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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常則在李良介紹及其防治
文/圈陳明昭*
花卉是第資本及技術於一位的產
業，產品國前的位、

2

;nj 品質的誼單位商

殺死土中的的及土iJ晶。

品，E:1民為遊兔病品的危u.'而I 破 1盟關品

的恤，所以市加以防治。
據刮去發現，台灣危會花卉之主 WI

租船!而或休 !m 期間，個問開發現幼蟲

或蚓 l峙，予以混水淹沒全 l謂 5-7 天可

3

4.

早 i 朋摘除草丘上的卵塊于 Ij~1}t9E

Q

MH1+甘甜洽談引誘酬，每公
tHR的卦 8

L直品有呀品、粉誼}trl 、蛾暫1 、那潛則

個，以{肺活殺iiI!蛾. ，減少與雌蛾交!主

蚓、什般晶蚓、蜘:ti'j 等直晶晶，現就介紹

機會，附111 田間l 峽 U-F密皮，並可做昂

較重要且前此之鱗姐目蛾類書品，其生

的洲工具，作為防治時參考。

5.llJ1i白磁劑諦先小I而船施鑼密是否有錯

態及防治 7守法

宮，再大冊的施用 a 百I 參考利用 2.8

斜紋夜盜童醫

%些I~~于軍乳劑 1000 f昌、 2.8%甚至悄嚀

學名

SpodpCera J i tura Fabr i c ius

乳時IJ 1000 (ff 、蘇力的 32000iu/mg 水

英名

Tobacco cutwOl-m 、 AI-my worm

()}!txtl:粉刺 2000 倍、 75% 耐i敵克可濕

行車品、 tq 土蟲、u!品、連紋夜r.t

性粉刺 3000 倍、

俗名
形態

伯響樂劑選擇

成晶體長約 16

撥一次。

-- 20 公園。總及姐皆描

10%百草乳劑 3000

都使用，每隔 7 天施

色，且il伙紋傾斜，灰白色。

卵:淡貨色，飽研狀，直徑約0.5 公Jill>
。 1~多Q'il於容主Z店的背面，成塊l伏，

。 1 跑上也有雌蛾貨色毛狀物。
主))品

、三齡 II寺， imnU到袖，盼著晶
齡、季節、食物之不同而有不同

TAO

之個色，他良約 10 公區﹒
輛輛赤惱色有光擇。
危害狀

此過於 1

、

2( 幼)且有II寺，由虫在下表皮

"OJ紋..益鐵之閉嘴跌

JI)(食而殘留土表皮，且可將到'J:W巴吃食殆

盡留下班柄或懿脈。 5

、 6( 老)齡幼蟲fill

可取食植株之任何地上郁。本蟲食性極
雅，被當之花卉叫聲去商品個
II白，為當
做車時，前導致廢阱。
防治方法

1

注悠回 It\'! 衛生，消除凹|的事I~ 品及拍枝
由專草草，減少苦品怯包、繁如及化蜘場

所 a

重E

"科級蜜益重建之幼蠱窟，官倒""片~ "科絞覆益..之
1成 "I炊

;l;雜處1.1:車1是第 57 期弱的

﹒萬種ii"銀"良獨閻健研究員 ω8)72294副總 118

花位等部位上，幼益孵化能鑽 λiE 位 'I可
學名

5podopt甘冒 e 、句 ua Hubnel

英名

Bee t-

ar帥

取食待此位內HJi食塾，隨即鑽出 fl ，
爬入另一花在內危害，造成花樹妓缺、

"orm

河錢不擋﹒fJJ 蟲老早在後於土中化輛，釘 I

(台名:背晶

IE 位何充份的路避性亦可 IE 花位內 it

形

成晶體民約 I I 公固體﹒組灰偏色﹒

輛﹒ l封專門危吉花苔，故造成產品蝦亞

卵

t車前色、間彤'i!1恆的 nO.5-0.6

拉Y.!f

公四.

形

幼晶體色多變化.

I.查封綠色或暗惱色

，何時里前白色， tt型民都'113

成品， rna莘學1 月公固
灰

35---

雌成品一鍛色澤

i二位，而雄成描Il II 呵?有粉綠

色﹒

40 公用固

!I(J :

•

~再三~~色， m 化蚓 II寺里淡綠色﹒紡蝕狀

卵，卵"， u曲研狀，直總約 1 公 JjI ﹒

訕訕

'憫民約仿 I I 公臨﹒

fJJ晶體色多變

HI 卿化之幼品 11

灰綠色，取食後﹒幼品之的色變

危，做
此品屬區域性 tE 錯，於 1U!f· J:危害

n 綠色、深綠色、制色、 yi 偽

較少﹒瓜果、豆漿如蔬誕前發生。孵化

色、 -V'j 給色或 ;11 徜色:'J.宙i 色﹒老

7-'1幼晶體長約 36

之幼幽危1!f新悄、轍身5 或 iE 裕， 1話做 nj'，

、推

致 l史他株無法正常生具，磁重影響

l~illi MI 伯伯﹒成品直伏在出

38 公座﹒

!:It j‘自﹒

傍晚及 i"i'l

a 較研1(<<﹒開產於他株上，里不脫 nIJ~~

---

輛-亦制色，里紡鍾1位﹒一般雌輛小於
防治巧，查

塊﹒並以體毛種蓋.在熟幼晶土中化

:消除四周維草﹒

~日，化輔 i時間11喜歡還何做濕的塊以土

2

耳圈，吐輯營融﹒其上她回廿二秘雜物等﹒

3

不 II 川性扭扭野黨請弓 1 或燈光請殺﹒
研單 1 夜鐵馬雛食性-在許多花卉作物
上並無推站寮劑，越誠可會再 Jt 他作

防治方法

物防治哥哥 1Jii夜饋之樂劑﹒於 'I 、 ~j華使

同斜紋夜陸織方法﹒

III 以下 f'f.一欒嘲﹒1<!1無贊許 1扭扭﹒ Ufl
吋大f(jili'l使用﹒如 40% 太開1貨車乳酬
2500 的、】 0% 百滅嚀乳州 3000 f昌、
2.8% 岫芬啦乳酬 1000 f-宮、 40%JJII弘一

發啦乳劑 2500 倍、 20 %~t:化研l 乳劑
TAO

2000 伯等﹒每隔 5 至 7 天』擅自握一次，

lml值的路往恐安全探收 l訓，過 5且接觸
過旦造成中再現象回

a祖頁夜1!2 tJ11Ut書

..翅稟夜，之 mAe8海路"花否真做

撐，毫"a片做

國

l Ei年之蛾'lI1古品除仁述三甜較常見

外﹒其他還有小白紋有蛾、種問 Wi 毒
'}!~l : lIel icoverpa er", igera lI ubner

，融、亦邊經輯、大避偵餓坪， Jt 危害 1J

莫名

T回過to frui t. worm ﹒Corn 聞自間用

亦 4 容忽妞，雖然於連續下大兩淹水

{持名

向梁體 jl(輯、玉米德蟲、自菸草

後，何把土中躲蔽之幼蟲踢足化輔之老 9J>.

餓、，可蟲、蛀，c.，‘晶、大綠蟲或側

幼蟲淹死﹒但是 2-3 個月內身II 無下繭，

的蟲

大發生之償等"nil 會提高，希望農民加強

哥哥茄夜蛾雌成，峽庫卵分散於葉片、

注意lVi 楠﹒有

第 57 觀 95 凹;1; 4 且是官司~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