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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目前在金柑栽培上害蟲多樣，可危害莖基

部、葉片、枝條與果實，常見蟲害包括東方果

實蠅、天牛、潛葉蛾及小型害蟲 ( 蟎 )，本文茲

就金柑蟲害之生態、危害徵狀及防治方法依種

類分敘如下，以供農友參考： 

果實蠅

發生生態及危害徵狀

為臺灣果樹危害度最大之害蟲，周年可

見，成蟲於早晨及午後 2、3 點時於果園中覓

食 ( 圖 1) 產卵，具強繁殖力，且能長距離遷移

危害。雌蟲產卵於果皮內，孵化幼蟲鑽蛀果肉

造成水浸狀 ( 圖 2)，嚴重時導致落果。

防治方法：

一、 可參考植保手冊推薦藥劑如 20% 芬化利

乳劑 2,000 倍進行防治。

二、於果園外圍懸掛含毒甲基丁香油誘殺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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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害蟲防治藥劑稀釋適量從蛀洞口注入防

治。

潛葉蛾

發生生態及

危害徵狀：俗稱

畫圖蟲，主要危

害金柑嫩葉、嫩

枝，成蟲為小型

蛾 類， 終 年 發

生，以春、夏及

秋稍等發生密度

較高，通常夏稍

為出現最高峰。幼蟲孵化後潛入葉肉，使葉片

形成蜿蜒曲折狀 ( 圖 6 )，影響枝梢發育，常成

為潰瘍病菌入侵口。 
防治方法：

一、 在萌芽前可加強肥培管理促使枝芽生長迅

速整齊，提高樹勢與耐受力，以減輕被害

程度。

二、 在夏稍初期可參考植保手冊施藥防治，而

在秋稍時期可減少用藥，以保護其天敵寄

生蜂生存，發揮生物防治功能。

三、 有機或友善耕作的農友可噴施苦楝油 ( 稀
釋倍數及施用方式請依產品標示建議 ) 防
治尚未蛀入葉肉內的幼蟲。

 1 �果實蠅成蟲取食病果之流汁

 2 �果實蠅產卵後造成金柑果實水浸狀受害

 3 �以甲基丁香油誘殺果實蠅雄蟲

 4 �網室栽培金柑可有效阻隔果實蠅，本場經全年監測
均無果實蠅危害

 5 �星天牛成蟲常於四月開始出現

 6 �潛葉蛾造成金柑幼葉蟲痕及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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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誘殺雄蟲，如蟲數激增時以藥劑進行防

治。

三、 可以 0.02% 賜諾殺濃餌劑 ( 市售商品名為

香兒寶 ) 稀釋 8 倍或以蛋白質水解物加入

硼砂及推薦藥劑混合配製，於開花前及果

實成熟前數週開始以局部點噴方式於果園

四方位外圍或雜木林，或塗於誘蟲盒內，

雨後須檢視是否需補施。

四、 可懸掛黃色黏板或黏蟲膠瓶誘捕，亦可利

用酵母錠加水置於麥氏誘蟲器誘殺。

五、 網室栽培可有效阻隔果實蠅。本場業於礁

溪鄉網室金柑果園設置果實蠅監測點 ( 圖
4)，經長期調查結果顯示防治成效良好，

且已辦理觀摩會予農友參考。惟需特別注

意設施出入應隨時關門及巡檢風災後是否

破損，以免果實蠅侵入為害。

斑星天牛

發生生態及危害徵狀

成蟲一般於每年 4 至 7 月出現 ( 圖 5)，常

以口器咬破樹皮後產卵。被害株基部可發現蛀

口，嚴重被害時葉片黃化掉落，樹勢日漸衰弱

枯死。

防治方法：

一、 每年成蟲

出現前，

在樹基部

一公尺高

度以下塗

佈石灰乳或石灰硫磺劑，亦可以細目漁網

纏繞。 
二、 於早晚人工捕捉蟲體，或在夜晚時利用成

蟲趨光性設置白燈光，底下以清潔劑水溶

液之容器誘殺。

三、 若發現已經危害時，可參考植保手冊柑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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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於開花至幼果期間內施藥操作時注意噴施

