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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常用防治病媒蚊有物理及化學性防治。有些水域無法移除，故生物防治日益重視。台灣

未曾利用渦蟲進行蚊幼蟲生物防治，我們利用本土淡水渦蟲 Dugesia japonica 控制登革熱病媒

蚊幼蟲數量評估。渦蟲屬群體捕食，捕食蛹及 1 到 4 齡白線斑蚊幼蟲，利用分泌黏液纏住幼

蟲並吸食。12 小時內 10 隻渦蟲捕食 1、2 齡幼蟲數量高達 125 隻，以每 5 隻 3、4 齡幼蟲投

放 1 隻渦蟲(5:1)防治效果最佳。改變變因如光線、水深等，不影響其捕食能力。渦蟲在含液

態肥料或孳生蚊蟲環境下，生存亦不受影響。最後模擬野外投放證明渦蟲 100%控制白線斑蚊

幼蟲孳生。若環境無蚊幼蟲，可以有機質及小生物維持族群數量。綜觀之，以渦蟲防治登革

熱病媒蚊幼蟲具有高度潛能，未來持續進行野外研究。 

 

壹、研究動機 

    渦蟲是底棲生物，爬行速度較緩慢，而蚊子幼蟲則是能穿梭於水中且移動迅速的生物，

這兩個看似毫不相干的小生物，究竟能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在生物社研習活動時，認識了

會吃斑蚊幼蟲的劍水蚤，老師也提供一些蚊子幼蟲讓我們觀察，此時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

渦蟲會吃蚊子幼蟲嗎？於是我們將渦蟲和蚊子幼蟲放在同個培養皿中，沒想到渦蟲馬上就纏

住蚊子幼蟲開始吸食，這個意外的發現讓當初想研究渦蟲記憶行為的我們，決定利用渦蟲對

於生物防治的可行性，進行評估。 

斑蚊是傳播登革熱和茲卡病毒傳染病等疾病的媒介，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統計，每年大約有 5 千萬至 1 億人口罹患登革熱(圖 1 a)。於 2015 年，台

灣登革熱病例更是迫近 4 萬 5 千例(圖 1 b)。最近茲卡病毒也在全世界肆虐，目前普遍認為茲

卡病毒與新生胎兒之小頭症可能有所關聯。這兩種疾病是由白線斑蚊及埃及斑蚊來傳播，所

以如何控制此兩種蚊子的孳生，顯得日漸重要。 

    我國政府也宣導將積水容器移除(物理防治)，也於各地區噴灑殺蟲劑(化學防治)，但還是

無法有效防止登革熱病患人數攀升。原因可能出自於一些「無法移除的水域」，如水耕盆栽

及社區的造景水池，像是這種水域就相當適合使用生物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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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養殖水中生物的愛好者們而言，時常出現在蝦缸的渦蟲，因會捕食蝦，所以令他們頭

痛，常下藥劑將渦蟲毒死。經評估後，若渦蟲可有效用於生物防治，即可捕捉渦蟲用來控制

病媒蚊幼蟲族群數量，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渦蟲除了會捕食白

線斑蚊幼蟲，爬行時分泌的黏液會把使白線斑蚊幼蟲們纏成一團或黏在杯壁上，造成白線斑

蚊幼蟲在掙扎時受傷，或無法順利游到水面換氣而死亡。此外，渦蟲有跟海星一樣的再生及

繁殖能力，未來如實際應用不必擔心數量不足。 

 
圖 1 登革熱地理分布 

(a)全球登革熱病例地理分布，及(b)台灣登革熱病例累積趨勢圖與地理分布。 

 

貳、研究目的 

一、認識實驗動物─日本三角渦蟲及白線斑蚊幼蟲。 

二、觀察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行為分析。 

三、渦蟲捕食能力評估： 

(一) 評估渦蟲在不同環境中，捕食白線斑蚊幼蟲能力。 

(二) 模擬野外環境，進行渦蟲防治白線斑蚊幼蟲測試。 

四、環境容忍度評估 

(一) 渦蟲與白線斑蚊幼蟲在不同環境(蘇力菌、液態肥料)的致死率。 

(二) 採集白線斑蚊生存水域的水樣，進行渦蟲與白線斑蚊幼蟲生存環境之相容性測試。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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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實驗動物 

(一) 日本三角渦蟲(Dugesia japonica)  

1. 來源：台灣南部漁場，實驗時選用渦蟲長度約 10 mm。 

2. 觀察渦蟲外觀並參照 Kawakatsu(2002)圖鑑(圖 2 b) 進行初步形態鑑定，比對得知為

Dugesia japonica。 

 

