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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黃薊馬 (Scirtothrips dorsalis Hood) 近幾年在檬果 (Mangifera indica Linn.)
上發生嚴重，已成為影響當前臺灣檬果品質和產量的關鍵害蟲。由於薊馬的世代短、
繁殖力高與分散能力強，以及農民的用藥習慣，造成該蟲對多種防治藥劑的感受性
下降。本研究調查檬果小黃薊馬族群變動資料，以田間小黃薊馬族群增長速度、黃
色黏板誘集數與葉片上薊馬數之關係及藥劑防治率等數值，並分析檬果新梢期與
開花期每週薊馬發生密度，歸納估算檬果小黃薊馬的防治基準，將檬果小黃薊馬防
治基準定為每週每黏板平均誘集 40 隻。利用黃色黏板 (11 cm x15 cm) 作為監測
檬果園中小黃薊馬族群發生密度的調查工具，將黃色黏板分散固定在檬果新稍、花
穗與幼果附近枝條上，每週更換並計算每週平均誘集的小黃薊馬蟲數，瞭解果園小
黃薊馬族群變動情形，當每週黃色黏板平均誘到小黃薊馬達 40 隻以上，即應立即
施藥防治，掌握施藥時機提升藥劑於田間防治的效率，控制小黃薊馬族群密度低於
造成幼果受害的數量。另外，針對登記可使用之殺蟲劑進行感受性測試，以瞭解田
間小黃薊馬對殺蟲劑的感受程度，提供農民適當的用藥資訊。妥善運用害蟲綜合防
治管理策略，從監測田間發生密度開始，以訂定之防治基準，掌握適當用藥防治時
機，提升藥劑防治效果，進而將檬果小黃薊馬控制在可忍受的密度之下，可提高檬
果產量及品質，並符合果品農藥殘留規定，也有利於農業與環境生態的永續發展，
達到安全與健康農業的生產目標。
關鍵詞：小黃薊馬、監測、防治基準、防治策略、檬果。
前言
據臺灣農業統計年報 (2014) 記載檬果目前在臺灣的栽種面積約 15,000 公頃，
年產量約 15.3 萬公噸，為南臺灣重要的熱帶果樹之一。根據文獻紀錄檬果害蟲
(蟎) 經由石等 (2013) 重新修訂後，計有 80 種昆蟲與 6 種蟎類，其中具影響經
濟重要性者有薊馬類、葉蟬類、檬果木蝨 (Microceropsylla nigra (Crawford))、檬果
螟蛾 (Chlumetia transversa Walker)、東方果實蠅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等
十餘種 (郭等 1993; 溫及劉 2006)。近年來因氣候變遷及栽培管理方式的改變，薊
馬及葉蟬等小型害蟲的危害更為嚴重 (李及溫 1982; 溫及劉 2006)。農民為求果
實品質，盲目過度依賴殺蟲劑，且忽視藥劑輪用原則，使生活史短、繁殖力強，加
上體型細小具隱匿性，發生初期不易察覺的小型害蟲，對慣用藥劑產生抗藥性，因
此造成此等小型害蟲猖獗危害日益嚴重的窘境 (邱等 2010)。
為解決檬果因小型害蟲的危害，整合管理模式為有效的管理策略，也就是將害
蟲的監測、預警與防治技術結合為一。在整合性管理模式中，首先要有簡潔明確的
害蟲監測技術，進而設立防治基準，提供預警及採取防治時機，達到適時防治及減
少不當施藥的目的。最後全面普查殺蟲劑對關鍵害蟲的毒效，全盤考量使用殺蟲劑
的策略，於啟動藥劑防治的時機，輪用殺蟲效果優良的藥劑，不僅達到防治效果，
更可減少農藥用量及延緩抗藥性產生。
發生於檬果上的害蟲很多，但對關鍵害蟲的防治，才是能減少損失符合經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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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作法。檬果小黃薊馬發生於檬果抽梢期、開花期及小果期，不僅影響樹勢及來
