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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信義中學是真義里路旁的一座小山丘位處的地點，有相當多的人類活動。 
因為鄰近京士栢公園或山丘的關係，信義中學裏面或旁邊有不少的植被， 
山腳附近亦建有人為建築。因此在平時上學，也會有很多同學在學校活動。我們

原本估計在受到這麼頻繁的人類活動所影響下，這裡的生物種類及數量應該不會

很多的吧。 
可是，我們發現學校内的綠化帶的植物葉底或葉和莖上有白色的東西，有的更佈

滿得密密麻麻。好奇的組員都被這一大堆奇形怪狀、有點噁心而又好像很有趣的

生物所吸引 「那為甚麼學校會出現這麼大量的白色的東西呢？」我們直覺相信
牠們與植物之間必定存在一些神秘的關係。因此，我們便展開了對這種埃及吹綿



介殼蟲的研習。並希望透過研習認識更多在學校出現的白色的東西,現在就讓我
們為大家介紹一個有關牠們的小故事。 
 
[2] 什麼是埃及吹綿介殼蟲 ? 
介殼蟲（scale insects）是寄生昆蟲，介殼蟲簡稱介蟲，屬同翅目介殼蟲總科的
昆蟲，是昆蟲種類中最奇特的類群，分布地區極為廣泛，尤以熱帶地區為多。介

殼蟲所有種類都是植食性，其體微小，繁殖力強，其蟲體貼附在植物表面，口器

則刺入植物內吸收汁液，生活於變葉木的葉背，尤其慣於沿著葉脈擴散分布，常

見很大的族群集體營生，而多數群聚在一起的介殼蟲在葉片或莖部吸食，常致使

受害植物漸漸枯萎,許多種類為農作物的重要害蟲；部份種類更能傳播植物疾病，
使植物遭受更大之損害。 
 
2.1 名稱: 
中文名：埃及吹綿介殼蟲 
（學名：Icerya aegyptiaca）(Douglas, 1890) 
為碩介殼蟲科吹綿介殼蟲屬下的一個種。 
英文名：Breadfruit mealybug 
 
2.2 分類 
埃及吹綿介殼蟲 
科學分類 
界：   動物界 Animalia 
門：   節肢動物門 Arthropoda 
綱：   昆蟲綱 Insecta 
目：   半翅目 Hemiptera 
         胸喙群 Sternorrhyncha 
科：   介殼蟲總科 Coccoidea 
         碩介殼蟲科 Margarodidae 
屬：   吹綿介殼蟲屬 Icerya 
種：   埃及吹綿介殼蟲 I. aegyptiaca 
棲息地：植物體各部份 
成體主食：汁液／herbivore 
成體食性：植食性 
幼體食性：植食性 
幼體主食：汁液 
中英習性：成群／in flocks 
棲地類型：亞熱帶林 
 
2.3 寄主植物 
約有近百屬植物，如玫瑰、柑桔、合歡、番荔枝、無花果、蘋果 刺番荔枝、波
羅密、朴屬、變葉木、雀榕、粗糠柴、桑樹、番石榴、九節木、紅雀 



珊瑚、檬果、血桐、重陽木、威氏鐵莧、廣東油桐、野桐、蘭嶼麵包樹等。 
 
2.4 地理分佈 
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亞洲(台灣、中國大陸、香港、日本、印度、斯里
蘭卡)；非洲(埃及)；大洋洲(澳洲)。 
 
2.5 鑑定特徵 
埃及吹綿介殼蟲：雌成蟲卵圓形，前端稍尖，表皮膜質，體側具成簇長蠟絲，體

長 2.8-5.3 mm，寬 2.0-3.7 mm體色紅褐色，體壁佈滿白色的粉蠟，腹側具條狀
的白色蠟絲。 
 

圖 2.1 立體顯微鏡下的介殼蟲(腹面) 
 
 
 
2.6 生態及危害徵狀 
雌成蟲初無卵囊，發育到產卵期則漸漸生出白色半卵形或長形的隆起之卵囊。一

年具 3 世代，一雌蟲可產卵數十粒至千餘粒。(圖 2.2 )初孵化若蟲在葉部移動，
二齡後即向枝條移動，棲於木質部，喜群聚於植株之枝條、葉柄與葉背等處,因
成群聚取吸植物汁液，致使植株衰弱或枯萎危害危害樹梢及枝幹，進而造成植株