圖 2 渦蟲形態 

(a)渦蟲綱腸道分化圖，(b)三腸目渦蟲種類形態示意圖，以及

(c)本實驗使用的渦蟲。(Miller2001)(Kawakatsu 2002) 

3. 日本三角渦蟲(圖 3)：體細長扁平，體長

5-30 mm，體寬 1-5 mm(Lin et al., 2007)。

頭部呈現三角形而得名，頭部有兩個黑色

的眼點，具感光細胞能感覺光線明暗，兩

側有耳突，可以藉水流偵測獵物的位置

(Stephen 2001)。三角渦蟲(圖 4)：為淡水

底棲生物，普遍生活於乾淨的溪流或者養

殖蝦子的水族箱中，以小型水生動物或屍

體為食。渦蟲為負趨光行為的動物，所以

多數時間都躲在石頭下。渦蟲在營養充足

時，會行斷裂生殖，通常會在蟲體咽的後

方處斷裂成兩截，幾天後就能長出兩隻完

整的渦蟲(Chung 2003)。 

 

圖 3 日本三角渦蟲構造示意圖 

 

圖 4 渦蟲與其他生物的交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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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渦蟲飼養於放有石頭的水族箱中，外掛過濾器打入氣體，每週以雞肝、蛋黃或幼蟲

餵食一次。 

(一) 白線斑蚊(Aedes albopictus) 

1. 由台大環衛所提供之白線斑蚊卵片孵出。 

2. 白線斑蚊與埃及斑蚊是傳播登革熱的主要

病媒蚊(表 1)，白線斑蚊廣泛分布於全省，

埃及斑蚊則分布在嘉義布袋以南，我們以

分布較廣、會傳染多樣性疾病的白線斑蚊，

進行實驗。白線斑蚊成蟲的身體是黑色的，

腳上有白斑，在中胸楯板部位中間，有一

條白色且明顯的縱紋。成蚊一般以植物汁液為食，雄蚊因為口器退化無法吸血，而雌

蚊在產卵前夕會吸動物或人類的血來補充所需的蛋白質。病毒會於雌蚊吸取患病者的

血後在該蚊體內增殖，使得該蚊唾腺中帶有病毒，在下次叮咬人時，將病毒帶給被叮

咬的人。斑蚊幼蟲喜愛在乾淨且陰暗的水域產卵，如花瓶、廢輪胎、樹洞與水耕蔬菜

容器等，皆是斑蚊產卵的地點(圖 5)。 

表 1 白線斑蚊與埃及斑蚊的比較(疾病管理局) 

 白線斑蚊 埃及斑蚊 

胸部背板 縱狀線條 弦琴般線條 

蟲卵耐旱能力 乾燥 6 個月以上仍具孵化能力 

分布區域 全台海拔平均 1500 公尺以下的山區 嘉義布袋以南 

吸血對象 人、貓、狗等哺乳類動物 人為主 

吸血後產卵數 80～120 粒 100～150 粒 

雌蚊活動時間 白天吸血高峰期為上午 9-10 點及下午 4-5 點 

主要攜帶病毒 登革熱、茲卡病毒、屈公病、黃熱病毒 

3. 白線斑蚊的成長歷程為卵→一~4 齡幼蟲(俗稱孑孓)→蛹→成蟲四個階段(圖 6)。溫度與

養分多寡會影響斑蚊的成長速率。在最適條件，從卵到成蟲大約需一至兩週的時間。 

4. 將從台大環衛所取得白線斑蚊卵之濾紙放入缺氧水，均勻搖晃後，放入恆溫箱，將溫

度設定在 30C。待 1 齡幼蟲孵出後，以酵母菌餵食。 

 

圖 5 斑蚊可能產卵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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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歷程 白線斑蚊 

卵 

 

 白線斑蚊的卵呈橢圓形，雌蚊會將卵產

在積水容器壁上。 

 一隻雌蚊一次產約 80~120 粒卵。 

1 齡 

 

 1 齡幼蟲體色呈透明，黑色呼吸管位於

尾部，無法清楚看見呼吸管，倒立在水

面呼吸。全長約在 1~1.5 mm 之間。 

2 齡 

 

 2 齡幼蟲體色幾乎呈透明。全長約在

2~4 mm 之間。 

3 齡 

 

 2 齡及 3 齡幼蟲主要以體色和體寬分

辨。3 齡幼蟲體色轉深，也明顯體寬比

1、2 齡粗。全長約 4.5~5.5 mm。 

4 齡 

 

 4 齡幼蟲體色更深、體寬比 3 齡幼蟲更

粗。全長約 6~8 mm。 

蛹 

 

 蛹從側面看為逗點型，化蛹後不再進

食，但仍會游動，活動力與尚未化蛹前

差異不大。呼吸管的位置在頭部，全長

約 4~6 mm。 

成蟲 

 

