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銀葉粉蝨 (菸草粉蝨 B 品系) (Bemisia argentifolii 

= Bemisia tabaci B type) 獗起於一九九○年代，目前
已廣泛分布全世界的重要園藝作物害蟲，臺灣最初

在盆栽聖誕紅上嚴重發生，二十幾年來已經擴散蔓

延全臺，受害的作物非常廣泛，包括多種蔬菜、瓜

果及花卉，如洋香瓜、胡瓜、番茄、甘藍、介藍、

花椰菜、聖誕紅等。主要危害作物方式是取食植物

組織液，所排泄大量的蜜露誘發煤煙病 (圖 1、圖 
2)，影響作物光合作用，嚴重時導致植株死亡，且
國內外研究報導銀葉粉蝨可傳播一百種以上植物病

毒 (圖 3)，造成植株生長、開花及著果不良，影響
農作物產量品質甚鉅，故有超極害蟲之稱。

由於銀葉粉蝨具有體型細小、隱匿棲息葉背、屬

多食性害蟲、繁殖潛能大、易產生抗藥性等特性，

因此若單以殺蟲藥劑防治銀葉粉蝨，很難達到防治

效果，故研究開發化學藥劑以外的防治方法，並整

合各種有效防治措施以防治銀葉粉蝨為解決之道，

因此利用各種天敵以生物防治銀葉粉蝨亦成為近年

來主要的研究方向。

東方蚜小蜂
之生活習性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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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銀葉粉蝨生活於葉背危害植物
↓圖2. 粉蝨排泄大量蜜露誘發煤煙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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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葉粉蝨的天敵非常豐富，全世界已被紀

錄的捕食性天敵包括捕植蟎類、捕食性蜘蛛、

昆蟲綱的鞘翅目、雙翅目、半翅目、膜翅目、

脈翅目、蜻蛉目及纓翅目等捕食性昆蟲，總計

約 110 種天敵。其中廣被研究開發為商業生產
的兩種寄生蜂為 Encarsia formora (艷蚜小蜂) 
與 Eretmocerus eremicus。在臺灣銀葉粉蝨天

敵發生種類頗多，除了捕食性的瓢蟲、草蛉、

癭蚋外，寄生性天敵亦有 11 種之多，其中

東方蚜小峰 (Eretmorceus orientalis) 在田間發
生最為普遍，淺黃恩蚜小蜂 (E. transvena) 次
之。農業試驗所自銀葉粉蝨發生之初即著手研

究東方蚜小蜂的量產與應用技術，目前已成功

的建立其大量生產技術，並釋放於多種作物上

防治粉蝨 (圖 4)。
雖然東方蚜小蜂在致死粉蝨量較其他捕食

性天敵略遜一籌，但臺灣本土產寄生蜂，其優

勢為具寄主專一性、搜尋能佳，且無外來天敵

↑圖3. 銀葉粉蝨傳播的植物病毒：番茄黃化捲葉病毒 (左上)；瓜類褪綠黃化病毒；南瓜捲葉病毒 (左下)；洋桔梗之
霍香薊黃脈病毒 (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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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適應及檢疫等問題，因此應用東方蚜小

蜂結合其他天敵或安全植保資材有效管理銀葉

粉蝨，可達到生產安全農產品之目標。

東方蚜小蜂型態與習性

東方蚜小峰屬膜翅目 (Hymenoptera) 蚜小峰
科 (Aphelinidae) 槳蚜小峰屬 (Eretmocerus) 的
寄生峰，本屬蚜小蜂之觸角於柄節後癒合為一

節，狀似長槳，故稱為槳蚜小蜂 (圖 5)。東方

蚜小蜂，體型細小，呈黃色，雄蜂體色較雌蜂

為深，屬單員內寄生，雌蜂將卵產於粉蝨若蟲

體璧上，孵化為幼蟲後會在粉蝨若蟲腹部穿一

小孔，並迅速進入其體內，粉蝨體內會產生一

囊狀物，包住寄生蜂幼體，囊狀物有一小孔，

可以提供寄生蜂排除其代謝廢物，並給予生長

發育的空間，幼齡小蜂在粉蝨體內為球形透明

而不易觀察。寄主粉蝨隨體內小峰的發育，

蟲體背部會逐漸隆起，體型較正常粉蝨厚 (圖
6、圖 7)，當發育為蛹時，在解剖顯微鏡下可

↑圖4. 農試所已建立東方蚜小蜂量產技術 (上) 並於
設施內釋放防治粉蝨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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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晰看見東方蚜小蜂成蜂之雛型，羽化時則

用頭頂將寄主粉蝨體背體璧打出一圓形小孔羽

化出來。

東方蚜小蜂在 20∼30℃ 時，由卵至成蜂
發育所需時間依溫度升高而逐漸縮短，約需 
14∼30 日，成蜂壽命約為 20 日。雌蜂除寄生
產卵於粉蝨上，也會用產卵管穿進粉蝨若蟲的