年的開花著果，更直接取食小果造成果實品質低劣，為檬果經濟損害最關鍵的害蟲
(林等, 2010a)。因此以檬果小黃薊馬為關鍵防治基準，論述應用密度監測技術之改
進及整合管理模式之建立，實際運用田間當能提高檬果管理的效益。
檬果小黃薊馬的發生與危害
檬果以發生在每年 9~11 月抽梢期及翌年 2~4 月開花結果期危害嫩葉、花穗
及小果的害蟲最為重要，其中又以檬果小黃薊馬 (Scirtothrips dorsalis Hood) 危害
最嚴重。近年因氣候變遷的影響及栽培管理方式改變，加上小黃薊馬食性及寄主甚
雜，可取食危害的寄主植物至少分屬 40 科、多達 150 種以上 (Mound and Palmer
1981; Umeya et al., 1988; Seal et al., 2006; 王 2002)，在臺灣陸續在蓮花、檬果、番
石榴、楊桃、蜜棗、釋迦、柑桔、蓮霧及茄瓜類等重要經濟蔬果造成嚴重危害，已
成為臺灣重要的作物害蟲。在檬果生產過程中，可發生於新梢生育期、開花及結果
期，每年於 2~11 月發生密度高，不僅危害新芽造成變形萎縮及葉片褐化捲縮 (如
圖 1)，影響樹勢及來年的開花結果數外，更取食花器及幼果，造成落花及著果不
良，果皮粗糙褐化 (如圖 2)，嚴重影響產量品質。近年來，檬果產區小黃薊馬常急
速攀升，相關試驗改良場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均有發佈疫情警報之紀錄，顯示小
黃薊馬是檬果栽培最普遍關鍵的害蟲。

1

2

圖 1. (1) 小黃薊馬棲息於檬果葉背取食為害；(2) 銼食幼芽
嫩葉，造成葉芽如燙傷般乾枯、褐斑、變形。

圖2. 小黃薊馬危害檬果幼果，造成果蒂及果皮表面產生粗糙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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檬果小黃薊馬體型極為細小，體長不到 1 mm，在田間不易發現；世代短且繁
殖潛能高，發生初期危害徵狀不明顯，但在適合的氣候條件下，小黃薊馬可在 1~2
週內，蟲口數量可暴增數倍至數十倍，待危害徵狀明顯時，族群密度已甚高，錯失
防治時機，須多次且密集施用藥劑方能降低危害蟲族群密度，但檬果的產量與品質
已受到損害。登記及延伸的防治藥劑種類繁多但對小黃薊馬的藥效不明，為能控制
小黃薊馬危害，農民用藥量與次數大增，農藥殘留問題堪慮，在長期藥劑選汰下，
小黃薊馬可能已產生抗藥性，導致防治效果不佳，抗藥性問題亦成為隱憂。因此，
管理防治小黃薊馬為目前檬果生產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檬果小黃薊馬之族群密度監測
小型害蟲族群密度的調查，多以採集葉片計算蟲數為取樣方法 (何及陳 1993;
張及李 2009 )，但需投入人力與時間，且檬果樹高大，採樣工作困難，且無法普及
農民自主監測。
特定顏色對薊馬等小型害蟲具有誘引性，可以設計為調查工具 (林 2010)。溫
及劉 (2006) 試驗以黃色黏紙作為偵測葉蟬在檬果園的族群動態與氣候關係。Chu
et al. (2006) 試驗比較不同顏色的誘集陷阱及黏紙，在檸檬園誘集小黃薊馬的能力，
結果顯示黃色黏紙較適合做為小黃薊馬族群偵測的調查工具。
作者等為開發省時省力的檬果小型害蟲密度監測工具，在臺南玉井地區測試
有色黏紙的誘集效果，結果顯示黃色黏板誘集害蟲種類廣數量多，較適合作為檬果
園調查監測小黃薊馬密度的工具。作者進一步於臺南玉井地區選擇 6 處檬果園，
以黃色黏板 (11 cm x 15cm) 監測檬果小型害蟲，以所得小黃薊馬族群密度資料探
討分析最適取樣數，結果不論果園大小，所需最適取樣數均低於 20 張黏板 (作者
未發表資料)。因此推薦以長尾夾將黃色黏板逢機分散固定於檬果樹新梢或花穗附
