼古丁類

同翅類取食抑制

鈉離子通道調節

　　　備　註

推薦於觀賞花卉

推薦於觀賞花卉

推薦於瓜類粉蝨類使用

推薦於瓜類粉蝨類使用

推薦於瓜類粉蝨類使用

推薦於觀賞花卉

　　　　藥劑名稱

25%布芬淨可濕性粉劑

20%亞滅培水溶性粉劑

9.6%益達胺溶液

25%派滅淨可濕性粉劑

2.4%第滅寧水懸劑

4.5% 印楝素乳劑

斜紋夜蛾	Spodoptera litura (Fabricius) /甜菜夜蛾	Spodoptera exigua  Hubuer 
番茄夜蛾	Helicoverpa armigera	(Hubner)

1.發生生態與危害情形

　　中部地區洋桔梗發生之夜蛾類害蟲主要為斜紋夜蛾及甜菜夜蛾，除根部

外，整株洋桔梗均會受到危害，依觀察甜菜夜蛾多危害花部，斜紋夜蛾多危害

葉部。另外，依紀錄亦發現番茄夜蛾會危害洋桔梗的花及葉部。當夜蛾幼蟲啃

食花苞後，會造成花朵穿孔或殘缺，因而失去商品價值，發生嚴重時，植株受

害殘缺不全，嚴重影響切花品質。

　　斜紋夜蛾為雜食性，寄主範圍包含許多花卉、果樹、蔬菜等重要經濟作物，

於臺灣一年可發生8~11代。雌成蟲產卵於葉背，卵塊上覆有雌成蟲鱗毛。幼蟲

期共六齡，體色變化多，幼蟲剛孵化時會聚集取食，三齡後漸漸分散，四齡後白

天會藏於土面、土中或莖葉間，傍晚時再到植株上取食危害，老熟幼蟲潛入土中

化蛹。依觀察，中部地區宿根栽培之洋桔梗斜紋夜蛾發生情形較為嚴重。

　　甜菜夜蛾亦為雜食性，其寄主包含玉米、高梁、蔬菜、瓜果及多種花卉，一

年約發生11代，於中部地區洋桔梗上發生較為零星。雌成蟲將卵產於葉片上，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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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數十粒卵成一堆，幼蟲期共五齡，體色多變化，初孵化幼蟲有聚集性，幼蟲日夜

活動，老熟幼蟲於土中化蛹。當其幼蟲鑽食洋桔梗新葉及花苞後，會影響植株生長

及花朵的商品價值。

　　番茄夜蛾主要危害雜糧、茄科、豆科及瓜類蔬菜，另會危害玫瑰、洋桔梗等花

卉，一年約可發生5~6代。雌成蟲將卵零散產於花苞及葉片上，幼蟲共六齡，體色多

變，其體表的體毛較其他兩種夜蛾幼蟲明顯，並具有自殘性。當幼蟲鑽食花苞後，危

害洞口處常可見糞便排出造成污染，花朵展開後便造成殘缺或出現規則的孔洞。

圖19. 斜紋夜蛾幼蟲。

洋桔梗的新葉及花苞受甜菜夜

蛾危害情形。

洋桔梗苗期遭斜紋夜蛾幼蟲危

害情形。

圖23. 番茄夜蛾雄成蟲。

圖21. 圖2０. 

圖22. 

洋桔梗葉部及莖部遭斜紋夜蛾

幼蟲危害情形。

圖24. 番茄夜蛾卵粒。

圖16.夜蛾類幼蟲會鑽食洋桔梗花

苞。

圖17.洋桔梗花苞受害後展開已失去商

品價值。

圖18.斜紋夜蛾卵塊及剛孵化之初齡

幼蟲。

洋桔梗
重要病蟲害
Diseases and pests of Eust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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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圖-圖27. 性費洛蒙誘引器內所誘集之斜紋夜蛾雄成蟲。