管狀孔，刺破細胞膜造成傷口，並吸食自傷口

流出之體液，供做其體內卵成熟所需之養分，

此行為將導致粉蝨若蟲死亡，稱之為寄主取

食致死 (圖 8)。東方蚜小蜂，偏好產卵於 2∼3 
齡粉蝨若蟲，對寄主取食致死則偏好一齡粉蝨

若蟲，每雌一生產卵 100∼150 粒，取食 50∼
80 隻粉蝨若蟲，總計一生可致死 100∼200 隻
粉蝨。

東方蚜小蜂在綜合管理之應用

一、設施番茄

農試所研究團隊於二○一五年於彰化溪州溫

室內，模擬測試番茄基礎病蟲害綜合防治模

式應用效益評估，輔導全期害蟲監測及指導

用藥。栽培前期施用 2 次 20％ 達特南水溶性
粒劑 3000 倍稀釋液防治粉蝨，在番茄進入採
收二週前不再使用農藥，並於溫室內釋放蚜

小蜂、草蛉及小黑花椿象以防治粉蝨及葉蟎，

共計釋放 30 萬隻天敵。經試驗評估，銀葉粉
蝨發生密度較前一年業者自行管理 (二○一四) 
大幅降低，可以控制銀葉粉蝨發生密度低於防

治基準 (50 隻／黏板／週) 達 16 週 ，粉蝨傳播
之番茄黃化捲葉病毒 (TYLCV) 之罹病率低於 
2％ 以下，無煤煙病發生，全程使用殺蟲劑 2 
次，較傳統慣行法在採收前每週用藥一次節省 
70％ 以上之農藥使用。

圖說：5. 東方蚜小蜂雌蜂 (左) 與雄蜂 (右)
　　　6. 東方蚜小蜂產卵寄生銀葉粉蝨若蟲
　　　7. 被寄生後之粉蝨若蟲
　　　8. 被東方蚜小蜂取食致死的粉蝨若蟲體呈乾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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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再次進行釋放蚜小蜂防治番茄銀

葉粉蝨模擬試驗。除定期至溫室內進行病蟲害

的監測，每週釋放蚜小蜂約共計 20 萬隻，設
施內主要發生病蟲害為銀葉粉蝨，定植 12 週
後釋放蚜小蜂試區 (試驗區) 銀葉粉蝨發生密
度為 7.5 成蟲 (隻／黏板)，低於無釋放天敵試
區 (對照區) 12.9 成蟲 (隻／黏板)。調查葉背平
均粉蝨成蟲密度，試驗區為 1.2 隻低於對照區 
2.6 隻。試驗區為葉背粉蝨若蟲 104.1 隻低於
對照區 213.1 隻。種植第 23 週為採收後期， 
試驗區平均每一黏板誘得蚜小蜂成蟲為 79.0 
隻高於對照區為 2.5 隻，平均粉蝨若蟲被寄生
率 5.2％，結果顯示釋放蚜小蜂具一定壓制銀
葉粉蝨之效果，試驗設施番茄植株罹黃化捲葉

病率低於 0.002％。試驗期間以苦楝油或去除
番茄下位葉，可取代農藥強化粉蝨的防治，並

以石灰硫磺合劑防治番茄銹蟎。

二、隧道式栽培洋香瓜

洋香瓜主要關鍵害蟲為銀葉粉蝨及其傳播

之南瓜捲葉病毒 (SLCV)，農試所於雲林二崙
之隧道式栽培洋香瓜釋放東方蚜小蜂防治銀葉

粉蝨效益評估結果，植株上銀葉粉蝨密度於釋

放後為下降趨勢，但罹南瓜捲葉病毒率，較釋

放前增加 40％ 以上，顯示釋放寄生蜂雖可抑
制粉蝨之發生，但若無搭配其他防治，難以控

制南瓜捲葉病毒之發生。對於傳毒銀葉粉蝨之

策略為防治重於栽培初期，選擇對粉蝨毒效

佳，但對天敵毒效低的殺蟲劑施用 1∼2 次，

不但可徹底防治關鍵害蟲及減少罹病毒風險，

更可保護田間自然天敵。採收前不再使用農

藥，可配合釋放天敵達到減少害蟲發生降低對

洋香瓜的損害及生產安全洋香瓜。

三、設施花胡瓜

設施栽培花胡瓜關鍵害蟲包括銀葉粉蝨、

南黃薊馬、臺灣花薊馬、茶細蟎。其中銀葉

粉蝨傳播南瓜捲葉病毒 (SLCV) 與瓜類褪綠黃
化病毒 (CCYV)，粉蝨密度高時所分泌大量蜜
露誘發煤煙病。南黃薊馬傳播甜瓜黃斑病毒  
(MYSV)，兩種薊馬密度高時會造成花胡瓜果
實銹斑。茶細蟎危害造成葉片皺縮影響植株生

長。

農試所二○一八年在雲林莿桐設施花胡瓜

評估釋放東方蚜小蜂防治粉蝨之效果。自七

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十一日止，共釋放約 2 萬 9 
千隻東方蚜小蜂，結果顯示並搭配病毒株拔

除，花胡瓜於開花期 (定植後四週)，粉蝨密度
控制低於每一黏板 20 隻以下，植株均無病毒
發生，定植後第八週起植株離南瓜捲葉病毒約 
10％。花胡瓜可採收八週，為傳統栽植花胡瓜
採收四週之 2 倍，且收穫之瓜果品質提升。顯
示花胡瓜栽培在病蟲害之管理首重初期徹底防

治媒介昆蟲，並杜絕罹病株進入設施內，釋放

天敵搭配安全植保資材，並以石灰硫磺合劑防

治茶細蟎，植物油混方防治蚜蟲，以減少農藥

之使用，可生產優質安全之花胡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