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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斑潛蠅抗藥性之監測 
 

許如君 李建佑 馮海東 
 

斑潛蠅(Liriomyza spp.)屬潛蠅科(Agromyzidae)，已有報告指

出斑潛蠅的抗藥性情形會嚴重到導致防治無效。台灣目前以番

茄斑潛蠅(L.bryoniae)、非洲菊斑潛蠅(L.trifolii)、蔬菜斑潛蠅

(L.sativae)及南美斑潛蠅(L. huidobrensis)等外來種危害最嚴重。

斑潛蠅可為害多種蔬菜及觀賞植物，主要寄主作物包括十字花

科、菊科、茄科、豆科、葫蘆科及瓜類，其體形細小，成蟲黃

黑色，雌成蟲利用其產卵管鞘戳破葉表皮產卵，幼蟲乳白色至

深黃色，藏於葉內並蛀食葉肉組織，形成不規則的彎曲蛇形蛀

道，因而嚴重影響作物的外觀、降低光合作用率及產量。三齡

期幼蟲成熟後從蛀道中爬出葉面或掉落表土化蛹。針對斑潛蠅

防治手段有黃色黏板防治、藥劑防治及生物防治等方法，不過

目前仍以噴灑殺蟲劑為主，因斑潛蠅對殺蟲劑之感受性變化將

直接影響其防治效力，有必要對主要栽培區進行推薦藥劑感受

性之監測，經由我們 2002年的調查(表 1.)，田間豆科及葫蘆科

的作物上多為蔬菜斑潛蠅的為害，其比例可達 95%以上，所以

針對蔬菜斑潛蠅，我們發展田間抗藥性監測的方法。本文調查

各地蔬菜斑潛蠅對目前登記防治斑潛蠅所用藥劑之感受性，藉

由防治效力的評估，供給改進防治策略時之參據。 

1.方法概要 

自各地區田間採取豆科及葫蘆科蔬菜上斑潛蠅受害葉帶回實

驗室飼養，待老熟幼蟲自葉內鑽出，收集蟲蛹；成蟲羽化後檢易鑑

定後供藥劑實驗用。利用丙酮稀釋藥劑製作均勻藥膜，24小時後觀

察斑潛蠅死亡情形，其中培丹(Cartap)不溶於丙酮，改採甲醇為溶

劑，實驗方法如前。由不同濃度殺蟲劑所造成之死亡率計算出半數

致死濃度(LC50)，供做比較抗藥性之基準。 

2.器材與設備 

2.1 採集及飼養 

剪刀 田間採集被害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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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龍網袋 60 (L) cm × 20 (W) cm × 16 (H) cm ，網目60 mesh