右側圖-圖26. 設施內可利用性費洛蒙誘殺雄蟲。

左上圖-圖25. 番茄夜蛾幼蟲亦會危害洋桔梗花部。

2.防治方法

　　目前洋桔梗大多採設施栽培，如利用32目防蟲網，便可阻隔成蟲進入產

卵，惟若設施具有縫隙時，仍會發現夜蛾類害蟲產卵危害之情形。洋桔梗種植

前，田區可淹水2~3天，用以殺死土中幼蟲及蛹。

　　此外，應清除園區雜草，當發現卵或卵塊時直接摘除銷毀，並利用性費洛

蒙誘引劑誘殺雄蛾，降低族群數量。目前於洋桔梗未有夜蛾類防治之推薦藥

劑，建議參考其他作物之推薦藥劑，並選擇數種藥劑輪流使用（參考表3），施

藥前請先小面積噴施，俟無藥害之情形發生時再全面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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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夜蛾類防治參考藥劑

　　　備　註

推薦於觀賞花卉

推薦於十字花科蔬菜夜蛾類

推薦於毛豆夜蛾類

推薦於青蔥甜菜夜蛾

推薦於十字花科蔬菜夜蛾類鈉

推薦於蔬菜蕃茄夜蛾

推薦於十字花科蔬菜夜蛾類

推薦於十字花科蔬菜葉蛾類

推薦於蓮花

推薦於蓮花

　　 藥劑名稱

46.5%撲滅芬普寧乳劑

2.5%汰芬隆水懸劑

5%因滅汀水溶性粒劑

18.4%剋安勃水懸劑

75%硫敵克可濕性粉劑

40%納乃得水溶性粒劑

20%芬化利可濕性粉劑

2.5%畢芬寧水懸劑

2.8%賽洛寧微乳劑

25%二福隆可濕性粉劑

20%亞滅培水溶性粉劑

9.6%益達胺溶液

48.1%蘇力菌

稀釋倍數 

1500倍

  750倍  

4000倍 

2500倍 

3000倍 

1500倍 

5000倍 

2000倍  

2000倍 

1500倍  

3000倍

1500倍

4000倍 

　　　作用機制 

混合劑

粒腺體ATP合成酶抑制劑

氯離子通道活化

魚尼丁受體調節

乙醯膽鹼酯酶抑制

鈉離子通道調節

鱗翅目幾丁質合成抑制

新尼古丁類

破壞昆蟲中腸膜之微生物

	(五)神澤氏葉蟎	Tetranychus kanzawai Kishida

1.發生生態與危害情形

　　神澤氏葉蟎寄主範圍很廣，包含許多果樹、蔬菜與花卉均受其危害，於

洋桔梗上零星發生。全年均可發生，喜歡較溫暖乾燥氣候，於4-5月及8-10月發

生較嚴重。其生活史包含卵、幼蟎、前若蟎、後若蟎和成蟎五個時期，夏天完

成一世代只需一週。成蟎與幼、若蟎多於葉背活動取食，刺吸葉部組織吸取養

分，使葉片呈現許多灰白色斑點，最後造成葉片枯黃或脫落。葉蟎族群密度高

時會吐絲結網，故可藉氣流帶動或操作人員農具等攜帶傳送，迅速擴散到鄰

近植株上。

洋桔梗
重要病蟲害
Diseases and pests of Eust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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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神澤氏葉蟎雌成蟎 圖29. 神澤氏葉蟎雄成蟎

表4. 葉蟎類防治參考藥劑

稀釋倍數 

2000倍

2000倍 

400倍 

2000倍 

2000倍 

1000倍 

　　　 作用機制

抑制粒腺體電子傳遞殺蟎劑

乙醯膽鹼酯酶抑制

鈉離子通道調節

氯離子通道活化

　　　備　註

推薦於菊花

推薦於玫瑰

　　　　藥劑名稱

15%芬殺蟎水懸劑

5%芬普蟎水懸劑

20%覆滅蟎水溶性粉劑

3%阿納寧可濕性粉劑

2.5%畢芬寧水懸劑

1%密滅汀乳劑

2.防治方法

　　葉蟎多於葉背產卵、棲息及活動，因此噴藥時應將藥液均勻噴至葉背，且

霧粒要細、用水量要足，才有效果，並要把握適當防治時機，於葉蟎密度開始

升高前施藥，以抑制其族群之增加。若要以藥劑進行防治時，建議以數種不同

作用機制藥劑輪流使用（表4），施藥前請先小面積噴施，俟無藥害之情形發生

時再全面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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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非洲菊斑潛蠅	Liriomyza trifolii (Burgess)