 成蟲平常以吸食花蜜、植物汁液維生，

雌蚊在要產卵時，會吸動物血液。蚊子

體長約 4 mm。 

圖 6 白線斑蚊的成長歷程。(圖片中每一格為 1×1 mm) 

 

呼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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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共用器材 

名稱 備註 

培養皿(玻璃、塑膠) 購自 ExtraGene 

燒杯 
購自瑞光儀器 

容量：100、150、250、600、1000 mL 

電子秤、碼表、量筒、酒精溫度計 購自瑞光儀器 

單刃刀片 購自 Ever-Ready 

解剖顯微鏡 購自 carton   型號：TB-20 

恆溫箱 廠牌 channel  型號：IB70 

水族箱 大小：280 × 190 × 170 mm 

方格紙 格子大小為 1×1 mm 

數位相機 品牌 BenQ 

電腦 品牌 Asus 

曝氣水 靜置一天後之自來水 

雞肝、蛋黃(渦蟲食物) 購自市場 

螢光粉 來源：台灣大學公衛系 

紫外光燈 廠牌 UVP     型號：UVL4 

 

三、 分子生物學分類所需藥品及器材 

名稱 備註 

GT buffer 

購自 Geneaid 

GBT buffer 

W1 buffer 

Wash buffer(Add Ethanol) 

Elution buffer 

Proteinase K(Add ddH2O) 

GD Column 

Collection Tube 

Micropestle 

DNA marker(100 bp ladder ) 

購自 Therom scientific 

dNTPs 

6X Loading dye 

10X Taq buffer  ( 20 mM MgCl2) 

10X Taq enzyme ( 5 U/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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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rose 購自 LONZA 

PCR 儀器 購自 biometra      型號：T3000 

Primers 

9F 

(5’-GTAGGTGAACCTGCGGAAGG-3’) 

ITSR 

(5’-TGCGTTCAAATTGTCAAT-3’) 

參考 Mateo et al.(1998) 

UVP BioDoc-it Imaging System 購自 UVP 

離心機 購自 Thermo       型號：PiCo21 

乾浴槽 購自 Fisher Scientific 

無菌操作台 購自 BioSan    型號：UVT-B-AR 

電泳槽及鑄膠器 購自 Labnet    型號：GEL XL ULTRA 

 

四、 植物有無對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的影響 

名稱 備註 

黃金葛、水蘊草 來源：校園 

 

五、 渦蟲與白線斑蚊幼蟲之感受性分析測試器材 

名稱 成分 備註 

蘇力菌  來源：台大環衛所 

液態肥料(液肥) 
7.0 %全氮(內含：2.5% 硝酸態氮、1.2% 銨態氮)、 

3.0% 水溶性磷酐、3.0% 水溶性氧化鉀 
購自翠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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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實驗架構圖 

 

圖 7 實驗架構圖 

二、 實驗步驟 

(一) 認識渦蟲－分子生物定序分類法 

    我們先以形態分類法，進行初步的渦蟲種類分類，為了確定本實驗使用的渦蟲，

我們進一步將渦蟲進行分子生物學定序分類。先將待抽 DNA 的渦蟲飢餓一週並每

天換水，在取渦蟲組織時，盡量不要取到有消化腔的部位，再使用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1(ITS-1)區域(表 2)進行鑑定。參考 Mateo et al. (1998)研究進行 PCR。 

1.PCR(聚合酶連鎖反應) 

    將 2 μL 的目標 DNA (25ng/μL)、1 μL 10 μM 引子 9F、1 μL 10 μM 引子 ITSR、

12.5μL 的 premix(dNTPs、10X Buffer、Taq enzyme)、8.5μL ddH2O，總體積 25 μL 加

入微量離心管內。 

    抽取渦蟲後，接著進行 PCR 反應，將微量離心管放入 PCR 儀器中，PCR 反應

條件為 94C 3 分鐘 1 個循環；94C 30 秒、50C 30 秒，72C 30 秒，共 35 循環(Mateo 

et al., 1998)。PCR 反應後，進行 PCR 產物電泳分析，以確認目標 DNA 片段的產物

及大小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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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序與比對親緣關係 