以上，田間採集時放置被害葉或套住鐵架供斑潛

蠅蛹羽化用。 

鐵架 40 (L) cm × 20 (W) cm × 15 (H) cm，放置斑潛蠅成

蟲用。 

糖水 10%稀釋糖水，供成蟲取食用。 

棉花 供斑潛蠅成蟲取食用。揉成團狀，放入玻璃瓶口

用。 

玻璃瓶 10 ml，放入糖水及棉花，管口用橡皮筋將棉花固

定。  

橡皮筋 固定棉花用。 

衛生杯 將斑潛蠅被害葉插入用，9.5 (ID) cm × 5.5 (H) cm。 

水 純水，供葉片吸水保鮮用。 

紙巾 墊在衛生杯下以利老熟幼蟲化蛹用。 

水盤 放置衛生杯用，上面墊上紙巾。 

毛筆 小楷，挑取蟲蛹用。 

2.2 簡易鑑定蟲種 

培養皿 鑑定品種時，浸泡斑潛蠅成蟲用。 

酒精 75%稀釋酒精，保存蟲體用。 

攝子 鑑定品種時，翻動蟲體用。 

顯微鏡 品種鑑定用。 

2.3 生物檢定 

供試藥劑 經標定含量之成品農藥，應冷藏儲存於4℃或以

下。 

溶劑 利用丙酮稀釋藥劑製作均勻藥膜，其中培丹不溶

於丙酮，改採甲醇為溶劑。 

玻璃瓶 2.5 (ID) cm× 5.5 (H) cm ，配製藥液用 

閃爍瓶 3 (ID) cm× 6.5 (H) cm ，放置藥液製成藥膜、測試

時使用。 

滾動器 使閃爍瓶中之藥液形成均勻藥膜用，型號：

MIXER(RM500)。 

吸蟲器 收集斑潛蠅成蟲用。 

尼龍網 7 cm × 7 cm，網目60 mesh以上，蓋住閃爍瓶，防

止成蟲跑出閃爍瓶用。 

橡皮筋 固定尼龍網用。 

瓶蓋 1.5 (ID) × 1 (H) cm ，放置棉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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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 揉成團狀，放入瓶蓋內用 

糖水 10%稀釋糖水，每一瓶蓋加入糖水1 ml，供成蟲

取食用。 

試管架 21 (L) cm × 14 (W) cm ×  7 (H) cm放置閃爍瓶用。 

3. 供試昆蟲 

3.1 採集 

自田間剪取斑潛蠅被害葉集中於網袋中。每測試一種藥劑有效

成分約需斑潛蠅成蟲 300隻，採集時應先推估取得足量之蟲數(見附

錄一)。 

3.2 飼養 

採集含斑潛蠅幼蟲之寄主受害葉片帶回實驗室後，將寄主葉片

立刻插水防止葉片枯萎，再放置於墊有紙巾之水盤上，置室溫中待

老熟幼蟲鑽出化蛹，再利用毛筆收集蟲蛹。將收集之蛹放在套好尼

龍網袋之鐵架中，置 25 ± 1 ℃，70% RH，12D：12L生長箱內。 

3.3 鑑定 

將實驗觀察後之斑潛蠅浸入 75%酒精中延緩蟲體腐敗，等斑潛

蠅死後，利用攝子將蟲體移至顯微鏡下，觀察雄斑潛蠅腹部背板色

型之變化以分別種類，以具圖 1.之斑點色型及外生殖器外觀型式為

蔬菜斑潛蠅。 

3.4 測試用蟲之供應 

利用吸蟲器收集具向光性，蟲齡為 1~3日齡之成蟲，每處理濃

度之蟲數至少需達 30隻。 

4. 供試藥劑 

各藥劑以純水稀釋為 10 mg/ml後，利用丙酮序列稀釋藥劑，其

中培丹不溶於丙酮，改採甲醇為溶劑。先進行前驅實驗(參考害蟲抗

藥性測試標準方法(01)之附錄三)來決定起始濃度(見附錄二)，再序

列稀釋 5次，以此 6個序列濃度供試。如選用的最高濃度所造成之

死亡率未達 80%，則加入起始藥液之濃度後重做。若選用之最低劑

量所造成之死亡率大於 15%時，再增加一個序列稀釋濃度後重做。 

5. 測試方法 

5.1藥膜的處理 

利用丙酮序列稀釋藥劑 5~6 個濃度，每個濃度 0.2ml 滴入閃爍

瓶中，每個濃度重覆 3次，再將滴有藥液之閃爍瓶放置滾動機上滾

動，待藥液完全揮發以製作均勻藥膜；其中培丹不溶於丙酮，改採

甲醇為溶劑，其他方法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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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生物檢定 

使用吸蟲器收集斑潛蠅成蟲，然後放入具有藥膜處理之閃爍瓶

中，瓶口利用尼龍網封住，防止試驗蟲飛出。倒放置試管架上，瓶

口下方放置加有 10%糖液、棉花處理之瓶蓋，供試驗蟲取食。每一

試管接入 10~15隻，置於 25 ± 1 ℃，70% RH，12D:12L生長箱內。

24小時後觀察死亡率。 

5.3 觀察 

以供試驗蟲之活動姿態判斷，將不能活動者及立姿不平穩者記

錄為死亡。結果記錄於表，(參考害蟲抗藥性測試標準方法(01)之附

錄二)。 

5.4  數據分析處理 

測試結果以對機數分析，計算各供試濃度與死亡率相關性之各

介量以及半數致死濃度。對每批生物檢定之結果，以對照組死亡率

小於 10%為必要條件，如果超過則必須重做。此外至少需四個(含)