仔細，可適量添加展著劑增加藥效。

四、 有機或友善耕作農友可用苦楝油 200-500
倍稀釋液防治。

五、 建議加強果園管理，適度進行整枝修剪，

維持良好通風有助於降低蟲口。

葉　蟎
發生生態及危害徵狀

俗稱紅蜘蛛，經年為害，集中於葉背或幼

嫩葉吸食汁液危害，溫暖乾燥氣候易猖獗。以

葉背基部主脈兩側分布最高，亦能在葉柄、嫩

枝、果實等處，表皮呈現密集灰白色斑點 ( 圖
10)，而果實被害則使商品價值降低。

防治方法

一、 合理化施肥，勿過施氮肥。

二、 葉蟎對藥劑容易產生抗藥性，建議以每用

兩次即輪用其他作用機制藥劑，可依植保

手冊推薦藥劑以不同作用機制藥劑輪用防

治。

三、 有機或友善耕作的農友可參考使用農皂、

窄域油、苦楝油、葵花油乳化液 ( 葵無露

) 等資材 200-400 倍，或施用可濕性硫磺

或石灰硫磺合劑。因高溫期葉蟎發生較猖

獗，如為施用窄域油等油劑需注意施用倍

數及盡量於傍晚或陰天施用，以免造成傷

害。

薊　馬

發生生態及危害徵狀

全年均發生，

乾旱時期發生最多。

本場以黃、藍色黏板

定期監測薊馬在金

柑果園的族群變動，

發現其族群在 5-10
月較多，高峰在 8-9
月，於抽新稍至長

嫩葉期間或開花期，

由其他寄主飛來危

害。薊馬棲息的葉

背面處出現灰黃色

斑點，並顯現黃褐色或灰黃色不規則斑塊，嚴

重被害新葉皺縮捲曲變形，開花前亦能侵入花

苞內危害花瓣 ( 圖 7) 及柱頭造成淺褐色壞疽斑

點，致果實增大後轉為灰白色網紋膜狀及使果

皮有粗糙表面或龜裂痕跡 ( 圖 8)。也能造成果

皮形成圓圈狀食痕，隨果實的增長而擴大成黃

褐色銹痕，影響果實外觀。

防治方法

一、 溫暖乾燥時期易發

生，可於樹冠處懸

掛黃色黏板及藍色

黏板，以監測及誘

殺薊馬 ( 圖 9)。
二、 由於薊馬具世代短、

繁殖率高及棲息隱

蔽處等特性，對接

觸性殺蟲劑易產生

抗性，因此必須適

時更換或輪用不同

作 用 機 制 藥 劑 防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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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　蟲

發生生態及危害徵

狀：常見種類為捲葉蚜

和大桔蚜，四至七月之

春稍及夏稍期發生頻

繁，而幼苗新稍更易受

害。蚜蟲會群集在嫩芽

葉及枝條上吸食汁液並

分泌蜜露，誘引螞蟻及

誘發煤煙病 ( 圖 11)，且造成新稍生長受阻，

而捲葉蚜可使嫩葉變形捲縮扭曲。 
防治方法

一、 在新稍萌發初期建議重點噴施於嫩芽部

位，可節省用藥；可選用植保手冊推薦藥

劑如 20% 免扶克乳劑 800 倍進行防治。

二、 如為有機或友善耕作，可用苦楝油、窄

域油、葵花油乳化液或矽藻土等資材

200~400 倍防治，於冬季時以高濃度礦物

油或夏油 100~200 倍全面清園。

三、合理化施肥，勿偏施氮肥。

介殼蟲

發生生態及危害徵狀

常見種類包括有褐圓盾介殼蟲 ( 圖 12)、
粉介殼蟲類 ( 桔粉介、球粉介、白粉介 )，成

蟲和若蟲喜群集於陰濕和通風不良環境，好發

於乾旱季節，雨季時族群會大幅下降。可造

成果實發育延

遲、易熟前落

果或畸形，誘

發煤煙病沾染

枝葉或果實。 

防治方法

一、  平時注意植株修剪，使植株通風及日照良

好。

二、 化學防治法：在害蟲開始發生時以 40%
布芬凈防治褐圓介殼蟲或以 50% 加福松

乳劑防治，亦可於冬季採果後至春芽萌發

前以 50% 馬拉松乳劑 800 倍混合 95% 礦

物油乳化劑 95 倍全面清園，可同時防除

蚜蟲、木蝨、潛葉蛾及葉蟎等。

三、 有機或友善耕作者可選擇苦楝油、農皂、

窄域油或矽藻土稀釋 200-400 倍於蟲害發

生初期時進行連續施用。冬季時建議以礦

物油 100-200 倍全面清園。

四、 加強園區通風與日照，適當修剪被害或附

著蟲體的枝葉，並帶出園外銷毀。

結　語

金柑可連皮食用，無論加工或鮮食都應特

別注意農藥殘留問題。蟲害發生情況常依地區

氣候、週遭臨近寄主及管理方式等因素使主、

次要害蟲不盡相同，本場提醒農友多加了解園

內蟲害發生情形並即時防治，對易產生抗藥性

的薊馬或葉蟎須輪用藥劑防治，並恪遵安全採

收期，可採整合性健康管理栽培或在採收期間

選用非農藥資材防治，以生產安全高品質金

柑。

 7 �薊馬藏匿於金柑花器中

 8 �薊馬危害金柑幼果之徵狀

 9 �懸掛黃色及藍色黏紙可誘殺薊馬

 10 �葉蟎在葉部為害情形

 11 �蚜蟲數量多時造成煤煙病

 12 �褐圓盾介殼蟲危害果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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