    將確定的 PCR 產物片段送至明欣生技公司，利用雙去氧核苷酸終止法定序，將

定序結果與 NCBI 資料庫比對親緣關係，最後利用 MEGA6 繪製親緣關係樹，使用

方法為 UPGMA。 

(二) 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行為分析 

1.觀察渦蟲的捕食行為 

    要進行渦蟲加入生物防治評估可行性，需要先了解渦蟲如何「靠近」與「捕食」

白線斑蚊幼蟲的過程。將渦蟲、白線斑蚊幼蟲分別放置於燒杯及培養皿中，其中培

養皿組以解剖顯微鏡(40 倍)觀察，燒杯組則否，兩組皆用數位相機錄影。攝影結束

後，檢視影片並分析渦蟲對白線斑蚊幼蟲的捕食策略，繪製成「行為示意圖」。 

2.渦蟲在有無白線斑蚊幼蟲環境下黏液分布情形 

   螢光粉可黏住渦蟲黏液，所以我們嘗試在有渦蟲爬過的燒杯中灑入螢光粉，以螢

光粉呈色觀察渦蟲黏液分布情形。將渦蟲及白線斑蚊幼蟲放入裝有 100mL 曝氣水的

150mL 燒杯中，放置一段時間後取出渦蟲及幼蟲，並將水倒掉，加入螢光粉均勻搖

晃，再以自來水將多餘的螢光粉沖洗掉，最後燒杯靜置陰乾，對照組僅放入渦蟲或

白線斑蚊幼蟲。將乾燥的燒杯放在黑暗環境中以紫外光照射燒杯，拍照並觀察螢光

粉分布情形。 

(三) 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能力評估 

1.光線對渦蟲捕食不同齡期白線斑蚊幼蟲能力 

    由於身為底棲動物的渦蟲，具有負趨光性，因此我們想要了解光線對渦蟲捕食

能力的影響。我們將實驗分為兩組，一般日照環境(半日照)及符合渦蟲棲息之環境(全

黑暗)，在預備實驗中，我們得知渦蟲在紅光環境下與黑暗環境中的行為最相似，所

以全黑暗組以紅色玻璃紙包住燒杯，以模擬黑暗環境。將 1、2 齡白線斑蚊幼蟲及 3、

4 齡白線斑蚊幼蟲分別置於裝有 100mL 曝氣水的燒杯中，再放入 10 隻渦蟲，每 12

小時記錄白線斑蚊幼蟲存活的數量，記錄至 72 小時。對照組則僅放入渦蟲或白線斑

蚊幼蟲。每組實驗重複 3 次，渦蟲與白線斑蚊幼蟲隻數為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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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渦蟲密度對捕食白線斑蚊幼蟲能力 

  測試渦蟲數量改變，捕食白線斑蚊幼蟲的速率是否有線性關係。先取 1、2 齡

與 3、4 齡白線斑蚊幼蟲各 50 隻放入裝有 100 mL曝氣水的燒杯中，接著分別放入 1、

5、10、15 與 20 隻渦蟲，在第 12 小時記錄白線斑蚊幼蟲存活隻數，並記錄渦蟲捕

食白線斑蚊幼蟲數量，對照組僅放入渦蟲或白線斑蚊幼蟲，每組實驗重複 3 次。 

3.渦蟲及白線斑蚊幼蟲等比例縮放對捕食能力影響 

    在渦蟲密度改變實驗結果得知，以 10 隻渦蟲捕食 50 隻 3、4 齡白線斑蚊幼蟲在

12 小時內捕食效果最佳，為了再次確認結果，我們將渦蟲與白線斑蚊幼蟲比例固定

為 1：5 進行等比例縮放進行測試。分別取 3、4 齡白線斑蚊幼蟲，放入裝有曝氣水

的燒杯後，再放入渦蟲(表 2)，在第 12 小時記錄白線斑蚊幼蟲存活隻數，並記錄渦

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數量，對照組僅放入渦蟲或白線斑蚊幼蟲，每組實驗重複 3 次。 

表 2 等比例縮放渦蟲及白線斑蚊隻數實驗組分配表 

渦蟲隻數(隻) 3、4 齡白線斑蚊幼蟲(隻) 曝氣水(mL) 

5 25 50 

10 50 100 

25 125 250 

50 250 500 

4.白線斑蚊幼蟲密度對渦蟲捕食能力 

 考量到水體中，白線斑蚊幼蟲的隻數是否會影響渦蟲的捕食能力，因此設計了

此實驗。先取 1、2 齡與 3、4 齡白線斑蚊幼蟲各 50、100、150 隻及 200 隻放入三個

裝有 100 mL 曝氣水的燒杯中，再將 10 隻渦蟲放入，在第 12 小時紀錄白線斑蚊幼

蟲存活隻數，每組實驗重複 3 次。 

5.水體大小及溫度對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的影響 

(1) 水深對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能力 

    渦蟲為底棲生物，而白線斑蚊幼蟲平時是倒掛在水面上，因此我們設計了水深

改變實驗，以探討在此變因下對渦蟲的捕食能力影響。取 3、4 齡白線斑蚊幼蟲 50

隻為一組，分別放入裝有 1cm、5cm 和 10cm 水深的 600mL 燒杯中，每組分別放入

10 隻渦蟲。在第 12 小時時紀錄白線斑蚊幼蟲存活隻數，每組實驗重複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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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容器截面積大小對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能力 