以上處理濃度之結果，呈現隨濃度升高而增加之死亡率，且該死亡

率在對照組之死亡率以上，但在 10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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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表 1. 斑潛蠅之採集地點、寄主植物、時間及種類 

地點 寄主植物 時間 種類 

台中地區(霧峰) 豇豆 2002-10-3 100%蔬菜斑潛蠅 

南投地區(草屯) 黃瓜、四季 

豆 

2002-10-4 98%蔬菜斑潛蠅；2%番茄

斑潛蠅 

彰化地區(二水) 絲瓜 2002-10-18 99%蔬菜斑潛蠅；1%番茄

斑潛蠅 

雲林地區(林內) 豇豆 2002-9-10 99%蔬菜斑潛蠅；1%番茄

斑潛蠅 

高雄地區(路竹) 豇豆 2002-9-17 100%蔬菜斑潛蠅 

屏東地區(九如) 四季豆 2002-10-23 100%蔬菜斑潛蠅 

 
 
附錄二 

當測定殺蟲劑對斑潛蠅的半數致死濃度時，需先找到適合的測

試濃度範圍。我們得先進行前驅試驗，以找到可使部分被藥劑處理

的蟲子死亡，但死亡率尚未達 100%的劑量範圍。可參考害蟲抗藥

性測試標準方法(01)之附錄三。 

依據植物保護手冊登記用於蚜蟲之防治殺蟲劑，選用下列 8種

測試，各殺蟲劑之起始藥液濃度及稀釋比分別列如下表﹕ 

表 2. 藥劑之成分及劑型、起始藥液濃度、測試濃度之序列稀釋比 

藥劑名稱 
有效成分

及劑型 

起始藥液濃

度(g/ml) 

測試濃度之

序列稀釋比 

培丹 (cartap) 50% SP 69.4 1/3 

三落松(Triazophos) 40% EC 29.8 1/3 

佈飛松(Profenofos) 43% EC 167 1/3 

歐殺滅(Oxamyl) 24% SL 417 1/3 

硫賜安(Thiocyclam hydrogen 

oxalate) 

50% WP 10.4 1/3 

阿巴汀(Abamectin) 2% EC 167 1/3 

第滅寧 (deltamethrin) 2.8% EC 14.8 1/3 

賽洛寧(Iambda Cyhalothrin) 2.8% EC 39.1 1/3 

*SP：water soluble powder；EC：emulsifiable concentrate；SL： soluble concentrate；

and WP： wettable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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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利用蔬菜斑潛蠅雄性腹部背板黃色色斑變化及生殖器特徵以分
別種類，並詳加記錄；圖 A 為蔬菜斑潛蠅雄蟲及雌蟲腹部圖，
圖B為蔬菜斑潛蠅雄蟲腹部背板色斑及生殖器外觀圖。 

 

 

   

圖2. 自田間剪取斑潛蠅為害作物
之葉片。 

 圖3. 將被害葉插入裝水之布丁杯
中，中間鋪層紙巾，放置水
盤上。 

 

 

   

圖4. 斑潛蠅對被害葉之危害情
形。 

 圖5. 利用毛筆挑取蟲蛹集中至布
丁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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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將蟲蛹集中放至尼龍網袋套
住之鐵架內。 

 圖7. 在排氣櫃中配製所需不同濃
度之藥液。 

 

 

   

圖8. 每個濃度0.2ml 滴入閃爍瓶
中，再將滴有藥液之閃爍瓶
放置滾動機上滾動，待藥液
完全揮發以製作均勻藥膜。 

 圖9. 每一瓶蓋加入棉花及10%糖
水1 cc，供試驗蟲取食用。 

 

 

   

圖10. 利用吸蟲器收集試驗蟲。  圖11. 將試驗蟲放入閃爍瓶中，瓶
口蓋住尼龍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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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將沾有1 ml 的10%糖水之棉
花放置瓶蓋內後，放置試管
架上，再將裝入試驗蟲之閃
爍瓶倒放置瓶蓋上方讓斑
潛蠅可取食到糖水，放入生
長箱內，24小時後取出觀察
蚜蟲對殺蟲劑的反應。 

 圖13. 將不能活動者及立姿不平
穩者記錄為死亡。 

 
 
 

(攝影：鄭欽祥、李建佑、許如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