近枝條 (圖 3)，每週定期回收計算害蟲種類及數量，可監測檬果小黃薊馬族群發生
動態。根據調查執行估算，完成一果園黃色黏板更換與回收約耗時 30 min，為省
時省工簡便可行的監測方法。目前完成的檬果小黃薊馬族群監測技術，亦可同時監
測其它重要的小型害蟲，如檬果木蝨、檬果褐葉蟬、檬果綠葉蟬、檬果癭蚋等，可
做到事先預警即時防治的成效，並可作為調查新浮現害蟲的工具，2009 年及 2012
年便藉由監測過程中，發現新紀錄危害檬果的二點小綠葉蟬和檬果壯鋏普癭蚋 (石
等 2010; 2013)。

圖 3. 檬果園設置黃色黏板監測小黃薊馬族群密度。
建立小黃薊馬整合管理的防治策略
目前檬果害蟲的防治，僅有東方果實蠅採用誘殺、噴藥、套袋及耕作防治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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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應用的防治管理模式 (陳及張, 2001)，其他害蟲之防治仍以噴施殺蟲劑的化學防
治為主。雖然有利用天敵，防治不同作物上小黃薊馬的研究報告 (Arthurs et al.,
2009; 邱等 2005; 邱及王 2006)，但仍侷限於基礎研究。以小黃薊馬族群消長的趨
勢，應用耕作、物理或生物防治等方法，在環境適宜的條件下應無法立即壓制攀升
族群，即使以化學防治，也需選擇藥效佳的藥劑，因此有效的藥劑和施用的時機，
是施行整合防治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
在臺灣檬果薊馬的防治用藥，原僅 1987 年登記的丁基加保扶，2004~2005 年
檬果小黃薊馬危害問題浮現，至 2009 年才又登記芬普尼和克凡派 (Anonymous
2012)。邱等 (2010)以 30 種藥劑進行室內藥效測定，結果僅 7 種殺蟲劑在 24 hr
內對小黃薊馬具有 90% 以上的致死毒效，未達 50% 致死毒效的藥劑多達 20 種，
可見小黃薊馬對多種藥劑產生耐藥性。2011 年再登記益達胺、滅賜克和賜諾特 3
種藥劑，另增列畢芬寧、益達胺和賽洛寧等 7 種延伸使用範圍的藥劑，2012 年再
登記脫芬瑞用於防治檬果薊馬，目前已有 14 種登記藥劑可供使用防治檬果薊馬
(如表 1)。2011 年作者進行臺南及屏東地區檬果小黃薊馬對 8 種藥劑的感受性調
查，其中新登記的賜諾特藥效佳 (邱等 2012)。
表 1. 臺灣登記和延伸用於防治檬果薊馬之藥劑種類
Common name of insecticides
Chemical classes
Chinese
English
15% 脫芬瑞水懸劑
METI acaricides
tolfenpyrad
11.7%
賜諾特水懸劑
Spinosyn
spinetoram
10% 克凡派水懸劑
Arylpryrrole
Chlorfenapyr
50% 滅賜克可濕性粉劑
Carbamate
methiocarb
48.34% 丁基加保扶乳劑
carbosulfan
4.95% 芬普尼水懸劑
Phenylpyrazoles
fipronil
18.2% 益達胺水懸劑
Neonicotinoid
imidacloprid
9.6% 益達胺溶液*
imidacloprid
9.6% 益達胺水懸劑*
imidacloprid
2.8% 畢芬寧乳劑*
Pyrethroid
bifenthrin
2.5% 畢芬寧水懸劑*
bifenthrin
2.8% 賽洛寧乳劑*
lambda-cyhalotrin
2.5% 賽洛寧微乳劑*
lambda-cyhalotrin
2.46% 賽洛寧膠囊懸著劑* lambda-cyhalotrin