在渦蟲的捕食行為分析中，觀察到渦蟲會沿著杯壁爬到水面附近進行捕食。由

於我們想到白線斑蚊幼蟲也會在水面中央呼吸，於是進一步了解截面積對於渦蟲捕

食能力的影響。先取 3、4 齡白線斑蚊幼蟲 50 隻為一組，分別放入裝有 5 cm 曝氣

水的 100 mL(直徑 4.5 cm)、250 mL(直徑 6 cm)和 1000 mL(直徑 10 cm)燒杯中，在每

個燒杯中放入 10 隻渦蟲後開始計時，在第 12 小時紀錄白線斑蚊幼蟲存活隻數。每

組實驗重複 3 次。 

(3) 環境溫度對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能力 

 測試若室溫改變時，渦蟲捕食白線斑蚊的速率是否會改變。分別將恆溫箱調到

20C、25C 和 30C 後，取 3、4 齡白線斑蚊幼蟲 50 隻為一組，裝入有 100 mL 曝

氣水的 150mL 燒杯中，放入 10 隻渦蟲後，放進恆溫箱中，在第 12 小時紀錄白線

斑蚊幼蟲存活隻數，並測量當時水溫，每組實驗重複 3 次。 

6.不同種類植物有無對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的影響 

  模擬在有水生植物的環境下，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的速率是否受到影響。我

們選用了常見的黃金葛(居家盆栽)及水蘊草(水缸常見植物)，觀察渦蟲捕食白線斑蚊

幼蟲，並與無植物組比較白線斑蚊幼蟲之存活率是否有差異。 

將實驗動物(渦蟲與白線斑蚊幼蟲)

及植物(黃金葛與水蘊草)置於裝有 200 

mL 曝氣水的 250 mL 燒杯中。每隔 12

小時觀察一次，觀察 72 小時，每組實

驗重複 3 次，渦蟲與白線斑蚊幼蟲隻數

為 10：50 (圖 8)。 

7.渦蟲再生時捕食白線斑蚊幼蟲能力影響 

預備實驗中發現渦蟲在開始再生三天後，就可捕食白線斑蚊幼蟲。因此我們將

對切的渦蟲放置三天後，開始進行實驗。本實驗是為了比較渦蟲再生期間與完整的

渦蟲，比較捕食白線斑蚊幼蟲之能力。將 10 隻渦蟲從中間處以刀片對切，置於燒杯

 

圖 8 有無植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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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靜置三天。取 3、4 齡白線斑蚊幼蟲 50 隻放入裝有 100 mL 曝氣水的 150 mL 燒杯

中，將 20 個渦蟲片段放入燒杯後開始計時，每 12 小時記錄存活白線斑蚊幼蟲隻數，

至第 72 小時，每組實驗重複三次。以 10 隻完整渦蟲捕食 50 隻 3、4 齡白線斑蚊幼

蟲為對照組。 

8.渦蟲捕食偏好－白線斑蚊幼蟲齡期差異 

  觀察渦蟲對白線斑蚊幼蟲齡期的捕食優先順序。我們將 2 齡白線斑蚊幼蟲、4

齡白線斑蚊幼蟲及蛹各一隻放入培養皿，再放入一隻渦蟲，觀察渦蟲選擇順序並紀

錄至白線斑蚊幼蟲被食用完畢止，每組實驗重複 30 次。 

9.模擬野外投放實驗 

    了解未來投放渦蟲對於未來實際應用時，控制白線斑蚊族群的效果，我們設計了

模擬白線斑蚊在野外的生長環境並投入渦蟲。為了模擬有白線斑蚊在水面產卵，我們

用剪刀將卵片剪成條狀，使每條卵片上，卵的數量大約相等，

以透明膠帶將卵片黏貼於 150 mL 的燒杯杯壁，加入 100 mL 曝

氣水，使水剛好淹過卵，適時補充酵母粉(圖 9)，以作為白線斑

蚊幼蟲孵化後的營養來源，放入 10 隻渦蟲後開始實驗，每日記

錄一次，觀察至對照組水中卵不再孵化為止。對照組中不放入

渦蟲。每組實驗三重複。 

(四) 渦蟲與白線斑蚊幼蟲的環境容忍度測試 

1.渦蟲與白線斑蚊幼蟲的感受性分析 

以有殺蟲效果的蘇力菌與水耕盆栽常會使用的液態肥料，進行渦蟲和白線斑蚊

幼蟲感受性分析。將不同濃度的蘇力菌溶液或液態肥料(表 3)倒入燒杯中，再放入 10

隻渦蟲或白線斑蚊幼蟲，對照組則放入曝氣水。於第 48 小時，觀察渦蟲與白線斑蚊

幼蟲的存活數量。取得 48 小時的致死率。每組實驗重複 3 次。 

 

