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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張淳淳。2014。臺南地區稻細 發生調查與防治。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63：73-
82。

本試驗主要進行臺南地區水稻稻細蟎發生調查與防治研究。水稻稻細蟎自一期作末期

開始出現於葉鞘內，平均密度為每分蘗 2.3 與 3.2 隻。二期作水稻之稻細蟎於抽穗前開始發

生，密度於抽穗後四週達每分蘗 141.0 隻。二期再生稻田於整個生育時期皆可觀察到稻細

蟎，乳熟期達 513.3 隻每分蘗。7 鄉鎮 36 處水稻田之調查結果顯示，稻細蟎在臺南地區一期

作收獲後稻樁上發生率為 100％。藥劑試驗以 10％芬殺蟎乳劑 1,000 倍效果最佳，死亡率達

99.1％，1％密滅汀乳劑 1,500 倍次之，為 89.0％。粒劑試驗以 4％培丹、10％托福松、3％
加保扶防治效果較佳，防治率分別為 96.1％、91.3％、90.2％。

關鍵字：水稻、稻細蟎、再生稻、化學防治

接受日期：2014 年 5 月 19 日

前　　言

臺灣發現水稻稻細蟎（Steneotarsonemus spinki Smiley）之最早紀錄於 1968 年 (1,15)，然

而當時此蟎與不稔症間之關聯尚未明瞭，直到 1976 至 1979 年爆發大規模不稔症疫情，研究

人員於受害水稻上觀察到大量的稻細蟎，並進行一連串試驗研究，才漸釐清不稔症與稻細蟎

之關係。據文獻記載當年發生最嚴重時水稻受害面積近 2 萬公頃，估計造成 27.1％以上的產

量損失 (5,15)。

水稻稻細蟎以水稻為寄主，體表帶有葉鞘腐敗病病原菌（Sarocladium oryzae (Sawada)）
之分生孢子 (11)，此病原菌可經由稻細蟎取食之傷口入侵而致病，受害水稻上常出現水稻穗

頸扭曲、矮化、穀粒黑化甚至不稔等病變，影響水稻之產量及品質 (10)。目前普遍認為稻細

蟎與葉鞘腐敗病為水稻不稔症發生之重要原因，然而對於兩者在水稻不稔症發生所佔之比重

仍未完全確定 (3,14,16)。一般而言稻細蟎影響水稻的方式，主要可透過吸食稻株汁液、截斷水

稻稔實所需養份 (5,11)，或直接危害花器、胚乳 (14) 等途徑造成水稻不稔。再來則是傳播病害

的影響，研究於稻細蟎蟎體及受害水稻上皆可分離到葉鞘腐敗病病原菌 (11)，而感染病害的

水稻箭葉葉鞘出現灰褐色病斑，使得組織老化、死亡，產生葉鞘鬆弛徵狀，並因此造成抽穗

遇阻，使得受害水稻之穗頸呈現扭曲 (6)。田間也常見因感染病害造成稻穗無法正常抽出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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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抽出一半之症狀，同時穀粒呈現暗褐色。嚴重被害時，稻穗在箭葉鞘內枯萎無法抽出 (7)。

臺灣對於稻細蟎之研究主要發表於 1977 至 1981 年，皆是針對 1976 至 1979 年間稻細蟎

與不稔症大發生所進行的相關研究，包括生態特性 (15)、型態描述 (19)、防治藥劑 (3,18)、與水

稻不稔症及葉鞘腐敗病原菌間之關係等 (2,3,9,16)。而後隨不稔症疫情趨緩，研究逐漸減少，對

於此蟎的關注也不若以往。近年來臺南場轄區內之嘉義、臺南地區陸續傳出稻細蟎之零星發

生，雖程度不若當年，但過往不稔症疫情的影響也警示了稻細蟎的潛在威脅，為進一步了解

現況，本研究即針對稻細蟎於臺南地區之發生時期、田間族群變化與栽培模式之關聯進行調

查，同時選定藥劑進行防治效力之評估，並對照過去與現今之發生狀況，對於稻細蟎及水稻

不稔症疫情發生風險進行討論。

材料方法

一、臺南地區水稻稻細 田間發生調查

2011 年於臺南地區一二期作水稻栽培時期進行，於後壁試區選取兩塊不同栽培

模式之水稻田，兩栽培模式分別為二期作重新插秧之慣行法（頂長里，120.332007, 
23.369490）與二期留種宿根之再生稻法（竹新里，120.286600, 23.337310），進行水稻

