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保護

宜花地區秋行軍蟲發生情形及防治

異。夏季高溫時，完成一世代約為一個月，冬

季時，每代生活史則長達二至三個月。以本場

研究室飼養於 28oC環境下為例：卵塊平均孵
化期為 3天、幼蟲期約 16天、蛹期 9天、成
蟲平均壽命約為 10天。幼蟲共有六齡，體色
多變，呈綠色、淡黃色、褐色及深褐色不等 (
圖 1)，四齡後的幼蟲可明顯以肉眼觀察到每個
體節皆各有四個黑點，呈梯形分佈，而最後一

節的四個點則呈正方形分佈，為最主要的辨識

特徵 (圖 2)；然而有極少數個體變異的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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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秋行軍蟲 (Spodoptera frugiperda) 源
自於美洲，為危害玉米之鱗翅目害蟲，自

2019年由亞洲地區入侵臺灣，6月 8日首例
通報案件發生於苗栗縣通霄鎮，隔兩天本場轄

區宜蘭縣頭城鎮出現第二件通報案，接續一週

內全臺各地皆發現疫情。由於文獻記載秋行軍

蟲寄主植物多達 353 種，因此農委會相當重
視，立即成立秋行軍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並

召開專家會議，共同研商緊急處置方法，本場

隨即配合會內組織秋行軍蟲防疫應變小組，協

助確認轄區內通報案件害蟲種類，以及和地方

政府共同赴各案場指導緊急防疫工作。

秋行軍蟲生態習性

秋行軍蟲屬於鱗翅目夜蛾科，一年多個世

代，各世代生活史時間依溫度高低而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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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幼蟲體色多變　�

2 �每個體節有四個點呈梯形分布，最後一節成正方形
分布

 3 �極少數個體變異幼蟲最末體節僅呈現三個點

4 �雌成蟲於葉片上棲息

 5 �秋行軍蟲產於玉米葉上之卵塊 (文化大學謝佳宏老
師提供 )

6 �初齡幼蟲取食葉片之葉肉組織常造成白色薄膜狀

 7 極少數案件發現秋行軍蟲危害玉米果穗

最末端體節並非呈現四個點，僅有三個黑點 (
圖 3)。終齡幼蟲會鑽入土壤深處化蛹，雌蟲 (
圖 4)在羽化後 3日開始產出卵塊，產卵後雌
成蟲會將灰色鱗片覆蓋在卵塊上，狀如發霉之

絨毛塊狀物，每卵塊平均 100-200粒卵粒 (圖
5) 。
臺灣目前發現的秋行軍蟲危害案例寄主為

玉米、高粱、百慕達草及薏苡四種，其餘植物

則尚未發現。以玉米危害狀為例，一、二齡幼

蟲取食葉片之葉肉組織，常造成白色薄膜狀 (
圖 6)，幼蟲會鑽進玉米葉生長點取食，常造成
新展開的玉米葉片有規律性蛀食痕跡。三、四

齡幼蟲開始鑽進玉米葉生長點，危害芽點、輪

生點，被啃食過的玉米葉片呈現明顯孔洞及缺

刻，葉上殘留大量糞便，若未即時防治，則造

成玉米減產或整棵玉米植株無法繼續生長，嚴

重影響經濟價值。

秋行軍蟲幼蟲偏好取食玉米嫩葉，因此危

害時期主要集中在玉米苗期至輪生後期之間；

吐絲期後由於玉米葉皆已變硬，蟲體開始逐漸

減少。接近採收時期玉米被秋行軍蟲危害的案

例很少，在宜花地區目前僅發現兩件 (圖 7)，
這兩案依推測原因為玉米生長時期未進行任何

防治措施，或防治時機太晚，才造成危害玉米

果穗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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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護

宜花地區秋行軍蟲發生情形及防治

宜花地區玉米通報案件容易混淆之蛾類

依據農糧署農情調查資訊，宜蘭縣食用玉

米僅 52公頃，花蓮縣食用玉米加上硬質玉米
則共有 1,348公頃。根據 108年度下半年通
報案件，宜蘭花蓮共 18個鄉鎮皆有秋行軍蟲
發生，計 77件確診為秋行軍蟲案例 (如表 )，
另有四十餘件非秋行軍蟲案件，以及七件現場

未發現蟲體案件，大部分轄內非秋行軍蟲案件

皆可在第一時間由本場人員經由照片判斷後排

除。以下整理數種農友較易誤認為秋行軍蟲的

害蟲種類供參：

一、亞洲玉米螟 (Ostrinia furnacalis)