*Extend the insecticides i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IRAC
codes
21A
5
13
1A
1A
2B
4A
4A
4A
3A
3A
3A
3A
3A

室內檢測毒效較佳的藥劑，多為早期登記使用的藥劑，推測這些藥劑因在田間
較少使用，使該等藥劑恢復對小黃薊馬的感受性，而新型的藥劑農民普遍施用，小
黃薊馬可能產生耐藥性。室內藥效試驗毒效較佳之藥劑，多為有機磷劑和胺基甲酸
鹽類，無法有效輪用藥劑延緩抗藥性，且此類藥劑殘效期長，無論於內、外銷市場，
其果品超過農藥殘留標準的風險增加。因此必須調整殺蟲劑使用策略，配合害蟲密
度監測，設立防治基準，掌握施藥時機，藉以提升藥劑於田間防治小型害蟲的效率，
並減少用藥降低農藥殘留風險。
作者團隊運用害蟲綜合管理的概念，成功開發以黃色黏板 (11 cm x 15 cm) 作
為監測檬果小黃薊馬族群發生密度的調查工具，利用簡便可行的方式執行監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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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掌握小黃薊馬在田間的發生趨勢。分析多年累積的小黃薊馬族群變動調查資料、
生態發生資料、族群增長及藥劑防治率的因子，歸納設立檬果小黃薊馬防治基準為
每週每黏板平均誘集 40 隻，以此基準作為預警及掌握施藥時機，提升藥劑於田間
防治的效率，控制小黃薊馬族群密度低於造成幼果受害的數量 (林等 2010b)。檢
測登記在檬果的殺蟲劑對小黃薊馬的毒效，做為防治選用及輪用藥劑之參考，依據
檬果生長及農藥殘留標準，擬定用藥策略。此外，利用耕作管理的配合，鋪設抑草
席或反光塑膠布，消除讓薊馬殘存的雜草庇護所及落入土中繁衍的機會，確實做到
田間衛生的要求。以此整合的防治管理模式，可有效控制檬果小黃薊馬的發生密度，
解決小黃薊馬防治的瓶頸。
檬果小黃薊馬整合防治管理技術建立後，已實際輔導農友運用於田間，該整合
管理模式可有效降低小黃薊馬的危害，有效減少 20%-30% 的殺蟲劑用量及次數，
不但減少農藥的用藥成本與人力，降低果品農藥殘留風險，也減緩小黃薊馬抗藥性
的發生，延長有效藥劑的使用年限，更提高檬果的產量與品質，增加農民生產收益。
因此，在檬果園實施害蟲監測及整合管理較以往盲目施藥防治單一害蟲，更具經濟
效益，值得繼續改進及推行整合管理的防治技術。
未來展望與結語
在氣候變遷地球溫暖化日益嚴重的情形下，作物害蟲發生較以往更難掌握和
防治管理，若不能掌握正確的防治時間點，害蟲密度會快速增加無法收拾，檬果上
小黃薊馬即屬此類害蟲。為確實解決檬果小黃薊馬危害問題，雖完成害蟲族群監測
技術及防治基準的設立，配合有效藥劑的選用，初步研擬檬果小黃薊馬整合管理模
式，在田間實際模擬應用亦證實可以減少農藥使用並提高果品品質，但目前管理模
式中仍以藥劑防治為主要手段，未來在防治技術的研究開發上，為降低生產成本，
友善對待生產環境，並確保消費者的食用安全，應再開發以低毒、無毒、安全及對
環境更友善的防治技術和資材為目標，在兼顧環境保護下，妥善運用害蟲綜合防治
管理策略，替農友創造最大的生產效益，並達到安全與健康農業的生產目標。開發
完善的害蟲整合管理技術供農友使用為研究人員的責任，但一個優良的防治管理
模式或策略要落實應用於田間，尚必須要農友能完全接受與配合，因此研究及推廣
人員要如何教育訓練農友，並調整過去防治錯誤的習慣及觀念，將是該等技術成功
應用推廣的下一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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