1.發生生態與危害情形

　　非洲菊斑潛蠅寄主範圍廣，包含菊科花卉、豆科、葫蘆科、茄科及十字花

科蔬菜等多種經濟作物，於中部地區洋桔梗上僅少量發生。非洲菊斑潛蠅的

生長適溫為20℃~25℃，一般而言春、秋兩季較容易大量發生。雌成蟲利用產

卵管戳破葉片取食組織汁液，同時產卵於葉肉中。幼蟲潛食葉肉組織，造成不

規則形狀的食痕，影響商品價值。老熟幼蟲於葉面或土中化蛹。成蟲白天飛翔

或於花葉間棲息。

2.防治方法

　　非洲菊斑潛蠅的防治時應注意清除田間雜草，如昭和草、龍葵、鼠麴草、

野唐蒿等，均為其喜好之寄主植物。當洋桔梗葉片少量發生斑潛蠅危害時，可

摘除被害葉片密封後丟棄，以減少感染源。另外，田間可懸掛黃色黏蟲紙誘殺

成蟲，進行綜合防治，黏紙約2~8公尺水平放置一塊，懸掛高度與作物同高。若

要以藥劑進行防治時，可參考花卉類非洲菊斑潛蠅之推薦藥劑（表5），建議

以數種不同作用機制藥劑輪流使用，施藥前請先小面積噴施，俟無藥害之情

形發生時再全面應用。　

圖30. 非洲菊斑潛蠅成蟲。 非洲菊斑潛蠅幼蟲潛食葉肉組織，造成不規則

的白色食痕。

圖31. 

洋桔梗
重要病蟲害
Diseases and pests of Eust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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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

推薦於觀賞花卉

稀釋倍數 

1000倍

1000倍 

1000倍 

5000倍 

4000倍 

表5. 非洲菊斑潛蠅防治參考藥劑

　　　 作用機制

氯離子通道活化

尼古丁乙醯膽鹼受體通道阻斷

雙翅類脫皮干擾

乙醯膽鹼酯酶抑制

　　　　藥劑名稱

2%阿巴汀乳劑

50%培丹水溶性粉劑

50%硫賜安可溼性粉劑

75%賽滅淨可溼性粉劑

40%三落松乳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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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語

　　為有效拓展洋桔梗的外銷，除了行銷外，其生產與管理技術為洋桔梗保

持高競爭力的重要關鍵，故為提升洋桔梗生產品質，有效的病蟲害防治管理技

術相當重要，除上述之蟲害介紹及其防治方法外，最後整理洋桔梗蟲害綜合

管理之原則如下：

利用設施栽培，使用32或40目以上防蟲網，以減少夜蛾、粉蝨類害蟲侵入

機會。

田間於種植前進行淹水2-3天，以殺死土壤中薊馬、夜蛾類及斑潛蠅的蛹及

幼蟲。

種植時選擇健康種苗，減低日後病蟲害之發生。

清除田間雜草，減少薊馬、粉蝨等害蟲之中間寄主及棲息場所。

以水稻輪作可以降低根瘤線蟲之發生，並改善土壤連作障礙情形。

利用黃色黏紙、性費洛蒙等防治資材進行綜合防治與害蟲監測。

於適當時機進行藥劑防治，並選用不同作用機制藥劑輪用，避免害蟲產生

抗藥性。

洋桔梗
重要病蟲害
Diseases and pests of Eust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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