枯死。還會散布煤煙病影響植物的光合作用以及傳染萎凋病等多種病菌。害蟲多

寄生於各種樹木於宿主葉片、枝條上、莖上，因分泌物白色分泌物量多易為發現。 
同時也分泌蜜液為螞蟻提供食糧 



   
圖 2.2介殼蟲卵 
 
2.7 介殼蟲的外形特徵 
雌成蟲橘紅色，橢圓形，長約 5毫米，表面覆有很厚的白色蠟粉(見圖 2.3)，體
緣具長剛毛，也覆有很厚的蠟粉，使蟲體看起來似有 7-8毫米長，前半部剛毛短，
後半部較長。成熟的雌成蟲，自體下方後端產生白色卵囊，內有多數卵粒。卵橙

黃色，長橢圓形。初齡幼蟲淺黃色，身體橢圓形，足細小，具有六足。 
卵：金黃色，長橢圓形。 
幼蟲：初齡幼蟲淺黃色，身體橢圓形，足細小。二齡若蟲初 
期足細長，身體背方長出放射狀的細長剛毛，而毛長約等於其體長。其後漸漸分

泌白色蠟粉而將體表及剛毛等覆蓋。(另外圖 2.4藍圈為口器位置。)  

   
圖 2.3                             圖 2.4 
 
 
 
2.8 雌雄外形特徵差異： 
雌雄異型表現顯著。雌成蟲無翅。雄成蟲有翅一對，極少數種類無翅，足和觸角

發育正常，口器則退化。 
 
2.9 營養吸收與生活方式 



介殼蟲的主要寄生方式為經由吸食植物汁液，導致植物活力降低、生長不良、枝

條枯死、葉片掉落，嚴重時植株死亡。介殼蟲以口針刺吸植物組織的時候也注入

有毒的唾液，往往造成葉片和果實黃化或紅化(red discoloration)、枝梢嫩枝的畸
形，甚或形成蟲癭。 
 
防治方法： 
蟲隻數量少時，可以用刷子將蟲子連介殼整個刷除；如果蟲隻的數量多，而且栽

植的面積比較大的時候，可以用滲透性殺蟲劑。忌用家用殺蟲劑，因強度過高，

會損害植物。 
 
化學防治： 
吹綿介殼蟲以 25% 滅大松 1000 倍乳劑防治。必須每星期噴灑，直至消滅為
止。 
 
生物防治： 
赤星瓢蟲、澳洲瓢蟲、錨紋瓢蟲、孟氏小黑瓢蟲，可捕食介殼蟲 ，用澳洲瓢蟲
(Rodolia cardinalis Mulsant)防治介殼蟲最為成功例子。本地小紅瓢蟲(R. pumila 
Weise)可有效降低吹綿介殼蟲的密度，若兩者配合運用，對於吹棉介殼蟲並不
太需要用藥。 
 
有機防治： 
辣椒水＋洗碗精（以天然成分為佳）+適量的水，靜置一夜後噴於蟲棲處。市面
亦有販售剋治介殼蟲的肥皂水可購買。三至五天噴灑一次，最長可一星期，直到

蟲體消滅殆盡為止，之後以辣椒水防治即可。 
此法主要以洗碗精（清潔劑）形成覆蓋包膜，讓蟲體缺氧而窒息死亡，適用於各

種介殼蟲以及銀葉粉蝨等飛行能力差、蟲體較小著。洗碗精添加量約為 5%，最
好採用純天然植物製成之清潔劑，以免傷害植株。清潔劑本身黏性還不足，可添

加適量橄欖油增加其黏稠附著能力，效果更好。至於辣椒水、蒜頭水…等等，作
用在於驅蟲。 
 
[3]考察報告  
日期   27/2/2014 2/3/2014 5/3/2014 

溫度  21.6 15.9 17.5 

光度  74%     75% 80% 

濕度  66.2%          65.9% 59.3% 

 
 
 

分佈圖 	  



分佈率 :	  