栽培期間稻細蟎發生消長之調查。兩周取樣一次，每次逢機採取稻欉分蘗 10 隻，攜回

實驗室進行鏡檢，計算每分蘗之稻細蟎數量。

二、再生稻樁之稻細 發生調查

為進一步釐清再生稻與稻細蟎發生之關聯，於 2012 年臺南地區一期稻作收穫後進

行田間殘存稻樁上稻細蟎之調查，以了解轄區內再生稻栽培模式下稻細蟎發生之狀況。

調查臺南市善化區、六甲區、柳營區、新營區、後壁區、東山區，嘉義縣義竹鄉等 7 個

地區。每田逢機採取稻欉分蘗 10 隻，攜回實驗室進行鏡檢，紀錄稻細蟎發生狀況。

三、室內藥劑防治試驗

稻細蟎成蟎十分活潑好動，較難以接種於植體上施藥的方式進行長時間的觀察，因

此以靜止期階段為藥劑試驗之對象，因靜止期已可分辨雌雄，試驗對象均挑選於靜止期

之雌蟎進行。將田間採集之稻細蟎於顯微鏡下由外觀判別（圖 1），以毛筆將 30 隻靜

止期之雌蟎挑於 1 cm2 濾紙上，濾紙置於鋪有溼棉花之培養皿上，以微量滴管將 100 μL
藥液滴於濾紙上使蟎體接觸藥液，施藥後置於室溫下，分別於 24、48、72 hr 觀察各處

理間之死亡情形，每處理 4 重複，供試藥劑以登記於水稻之蟲害防治用藥與前人研究中

對稻細蟎具防治效力藥劑為主，種類及倍數分別為 1％密滅汀（milbemectin）EC 1,500
倍、40.64％加保扶（carbofuran）SC 1,000 倍、40％ 納乃得（methomyl）SL 1,000 倍、

10％ 芬殺蟎（fenazaquin）EC 1,000 倍、2％阿巴汀（abamectin）EC 1,000 倍、50％
護粒松（edifenphos）EC 1,000 倍、42％大克蟎（dicofol）EC 1,000 倍、75％毆殺松

（acephate）WP 1,000 倍。

試驗期間每 12 hr 觀察一次稻細蟎之存活狀況，因靜止期個體羽化為成蟎後即開始

活動，故將成功羽化爬離濾紙之個體視為存活，試驗期間共觀察 120 hr，最後一次觀察

結束後將最終仍以靜止期型態存在於濾紙上之蟎體視為死亡，並以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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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各處理下之校正死亡率，並將上述資料利用 SAS 統計軟體進行變異數分析，以最

小顯著差異法（Fisher’s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進行事後檢定。

圖 1. 稻細蟎各時期之外部型態。A：卵；B：幼蟎；Ｃ：老熟幼蟎；Ｄ：靜止期雄蟎；Ｅ：

靜止期雌蟎；Ｆ：雌成蟎；Ｇ：雄成蟎

Fig. 1. The various stages of the Steneotarsonemus spinki. A, egg; B, young larvae; C, old larvae; D, 
chrysalis (male); E, chrysalis (female); F, adult female; G, adult male