表 3 感受性分析實驗組分配表 

 

 

材料 採用原因 備註 

蘇力菌 3000 ITU/mg 有殺蟲效果 100%為 1g 蘇力菌加入 1000mL 曝氣水 

液態肥料 家中植物肥料 100%為液肥原液稀釋 500 倍 

圖 9 模擬野外投放實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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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渦蟲於白線斑蚊幼蟲適存環境中的相容性測試 

    為了瞭解渦蟲與斑蚊的生長環境是否相符，我們在校園各處採集有蚊子幼蟲的

水樣(圖 10)對渦蟲的生存狀況進行觀察。將採到的水樣以量筒量取 100 mL 倒入

150mL 燒杯中，放入 10 隻渦蟲後開始實驗，每天記錄一次渦蟲的存活隻數，每組

實驗三重複。 

地點 生物實驗室 生物準備室 農耕地 

蚊子種類 熱帶家蚊 白線斑蚊 白線斑蚊 

實際圖 

   

圖 10 測試水樣來源 

(五) 定義 

白線斑蚊幼蟲存活率(%)： 
存活白線斑蚊幼蟲數

原有白線斑蚊幼蟲數
×100% 

   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數量：原有白線斑蚊幼蟲數－存活白線斑蚊幼蟲數 

渦蟲捕食率(%)： 
原有白線斑蚊幼蟲數－存活白線斑蚊幼蟲數

原有白線斑蚊幼蟲數
× 100% 

   致死率(%)： 
第二天的致死數量

實驗用渦蟲或白線斑蚊幼蟲總數量
× 100% 

(六) 分析方式 

  利用 T 檢驗(t-test)進行光線對渦蟲捕食不同齡期白線斑蚊幼蟲能力測試，及渦蟲

再生時捕食白線斑蚊幼蟲能力影響之比較；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比

較渦蟲密度、白線斑蚊幼蟲密度、水體大小、水溫高低、植物有無，對渦蟲捕食白線

斑蚊幼蟲能力之影響測試，達統計顯著差異訂為 p < 0.05，極顯著差異訂為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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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 認識渦蟲－分子生物序列分類法  

    使用 ITS-1 基因定序得到的結果和 NCBI 中的序列進行比對，從圖 11 得知，本實驗

所使用的渦蟲與 Dugesia japonica 最為相近。 

 

 

 

圖 11 本研究使用渦蟲之序列及與其他渦蟲之親緣關係 

(a) 渦蟲部分序列 BLAST 結果，及(b)與其他種渦蟲之親緣關係樹。 

構樹使用 MEGA 6，使用 UPGMA 法，Bootstrap 次數為 1000 次，參考使用序列來自 NCBI。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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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行為分析 

(一) 觀察渦蟲的捕食行為 

  分析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的影片後，將

渦蟲的捕食策略繪製成「行為示意圖」，渦蟲捕

食白線斑蚊幼蟲的行為又分為如何「靠近」及

「捕食」兩大階段。 

1.如何靠近 

    從影片中我們發現渦蟲靠近白線斑蚊幼

蟲的方式分為兩種：(1)渦蟲於水底待白線斑

蚊幼蟲游到水底時捕食、(2)渦蟲沿著杯壁爬

到水面附近，捕食停在水面呼吸的白線斑蚊

幼蟲(圖 12)。依據影片歸納並繪製成示意圖(圖 13)。 

 

圖 13 渦蟲靠近白線斑蚊幼蟲之手繪示意圖 

 

A 

C 

B 

圖 12 渦蟲靠近白線斑蚊幼蟲實際圖。(A)渦蟲

在水面捕食白線斑蚊幼蟲、(B)渦蟲沿杯壁往白

線斑蚊幼蟲處爬去，及(C)渦蟲捕食潛入水底的

白線斑蚊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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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捕食 

    分析影片後，觀察發現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可分為四個步驟：偵查→固定

→纏繞→吸食(圖 14)。根據影片歸納並繪出捕食示意圖(圖 15)。 

步驟 偵查 固定 纏繞 吸食 

圖示 

    

說明 

發現獵物時，渦蟲以頭

部尖端及耳突碰觸白

線斑蚊幼蟲。 

渦蟲在白線斑蚊幼蟲

附近爬動，爬動時分泌

黏液會將白線斑蚊幼

蟲困住。 

渦蟲在白線斑蚊幼蟲

身上纏繞並持續分泌

黏液。 

渦蟲的咽自腹部伸出

吸食白線斑蚊幼蟲的

體液。 

圖 14 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步驟 

 

