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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做為進行殺蟲劑對梨樹上木蝨類之田間藥效評估試驗的調查方法指引。

貳、適用範圍
一、害物種類：中國梨木蝨 (Cacopsylla chinensis)、黔梨木蝨 (C. qianli)等木
蝨類之生長期全期。
二、作物種類：砂梨 (P. pyrifolia)或受害方式相似之其他薔薇科梨屬寄主作
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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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調查方法
一、害物好發條件：
1 季節：梨樹花芽萌發期、盛花期(12)開始發生，全年可出現於梨園。
2 氣候條件：適合梨樹木蝨發生的溫度、相對濕度等氣候因子。
害蟲種類

溫度(˚C) 相對濕度(%) 引用文獻

中國梨木蝨 13-29℃

(5)

黔梨木蝨
3 植物生長期：梨果類 (Pome fruit) BBCH 0 - 7。
二、樣本單位：葉、枝條。
三、樣本大小：
(一) 小區：

供試區之耕作管理條件必須一致，每小區至少 2-5 株梨樹，每次調
查 2-5 株梨樹，每植株調查 5-10 枝條(1; 2; 4; 6-8; 10; 12-15)。
四、調查
(一) 破壞或非破壞性取樣。
(二) 調查方法：
1.

卵：
根據作物生長期，每植株逢機選取 30 芽或 120 葉片，計數卵
數(11)。

2.

若蟲：
根據為害程度與人力資源，每植株逢機選取 5-10 支生長情形
良好之枝條，其長度須達 20-30 公分，計數枝條與全數葉片(1;
4; 6; 10; 12)或於枝條上逢機選取 10 葉片之(2; 7; 8; 10; 13-15)
存活幼齡 (young larvae)與老齡 (old larvae)若蟲數，此計數方
式有利於釐清殺蟲劑之防治特性。前述幼齡者包括 1 至 3 齡
之若蟲，老齡者則為 4 及 5 齡若蟲(2; 4; 8; 13)，調查者可利用
EPPO 附圖輔助判別若蟲之齡期(1)。

3.

成蟲：
根據為害程度與人力資源，每植株逢機選取 5-10 支生長情形
良好之枝條，其長度須達 20-30 公分，計數枝條上之成蟲數量
(10)。

(三) 調查時間與頻度
1. 決定調查時間與頻度之因子：包括試驗目的、藥劑特性與施藥
方法等，如對昆蟲生長調節劑或強調殘效之藥劑而言，建議延
長調查時期。
2. 初步評估：木蝨發生時即進行初步評估。
3. 施藥前進行第一次調查，施藥後 1-3 天、7 天與 14 天各調查一

次(1; 2; 4; 6; 10; 11; 13; 14)。對作用較慢或欲了解其殘效性的藥
劑，可根據需要增加調查次數(12)。
(四) 標的：
計算或估計存活木蝨卵、若蟲或成蟲數。
五、害物密度/為害情形評估
1.

樣本單位之存活木蝨卵、若蟲或成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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