四、粒劑防治試驗

於田間採集具稻細蟎之水稻欉，移植於盆栽中，於水稻孕穗期時施用粒劑，藥劑

選擇以登記於水稻之粒劑為主，分別為，5％陶斯松（chlorpyrifos）0.15 g、1％ 芬普尼

（fipronil）0.1 g、4％培丹（cartap）0.15 g、3％加保扶（carbofuran）0.15 g、10％ 托福

松（terbufos）0.15 g。處理前一天採樣調查稻株上細蟎之數量，每藥劑處理 1 欉水稻，

待水稻抽穗後進入乳熟期時再次調查稻株上細蟎之數量。處理前後各取 5 支分蘗，並以

公式：

計算不同藥劑對稻細蟎之防治率。

結　　果

一、臺南地區水稻稻細 田間發生調查

2011 年調查之兩處水稻田皆於一期作末期，六月底開始發現稻細蟎蹤跡，約為水

稻乳熟至黃熟期，初發生族群密度極低，平均每分蘗僅有 2.3 隻與 3.2 隻。二期作時兩

處田採取兩種不同栽培模式，分別為重新插秧之慣行栽培與留種前期宿根之再生稻栽

培，兩種模式之下，顯現了不同的族群變化（圖 2）。再生稻栽培下，稻細蟎族群直接

由一期作延伸至二期作，整個生育時期皆可調查到稻細蟎的族群，田間密度隨水稻生長

開始上升，於乳熟期末期（10 月 25 日）達平均每分蘗 513.3 隻，黃熟後密度下降至平

均每分蘗 135.1 隻。慣行栽培水稻田之發生於一二期作呈現類似的情況，兩期作間之比

較則以二期作時密度較高，二期作由秧苗至孕穗期前皆未觀察到稻細蟎存在，遲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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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抽穗期前後始可見稻細蟎活動，平均每分蘗約 5.0 隻，而發生後族群密度之攀升速

度則與再生稻田類似，於抽穗後一個月（11 月 3 日）達平均每分蘗 140.6 隻，而後稻株

因豪雨倒伏並提前收穫，無法獲取後續資料。再生稻栽培田於 11 月中收穫，收穫後由

於田間稻樁仍未耕犛，持續調查其上稻細蟎密度兩次，平均密度分別為 29.1 隻（11 月

16 日）與 59.0 隻（11 月 23 日）呈現上升之趨勢。

二、再生稻樁之稻細 發生調查

2012 年一期作收穫後共調查 7 鄉鎮 36 處水稻田，逢機採取稻樁殘株或其新抽出之

分蘗，每處採樣 10 欉以上。調查結果於所有的採樣點都發現到稻細蟎的存在，發生率

100％。由田間發生程度來看，平均每分蘗密度在 1隻以下者有 3處，1～ 10隻有 24處，

10 ～ 100 隻者有 7 處，100 隻以上有 2 處（圖 3）。

三、室內藥劑防治試驗

不同藥劑對稻細蟎之死亡率詳如表 1。由於施藥 72hr 後，濾紙上所存留之靜止期

個體數即不再改變，故以 72 hr 觀察到之數據計算其死亡率。對照組之靜止期個體於 72 
hr 時，均已全數蛻為成蟎，此時處理組仍停留為靜止期形態之個體，已可確信為死亡。

各藥劑對稻細蟎之毒性由高至低依序為 10％芬殺蟎 99.1％、1％密滅汀 89.0％、2％阿

巴汀 82.0％、42％大克蟎 60.9％、50％護粒松 30.5％、75％毆殺松 23.2％、41％加保扶

4.3％、40％納乃得 2.6％。其中 10％芬殺蟎、1％密滅汀、2％阿巴汀施藥 72 hr 後死亡

蟎數顯著高於其他藥劑，達八成以上之死亡率，其中又以 10％芬殺蟎於施藥後 24 hr 即
達 99.1％之死亡率，效果最佳。而 41％加保扶及 40％納乃得施藥 72 hr，死亡蟎數最少，

顯著低於其他處理，死亡率不到一成。

四、粒劑防治試驗

不同粒劑對水稻上之稻細蟎之防治率如表 2，於水稻植株孕穗期施用粒劑，前後調

查分蘗上稻細蟎族群密度以評估防治效率，5 種藥劑中以 4％培丹、3％加保扶、10％
托福松有較高之防治率，達 90.2％以上，5％陶斯松之防治率為 58.4，1％芬普尼僅有

28.3％之防治率。

圖 2. 稻細蟎於水稻田之族群變動

Fig. 2. Population dynamic of Steneotarsonemus spinki on rice fields of two different cultur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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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稻細蟎在一期作收穫後稻樁上族群密度頻度分布

Fig. 3.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density of Steneotarsonemus spinki*
* Surveillance was conducted in 36 ratoon rice fields of Tainan and Chiayi county 2 weeks after 1st 

crop harvesting. 

表 1. 八種不同藥劑對稻細蟎之毒性

Table 1. The toxicity of 8 pesticides for Steneotarsonemus spinki

Miticides Dilution

No. of chrysalis remained on the filter
paper* (Mean (SD))