 

圖 15 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手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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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渦蟲在有無白線斑蚊幼蟲環境下黏液分布情形 

    從圖 16 可看到，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時產生的黏液量多於沒有捕食白線斑蚊幼

蟲的渦蟲對照組。 

圖 16 渦蟲黏液分布情形 

＋＋＋＋＋：黏液量極多/＋：一般黏液量/－：無黏液 

 

三、 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能力評估 

(一) 光線對渦蟲捕食不同齡白線斑蚊幼蟲能力 

渦蟲捕食 1、2齡白線斑蚊幼蟲(p=0.996 ) (圖 17a)與捕食 3、4齡白線斑蚊幼蟲(p=0.538 ) 

(圖 17b)，在半日照和全黑暗的環境下，無顯著差異，所以本研究以半日照環境進行。渦

蟲捕食 1、2 齡白線斑蚊幼蟲速率，較捕食 3、4 齡白線斑蚊幼蟲速率快。 

 

  
圖 17 半日照與全黑暗狀況對於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之能力 

利用 t-test 分析(a)1、2 齡白線斑蚊幼蟲及(b)3、4 齡白線斑蚊幼蟲，渦蟲和白線斑蚊幼蟲為 10：50，全

黑暗(以紅色玻璃紙包住燒杯)。渦蟲對照組及白線斑蚊幼蟲對照組，實驗期間皆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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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渦蟲密度對捕食白線斑蚊幼蟲能力 

不同數量的渦蟲(1 隻與 5 隻、10 隻、15 隻及 20 隻)捕食 1、2 齡白線斑蚊幼蟲隻

數，具有極顯著差異(p < 0.01) (圖 18)。不同數量的渦蟲捕食 3、4 齡白線斑蚊幼蟲，具

有顯著差異(p < 0.05)，其中 5 隻渦蟲組對於 10 隻渦蟲組、5 隻渦蟲組對於 15 隻渦蟲組，

有極顯著差異(p < 0.01)。1 隻渦蟲組對於 20 隻渦蟲組(p=0.017 )、10 隻渦蟲組對於 20

隻渦蟲組(p=0.017)，有顯著差異(p < 0.05)。經由分析後，發現 10 隻渦蟲，捕食 50 隻 3、

4 齡白線斑蚊幼蟲，達最高效率的最小密度。 

 

圖 18 不同數量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之數量 

渦蟲(1、5、10、15 及 20 隻)捕食白線斑蚊幼蟲(50 隻)，12 小時後觀

察，並利用 ANOVA 分析。渦蟲對照組及白線斑蚊幼蟲對照組，實驗

期間皆存活。若上方英文代號相同，則代表在 Multiple Comparison

分析下 p>0.05，無差異；若上方英文代號不同，則代表在 Multiple 

Comparison 分析下 p<0.05，有顯著差異。 

(三) 渦蟲及白線斑蚊幼蟲數量等比例縮放對於捕食能力之影響 

     將渦蟲數量對於 3、4 齡白線斑蚊幼蟲數量數量以 1：5 等比例放大或縮小，渦

蟲在 12 小時內捕食率(p=0.981 )，無顯著差異(表 4)。因此，渦蟲及白線斑蚊幼蟲隻

數依等比例放大或縮小，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的能力，並不受影響。 

表 4 等比例縮放渦蟲及白線斑蚊幼蟲隻數結果，  

渦蟲 vs. 白線斑蚊幼蟲(隻 vs.隻) 曝氣水(mL) 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隻數(隻) 渦蟲捕食率(%) 

5 vs. 25 50 16±4 63±5 

10 vs. 50 100 30±11 59±12 

25 vs. 125 250 64±26 62±6 

50 vs. 250 500 161±28 64±6 

觀察 12 小時內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隻數，計算出渦蟲的捕食率後，利用 ANOVA 分析；渦蟲對照組及

白線斑蚊幼蟲對照組實驗期間皆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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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白線斑蚊幼蟲密度對於渦蟲捕食能力影響 