:(5/106)x100%=4.7%          : (1 /106)x100%=0.94% 

:( 7/106)x100%=6.6%        : (18/106)x100%=17.0% 

:( 52/1060x100%=49.1%     : (23/106)x100%=21.7% 
 

觀察 	  
後山 	  
Ø 風速低	  
Ø 光度不強(被學校建築物遮掩)	  



	  
	  

	   	  
某類植物葉面佈滿黑色固體班點(煤煙病) 



 
介殼蟲沒法依附在尖形葉底下 
 

	  
竹葉沒有發現有介殼蟲 

	   	  



相比雙子葉植物上有較多介殼蟲	  

 地上的枯葉多，有些更佈滿介殼蟲 



	   	  
魚池佈滿介殼蟲屍體 (死屍大多沒有毛) 
 

	   	  
介殼蟲攀爬在竹筒形植物上,但不能依附在竹類植物上 

臘質葉面的植物沒有介殼蟲 



	   	  

有介殼蟲在石上活躍地爬行 

結果 :	  
1.介殼蟲於後山得數量比學校其他地方的分佈多及集中 
2.介殼蟲很少依付在單子葉植物上,不能依付在葉脈短及淺的尖葉上 
3.竹類植物對比其他植物較少機會有介殼蟲 
4.暗的環境及少陽光使介蟲活動較活躍 
5.在同一生境下很少有其他生物 
6.植物本身的健康狀況不佳 
7.後山的介穀蟲嚴重性高 
分析 :	  
1. 環境因素(溫度，風速，光度) 
2. 葉脈短及淺的尖葉上有較少的營養供介殼蟲吸取 
3.竹類植物有較堅硬的外榖避免介穀蟲的口器插入	  
4.介穀蟲活躍於陰暗的環境 
5.若介穀蟲對植物嚴重性高,會導致延伸到莖部 
 
[4]埃及吹綿介殼蟲的相關實驗與特別觀察  
為了更深入了解埃及吹綿介殼蟲的習性，我們除了作過四次的實地考察外，亦特

別於學校的生物實驗室進行了一些實驗。 
 
一、研究埃及吹綿介殼蟲從依附葉中吸取液體的主要成份(實驗) 
實驗日期: 2月 28日 
實驗時間:8:45-9:15 
溫度: 21℃ 
實驗目的: 測試埃及吹綿介殼蟲體內的液體及其依附葉的汁液是否含有庶糖 



主要儀器及物料  
介殼蟲 x 5隻 
白蘭葉 x 3塊 
本立德試劑 x1瓶 500ml蒸餾水 
稀氫氯酸 x 1瓶 
稀碳酸鈉 x 1瓶 
 
實驗步驟: 
1.使用針刺穿 5隻埃及吹綿介殼蟲 
2.使用毛細管及針筒吸取其液體,將液體放左凹穴磁磚 
3.加 0.5ml蒸餾水至液體樣本 
4.使用滴管抽取液體樣本至試管 
5. H+蔗糖------------⇒萄葡糖+果糖 
6.進行本立德測試 
7.採取葉的樣本,使用蒸餾水將葉洗乾淨 
8.使用剪刀剪碎葉 
9.使用研缽和研杵提取葉的汁液 
10.重複 4-6的步驟 
 

 
 
實驗結果:  
埃及吹綿介殼蟲體內的液體及其依附葉的汁液對本立德測試呈陽性結果 
埃及吹綿介殼蟲體內的液體及其依附葉的汁液含有庶糖 



 
實驗討論: 
證實埃及吹綿介殼蟲會在其依附葉中吸取汁液中的蔗糖,作為營養的來源。 
從多次實驗中得知,埃及吹綿介殼蟲體內的庶糖含量低,不能以 1ml蒸餾水稀釋. 
要 0.5ml.這證明埃及吹綿介殼蟲體內液體還有其他物質.如水等。 
 
二、研究埃及吹綿介殼蟲尾部分泌的液體成份(實驗)  
實驗日期: 3月 14日 
實驗時間:10:00-10:30 
溫度: 22℃ 
實驗目的：測試埃及吹綿介殼蟲尾部分泌的液體是否含有葡萄糖 
儀器及物料: 
被十隻以上埃及吹綿介殼蟲依附的葉 x 1 片 1把 