Mortality（％）Time after treatment
24 hr 48 hr 72 hr

10％ fenazaquin EC 1,000X 29.8 (0.5) 29.8 (0.5) 29.8 (0.5)a** 99.1

1％ milbemectin EC 1,500X 28.0 (1.4) 26.8 (1.9) 26.7 (1.9)a 89.0

2％ abamectin EC 1,000X 25.8 (3.3) 24.8 (3.4) 24.8 (3.4)a 82.0

42％ dicofol EC 1,000X 29.0 (0.9) 26.8 (0.9) 18.3 (2.4)b 60.9

50％ edifenphos EC 1,000X 24.5 (2.5) 19.5 (3.7) 9.3 (3.9)c 30.5

75％ acephate SP 1,000X 22.0 (2.4) 16.5 (1.3) 7.3 (2.1)c 23.2

41％ carbofuran SC 1,000X 18.8 (0.5) 9.8 (3.8) 1.5 (1.3)d 4.3

40％ methomyl SG 1,000X 15.1 (5.3) － 1.4 (0.9)d 2.6

Check 7.0 (4.2) 1.5 (3.0) 0d
* Number of chrysalis remained was observed up to 120 hr after treatment. Data obtained at 96 and 

120 hr were the same as at 72 hr and were not shown.
** Mean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the 5% confidence level 

according to L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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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五種不同粒劑對再生稻上稻細蟎之防治率

Table 2. The control rate of 5 granular pesticides on the Steneotarsonemus spinki on ratoon rice

Treatment
No. of mites (Mean (SD))

Control（％）
Pre-treatment Post-treatment

6％ cartap GR 139.0 (134.0) 6.0 (2.4) 96.1

10％ terbufos GR 193.2 (192.4) 18.6 (16.6) 91.3

3％ carbofuran GR 103.4 (34.4) 11.2 (7.7) 90.2

5％ chlorpyrifos GR 116.0 (44.0) 53.4 (24.8) 58.4

1％ fipronil GR 185.6 (121.5) 147.4 (60.6) 28.3

Check 131.0 (48.2) 145.0 (70.6)

討　　論

調查顯示一期稻作之稻細蟎主要發生於栽培末期，初發生時密度低，於抽穗後一個月才

發現零星個體，此時水稻已屆收穫時期，因此也鮮少出現稻細蟎所傳播之葉鞘腐敗病病徵，

推測稻細蟎於一期稻作上之發生機率低。二期稻作之田間族群變化隨栽培模式而有不同，重

新插秧之慣行栽培田，因經過耕犛整地清除原稻株上的族群，於生育初、中期均無稻細蟎，

發生模式與一期作類似，差別在於後期發生時間提早、族群增長快速，由 10 月初發生後一

個月左右，調查所得每分蘗平均蟎數增加約 30 倍。推估原因可能為夏季高溫適合其族群增

長所致。稻細蟎發育受溫度影響很大，28～ 30℃的環境下，自卵發育至成蟎僅需 3～ 4天 (6)。

若從 1976 年～ 1977 年臺南地區稻細蟎嚴重發生當時的氣象資料來看，二期作孕穗開始 1 個

月內，旬溫度達 27℃以上、旬雨量 40 mm 以上且下雨日數超過 4 天，即達大發生之有利條

件 (6)。在二期再生稻方面，由於未進行耕犛整地，稻細蟎在田間的族群得以續存，因而較慣

行栽培更早發生，後期族群數量相對更高。而於水稻抽穗之後，葉鞘腐敗病之發生也較慣行

栽培田更為普遍。相同時間間隔，進行兩種栽培模式稻細蟎發生狀況之比較，可發現族群成

長的速度大致相似，因此在二期作環境條件適合其增殖的情況之下，栽培初期之害蟎族群是

否能得到控制應為防治的關鍵。

若與過去之文獻資料相比，2011 年二個期作間的發生差異與 1978 年時不稔症大發生時

期的棲群變化呈相似的趨勢，二期作之發生密度皆較一期作為高，然而在發生程度與發生時

間上則有不同，1978 年於臺南官田地區之調查結果顯示稻細蟎約於每年 5 月一期稻作之抽

穗期開始出現，發生高峰約每分蘗 100 隻；而二期作不論是慣行或再生栽培，稻細蟎族群皆

則於 8 月中旬開始上升，至 9 月下旬達最高，約 300 隻（慣行栽培）及 700 隻（再生栽培）
(16)，兩者密度高峰時期一致。2011 年之調查顯示一期作時田間雖會發生稻細蟎，但密度極

低，每分蘗之平均皆為個位數。二期作時慣行田發生時間較晚，於 10 月初時才調查到稻細

蟎，11 月初之高峰約 100 隻，而再生稻田雖於全期皆有稻細蟎，也遲於 10 月底才達 500 隻

左右的密度高峰，兩者高峰點具時間差，與過去資料中呈現的一致性略有出入。兩年度調查

結果的差異除了反應田間實際發生之密度外，調查田區的相異特性或許也有相當程度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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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2011 年進行調查之水稻田雖都位於後壁區，但兩處相距 4 km，耕作時間與管理方式也