在秋行軍蟲入侵臺灣前，玉米螟為玉米最

主要蟲害，玉米螟發生時間點較秋行軍蟲慢，

大約在種植一個月後開始發生，幼蟲體型較秋

行軍蟲小，體表光滑，頭殼無明顯 Y字頭縫線
(圖 8)。幼蟲主要為害果穗及蛀入莖內危害，
但不會造成葉片明顯啃食現象。

二、斜紋夜蛾 (Spodoptera litura)

幼蟲體節第一腹節和尾端各一對明顯黑斑

(圖 9)，斜紋夜盜老熟幼蟲每腹節各有一對明
顯三角形黑斑，可與秋行軍蟲的四個黑點作為

區分。此蟲為廣食性，危害多種蔬菜作物，在

宜花地區較少為害玉米植株。

三、玉米穗蟲 (Helicoverpa armigera)

又稱為番茄夜蛾，玉米次要害蟲，體節與

剛毛很明顯，體表之刺毛清晰顯著 (圖 10)，

與其他害蟲在田間

容易判別。主要為

害葉部與果穗，葉

部嚙食嫩葉，雄花

形成危害花穗，花

絲抽出後食入果穗

內部危害玉米粒。

防治方法

秋行軍蟲成蟲

動作迅速，活動力強，可隨著氣流傳播，目前

全臺各地玉米田都可發現其蹤跡，即使在環山

包圍的東部海岸山脈內的小面積玉米田都無法

倖免 (圖 11)，因此只要種植玉米就必須先做
好防治工作的準備。

防治方面目前主要仍以施用藥劑為最有效

最快速之方法，依據防檢局公告的 8種用藥，
分別為賜諾特、諾伐隆、氟大滅、剋安勃、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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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別 鄉鎮 案件數

宜蘭縣 頭城鎮 1
礁溪鄉 1
員山鄉 1
五結鄉 1
宜蘭市 1
大同鄉 3
南澳鄉 2
蘇澳鎮 8

花蓮縣 秀林鄉 4
新城鄉 10
吉安鄉 15
壽豐鄉 11
鳳林鎮 6
萬榮鄉 1
光復鄉 5
豐濱鄉 4
玉里鎮 1
卓溪鄉 2

總計 77

表、108 年 6月 -12 月宜蘭
花蓮確診為秋行軍蟲之
通報案件

剛毛

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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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常容易讓農民誤認為秋行軍蟲之玉米螟

 9 �斜紋夜蛾第一腹節和尾端各一對明顯黑斑

 10 �玉米穗蟲體節與剛毛明顯

11 �即使環山封閉的玉米田區也能發現秋行軍蟲蹤跡

 12 �防檢局公告之秋行軍蟲八種防治藥劑
(防檢局提供 )

 13 �施藥時必須確保藥劑能滲入心葉及接觸蟲體

賽寧、依芬寧、硫敵克和蘇力菌 (圖 12)，前
七種可用於慣行農田，蘇力菌則可使用於有機

農田。上述 8種藥劑分別屬於 6種作用機制，
若需輪流使用兩種以上藥劑時，請選用不同作

用機制，避免造成抗藥性。另硫敵克用法較特

殊，需先與米糠與蔗糖餌料混合後再施用，因

此使用時須特別注意。

由於秋行軍蟲幼蟲四齡後食量較大，會把

玉米心葉啃食殆盡，並留下大量的黃褐色糞

便，此時危害症狀較明顯，因此農友大多會在

這時發現異狀並開始噴藥，但由於此時期的幼

蟲體型較大，對於藥劑的感受性較低，若此時

才開始進行第一次施藥已錯過最佳防治時期，

但即使如此，仍要進行防治，施藥時使用單孔

噴頭朝下噴施植株，行走速度需放慢，並確保

藥劑能滲入心葉接觸到蟲體 (圖 13)，才能有
效發揮藥效。農友應盡量於蟲體一 ~三齡時
就開始著手防治，然而因此時蟲體小不容易發

現，建議農友可試著在玉米種下後 2~3週時苗
期階段加強巡田，若觀察到葉片遭啃咬成小塊

白色薄膜狀，立即全面施藥，藥劑需噴施全株

葉片。依照本場跑遍各案件現場之經驗，玉米

種下後最快在第 14天就可發現蟲體與危害徵
狀，此時為最佳施藥時機點，除了防治效果好

之外，也有助於減少後續施藥次數。

結　語

秋行軍蟲雖然是新入侵臺灣的害蟲，但只

要及時注意受害葉片，掌握最佳防治時機，便

能節省防治人力、藥劑，種出高品質及高產量

的玉米。另一方面政府為擴大防治效能，除了

納入各縣市公所人力定期巡查之外，各改良場

也積極辦理秋行軍蟲防治講習與宣導，並輔導

農民防治技術，若農友有發現疑似危害案例，

可洽鄰近試驗改良場所或大學植醫相關科系協

助診斷及處理諮詢，本場將持續作為農民的後

盾，一起守護玉米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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