尿糖測試紙 x 1 張  
實驗步驟:  
1. 使用剪刀收集 1片被十隻以上埃及吹綿介殼蟲依附的葉 
2. 觀察埃及吹綿介殼蟲尾部是否有黃色、綠色或橙色的汁液 
3. 使用尿糖測試紙其汁液進行測試 

 
實驗結果： 
埃及吹綿介殼蟲尾部分泌的液體對尿糖測試紙呈陽性反應,證實其尾部分泌的液
體含有葡萄糖。 



 
實驗討論:  
根據實驗一、, 埃及吹綿介殼蟲會在其依附葉中吸取汁液中的蔗糖。而實驗二結
果顯示，介殼蟲身體下方分泌的液體是含葡萄糖的。 由此推斷介殼蟲把蔗糖消
化成葡萄糖,作能量消耗之用。介殼蟲尾部分泌的液體出现原因是以葡萄糖吸引
蟲蟻,作互利共生的用途或可能葉底與介殼蟲壓力大小問題。 
 
三、 研究埃及吹綿介殼蟲對不同類型葉的向性(實驗) 
實驗日期:3月 11日 
實驗時間:14:00 
溫度:19℃ 
實驗目的:探究介殼蟲較喜歡那種植物 
觀察埃及吹綿介殼蟲對白蘭葉,血桐,是否有特別的向性。

         

                 

            (以上是實驗圖片) 



 
儀器及材料 

 
實驗步驟: 
1. 採取針葉,白蘭葉,血桐, 橡樹葉各樣本, 其各長度約 20cm. 
2. 把各葉樣本放在 10x10 cm 白紙四角上 
3. 把 5 隻埃及吹綿介殼蟲放左在 10x10 cm 白紙中心上 
4. 每隔五分鐘觀察及記錄, 總時 45分鐘 
 
實驗結果: 
只一隻介殼蟲在白蘭葉依附,而有一隻介殼蟲在榕樹依附,其餘的介殼蟲沒有依附
在任何葉 
埃及吹綿介殼蟲對白蘭葉有向性. 
埃及吹綿介殼蟲對橡樹有向性. 
 
實驗討論: 
在實驗過程中,在白蘭葉依附的介殼蟲是面積較小的, 其曾經爬上橡樹葉, 意圖
吸取葉的汁液, 
但可能榕樹葉表面蠟質含量較高,令在白蘭葉依附的介殼蟲沒法吸取葉的汁液,最
後到了白蘭葉依附。另一隻在榕樹依附的介殼蟲在榕樹依附是面積較大的,因其
吸取葉的汁液系統較成熟,能吸取表面橡蠟質含量較高的葉。至於其餘的介殼蟲
沒有依附在任何葉原因很可能其食物(庶糖)儲存含量較高,不需依附葉吸取葉的
汁液,或其探测葉的系統較沒有成熟. 
 
 
 
四、研究葉中單寧酸含量埃及吹綿介殼蟲對不同類型葉的向性(實驗) 
實驗日期:3月 16日 
實驗時間:11:00 
溫度: 20℃ 
實驗目的:比較各葉中單寧酸含量,根據實驗三, 考察報告結果推斷葉中單寧酸含
量埃及吹綿介殼蟲 
對不同類型葉的向性 
儀器及材料: 
針葉,白蘭葉,血桐,橡樹葉各 x 1 片 研缽和研杵 x 1 套 

滴管 x 4 支 
試管 x 4 支 

硫酸鐵溶液 x 1 瓶  剪刀 x 1把 

 

針葉,白蘭葉,血桐,橡樹葉各 x 1 片 10x10 cm 白紙 x 1 張 

埃及吹綿介殼蟲 x 5 隻 計時器 



實驗步驟: 
1. 採取針葉,白蘭葉,血桐, 橡樹葉各樣本, 其各長度約 20cm. 
2. 使用剪刀剪碎各葉樣本 
3. 使用研缽和研杵壓碎, 提取各葉汁 
4. 使用滴管從各葉汁樣本提取 3 ml 至試管 
5. 使用滴管從硫酸鐵溶液提取 3 ml 至試管中各葉汁樣本進行测試 
 