不同，再生稻田所在區域為雜作區，有許多休耕田參差其中，雜草叢生，可能為病蟲害藏匿

之處。而當地除水稻外也會栽植玉米作為秋冬裡作，農民為提早結束二期稻作，常留種再生

稻，因此當地每年二期作稻細蟎與葉鞘腐敗病皆相當普遍，在高密度的田區甚可調查到每分

蘗達 2,000 隻的個體。而慣行田位於水稻生產專區，二期稻作皆重新插秧，作物相單一且耕

作時期一致，推測相較再生區域，二期作時稻細蟎來源較少，侵入水稻時間因而向後延遲，

以致高峰時間較晚，發生程度較輕微。此外雖然因天候因素提前收穫，無法完成生育全期的

完整調查，但在農民訪談中可知歷年來葉鞘腐敗病極少發生，因而推測在慣行制度下，田間

雖可發現稻細蟎族群，但仍不致造成嚴重危害。回顧 70 年代之不稔症疫情，是由臺南官田

地區開始向外逐年蔓延擴散 (1)，嚴重發生原因也與當時的栽培環境有關，當地因鄰近烏山頭

水庫灌溉方便，水稻可經年種植，除一二期稻作外，也有七、八月收穫之中間作，不稔症常

發生於中間作，並蔓延至二期作 (2)。此外 1978 年調查之稻細蟎密度呈現三個種植時期作依

序攀升的現象 (15)，也對應了不稔症田間發生之趨勢。總體而言，兩個時空下的調查皆可看

出二期作為稻細蟎好發時期，且再生栽培有助其發生。而現今田間發生程度與 70 年代之差

異，則可能與耕作制度的複雜程度有關。

2012 年一期收穫後之稻樁調查顯示，二期若採再生稻栽培，稻細蟎發生機率極高，雖

然超過六成的採樣點所調查到之平均蟎數在 10隻以下，但若以 30℃下僅需 3天可完成發育，

稻細蟎於臺灣夏季約可繁殖 30 ～ 40 代 (15)，再加上單 1 隻雌蟎即可產超過 50 粒卵 (15,17,22)，

族群增長與危害水稻的潛力不容忽視。此外，在所有採樣點都調查得到稻細蟎的情況下，也

可推測其於臺南水稻栽培區應該是相當普遍的害蟎。只是在大部份水稻田區採翻耕插秧的耕

種方式之下，族群增長有限，較少達到嚴重發生的程度。此現象呼應了耕作防治上的觀點，

再生稻或稻樁應為一、二期作間的主要傳播橋樑，透過翻耕清除則為重要的預防措施 (15)，

此外配合 2011 年於慣行栽培及再生栽培二模式下稻細蟎棲群密度變化也可看出，若能使稻

細蟎進入水稻田的時間點愈延後，愈能降低其危害風險與產量損失 (20)。

稻細蟎體型極小，若非田間已出現病徵或刻意監測，無法像其他的害蟲般容易察覺，也

加上其大量發生的時間點多在抽穗之後，在對產量已造成損失的情況下也早錯過了防治適

期。因此，在了解其生態與發生現況外，若能深入探討諸如各種栽培方式上的發生程度、植

株上密度與危害程度之關聯等，較能擬定防治策略，對於高風險區域進行事先防範。

在室內藥效測試中，選定 8 種藥劑對於稻細蟎進行防治試驗，採用浸潤濾紙方式使靜止

期階段之雌蟎接觸藥劑，以最終未羽化為成蟎或未離開濾紙之個體視為死亡。試驗使用靜止

期個體是為了方便觀察，避免成蟎的好動影響試驗，此外，由於稻細蟎之雄成蟎，具有以特

化後足揹負靜止期雌蟎之特性 (12,21)，為減少誤差產生，故僅挑選雌蟎作為試驗對象。藥劑選

擇依據為水稻用藥或前人研究中提及有防治效力之藥劑，包含廣效性殺蟲劑、殺蟎劑、抗生

素類藥劑等，其中芬殺蟎、密滅汀、阿巴汀為其他作物之殺蟎劑，防治率皆在八成以上。大

克蟎在過去研究中被認為對稻細蟎有防治效力 (6)，然而於試驗中所得殺蟎效果並不顯著，僅

六成左右，推測差異可能肇因於本試驗所用方式是取蟎體直接施藥，並非施藥在具細蟎取食

活動的植物組織上，因而僅能看出藥劑對於稻細蟎之觸殺效果，而無法呈現藥劑於胃毒殺蟎

的特性。相似的狀況也可於盆栽水稻的粒劑試驗中看出，相同成份之藥劑，在不同劑型與施

用方式下，測試得出之防治效果差異很大。有機磷劑與胺基甲酸鹽類藥劑，在室內藥效測試

中死亡率都極低，然而在粒劑試驗中可達九成之防治率。試驗採用之藥劑，除陶斯松外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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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之系統性 (8)，可見必須在適合的劑型與正確使用方式等前提之下，方能發揮化學防治之

效力。而稻細蟎在水稻上棲息部位為葉鞘內，相當隱密而藥劑不易到達，若無法徹底的施藥，

防治效果勢必會打折，本試驗中包括培丹、加保扶、托福松等系統性粒劑皆達到九成防治率，

因此針對此種棲性隱匿之害蟎，系統性應是藥劑篩選的重點方向。

稻細蟎目前在南部地區雖為普遍存在，但未曾傳出大規模疫情，多為零星發生，而發生

較嚴重的田區往往具耕作時期不一，或為再生稻田。這些特性在擬定防治策略上都是可以切