實驗結果: 
根據各葉葉汁對硫酸鐵溶液反應顏色深淺 , 得出各葉中單寧酸含量比較 : 

Ø 橡樹葉>白蘭葉>血桐>針葉。 
這與考察報告雙符合,血桐和白蘭這是較多埃及吹綿介殼蟲分佈,而考察報告中 
橡樹是沒有埃及吹綿介殼蟲分佈,但是從實驗三得知成熟埃及吹綿介殼蟲才有能
力吸取榕樹葉的汁,年幼的介殼不能吸取榕樹葉的汁,這能解釋考察報告中榕樹是
沒有埃及吹綿介殼蟲分佈。而考察報告中針葉這是較少埃及吹綿介殼蟲分佈,這
可從各葉中單寧酸含量比較趨勢解釋。 
由此可見,單寧酸含量能影響埃及吹綿介殼蟲對不同類型葉的向性因素之一 , 某
葉愈高單寧酸含量,介殼蟲對此葉向性愈高。 
 
實驗討論: 
單寧酸含量能影響埃及吹綿介殼蟲對不同類型葉的向性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因
素。其他因素可能是葉表面蠟質含量,橡樹葉是一個很好例子,因為葉表面蠟質含
量可令年幼介殼蟲困難於吸取葉汁,因此介殼蟲取易不取難,血桐,白蘭葉是一個
很好例子。總合而言,介殼蟲對不同類型葉的向性與葉中單寧酸含量成正比,但因
其他因素影響介殼蟲會否在某葉依附,如葉表面蠟質含量。見圖 4.1 

 圖 4.1 

右 1:橡樹汁  左 1:白蘭  左 3:血桐  其餘:其他針葉樹木 
 
[5]延伸 



    有資料提及辣椒水可以驅蟲,因此我們可以進行相關的實驗,研究辣椒水對驅趕
介殼蟲的成效有幾大,從而希望找出對植物少些傷害的方法去對付介殼蟲。另外,
我們發現在我們學校最多介殼蟲的一棵樹是白蘭樹和血桐,而他們的共同特徵都
是散發著香味,因此我推論介殼蟲是否因為香味而被吸引到那棵樹,因而也可以作
相關的實驗研究介殼蟲是否因香味而被吸引到樹上大量繁殖。最後,我們發現在
白蘭樹附近的針狀葉樹木的樹葉底部是沒有介殼蟲的,但樹幹上卻有介殼蟲,顯示
由於針狀葉樹木的樹葉太幼,介殼蟲不能在樹葉底部吸取樹汁,從而選擇在針狀葉
樹木的樹幹吸取樹汁。同時也顯示了我們學校的介殼蟲問題嚴重,導致介殼蟲要
選擇在樹木的樹幹吸取樹汁。另外,如果植物在嚴重被影響的情況下,莖部上都會
發現介穀蟲,而且體形較樹葉上的大。因此,我們推斷在莖部上體形較大的口器吸
力較強,但仍未找到牠們如何吸取莖部汁液的方法。見圖 5.1

 圖 5.1 
  
[6]結論 
我們在研究中得知介殼蟲較喜歡陰暗的地方(葉底),所以在學校後山有較多介殼
蟲,分佈較集中。因為這與單寧酸含量,葉表面蠟質含量息息相關, 埃及吹綿介殼
蟲其習性對此生境內的部分植物有傷害，由於介殼蟲會寄生於植物上，不停吸食

植物的樹汁，導致植物不少的葉片枯黄，甚至掉落，有些更甚至死亡，是絕對對

部分植物存在威脅；因此，埃及吹綿介殼蟲是植物的頭號敵人，是有損植物利益

的寄生物。另一方面，介殼蟲對其他生物來說是一良好的生產者，其分泌蜜液同

時也為螞蟻提供食糧，與螞蟻屬片利共生的關係，對於此生境的螞蟻具一定的正

面影響性。因此，埃及吹綿介殼蟲於此生境內，可說是一個同時擔當奸角色和正

義角色。 由此，我們需要作出應當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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