入之重點。前人研究推測臺南地區於 1977 年間的水稻不稔症疫情，與當時複雜的耕作制度

有關，使得田間於同一時期存有不同生育期水稻，稻細蟎能於不同田區存在而持續大量繁殖
(2,10,15)。此外，稻細蟎在自然狀況下能藉風傳播 (10)，因此同一區域的栽培時期不一，或有鄰

近稻田採行再生稻之栽培，都有可能加重危害風險。以現今的狀況而言，雖然稻細蟎於田間

為普遍存在，但其主要威脅的對象還是二期留種宿根的再生稻田，對於兩個期作皆採插秧方

式的大多數水稻栽培區，雖能於二期作末期調查到稻細蟎發生，但發生較輕微，不致造成危

害。再生稻是一種省工的栽培方式，具生育期短成本低之優點，然而其也有生長時期參差、

產量品質較低、病蟲害較嚴重等缺點，與近年農政單位推廣之良質米政策背道而馳，因此並

不鼓勵農民留種，在稻作生產高度機械化的今天，一貫化的作業與專業生產為未來趨勢，使

得稻作產業愈朝高品質目標前進，若再生稻栽培區域減少，稻細蟎之發生應較過去更能受到

控制。然在現今水稻仍處於無稻細蟎登記防治藥劑的狀態，而當年的不稔症大發生也提示我

們不能忽略稻細蟎的潛在風險，因此篩選有效藥劑應為現今首要的工作，此外對於其發生密

度與葉鞘腐敗病及水稻減產間之關聯性也值得進一步探討。而在田間生態方面，稻細蟎也有

許多待解答的問題，包括其如何續存於水稻栽培以外的時間，田間是否有其他寄主等 (4)，透

過全面的了解，才能架構完善的管理策略，避免疫情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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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Occurrence of the Panicle Rice Mite, 

Steneotarsonemus spinki Smiley

 in Tainan District and its Control1

Chang, C. C.2

Abstract

Survey on the 2 rice fields revealed that panicle rice mite Steneotarsonemus spinki Smiley 
was first observed in the leaf sheath in late growing stage of the 1st crop. Average mite numbers 
were 2.3 and 3.2 mites per tiller, respectively. In the 2nd crop, mite population of transplant rice 
field was observed before heading stage and density reached to highest level 4 weeks after heading 
with an average number of 141.0 mites per tiller. In the ratoon rice field, mite can be observed in all 
growth stage. The population increased to highest level at milky stage with an average number of 
513.3 mites per tiller. Survey on 36 rice fields of 7 townships revealed that the 100% of panicle rice 
mite occurrence observed in the ratoon rice after 1st crop. Screening of miticides tested that 1,000 
dilution of 10% fenazaquin was the best with 99.1% of mortality followed by 1,500 dilution of 1% 
milbemectin with 89.0% mortality. Granule tests indicated that 4% cartap, 10% terbufos, and 3% 
carbofuran were promising with 96.1%, 91.3% and 90.2% of mortality,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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