    渦蟲捕食不同隻數 1、2 齡白線斑蚊幼蟲，有顯著差異(p < 0.05) (圖 19)。其中

渦蟲捕食 50 隻對於 100 隻、150 隻及 200 隻有極顯著差異(p < 0.01)。在 12 小時內，

渦蟲可捕食最多達 125 隻 1、2 齡白線斑蚊幼蟲。渦蟲捕食不同隻數 3、4 齡白線斑

蚊幼蟲，無顯著差異(p > 0.05)。 

 
圖 19 白線斑蚊幼蟲密度對於渦蟲捕食能力之影響 

渦蟲(10 隻)捕食白線斑蚊幼蟲(50、100、150 及 200 隻)，12 小時後觀

察，利用 ANOVA 分析。N.D.: No Data。渦蟲對照組及白線斑蚊幼蟲

對照組，實驗期間皆存活。若上方英文代號相同，則代表在 Multiple 

Comparison 分析下 p>0.05，無差異；若上方英文代號不同，則代表

在 Multiple Comparison 分析下 p<0.05，有顯著差異。 

 

(五) 水體大小及溫度對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的影響 

    渦蟲在不同水深(p=0.164 )、截面積(p=0.929 )及溫度(p=0.095 )中，捕食白線斑

蚊幼蟲的數量無顯著差異(圖 20)。 

圖 20 水體大小及溫度對於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之影響 

12 小時內，不同(a)水深 1、5 及 10 cm，(b)截面積 4.5、6 及 10 cm，與(c)溫度 20、25 及 30C 的變因改變中， 

10 隻渦蟲捕食 50 隻 3、4 齡白線斑蚊幼蟲的結果，利用 ANOVA 進行分析；渦蟲對照組及白線斑蚊幼蟲對照組，

實驗期間皆存活；水溫與恆溫箱溫度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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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不同種類植物對於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的影響 

    在水蘊草組、黃金葛組與對照組(無植物)中，常見渦蟲躲藏在植物間隙(圖 21A

和 C)，以及被渦蟲黏液纏住的白線斑蚊幼蟲(圖 21B 和 D)。在有無不同種類植物環

境中，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隻數(p=0.34)，無明顯差異(圖 22)。 

 

 

圖 21 在水蘊草及黃金葛環境中渦蟲與白線斑蚊幼蟲互動情形 

(A)渦蟲躲藏在水蘊草中，(B)被渦蟲黏液纏住之白線斑蚊幼蟲，(C)渦蟲躲藏在黃金

葛根部，以及(D)被渦蟲黏液纏住之白線斑蚊幼蟲。 

 

 

 
圖 22 在水蘊草、黃金葛中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結果 

72 小時內，在水蘊草、黃金葛中，渦蟲(10 隻)捕食 3、4 齡白線斑

蚊幼蟲(50 隻)之情形，結果利用 ANOVA 分析，每組以未加植物為

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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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渦蟲再生時捕食白線斑蚊幼蟲能力影響  

    渦蟲在再生期間可以捕食白線斑蚊幼蟲，再生組與對照組(p=0.993 )無顯著差異 

(圖 23)。 

 

圖 23 渦蟲片段再生後捕食白線斑蚊幼蟲之情形 

渦蟲(20隻)片段再生三日後捕食 3、4齡白線斑蚊幼蟲(50隻)之情形，

結果利用 t-test 分析。對照組為 10 隻完整渦蟲捕食 50 隻 3、4 齡白

線斑蚊幼蟲。 

 

 

(八) 渦蟲捕食偏好－白線斑蚊幼蟲齡期 

    渦蟲優先選擇白線斑蚊幼蟲的順序：2 齡白線斑蚊幼蟲>4 齡白線斑蚊幼蟲>白線

斑蚊蛹(圖 24)。 

 
圖 24 渦蟲捕食不同齡白線斑蚊幼蟲偏好之測試 

本實驗以 1 隻渦蟲為單位，重複 30 次，培養皿中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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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擬野外投放實驗 

   由圖 25(a)觀察到渦蟲會聚集在卵片上，並在卵的附近爬動，當卵孵化一段時間就

會被渦蟲捕食，所以在實驗組中，白線斑蚊的抑制效果達 100% (表 5)。圖 25(b)白線斑

蚊幼蟲卵孵化後，約兩個禮拜變為成蟲。 

 

     圖 25 模擬野外投放實際實驗情況。(a)實驗組只剩渦蟲及(b)對照組充滿白線斑蚊幼蟲。 

 

表 5 模擬野外投放實驗結果 

 
實驗後渦蟲數量 

白線斑蚊幼蟲數量 

 
抑制效果 

實驗前 實驗後 

實驗組 

對照組 

9±1 

0 

210±15 

102±2 

0 

102±2 

 

 

100% 

0% 

四、 渦蟲與白線斑蚊幼蟲的環境容忍度測試 

(一) 渦蟲與白線斑蚊幼蟲的感受性分析 

    渦蟲在有蘇力菌或液態肥料的環境中，存活皆不受影響。白線斑蚊幼蟲在少量

蘇力菌環境下，就無法生存；在有液態肥料環境中，生存則不受影響。 

表 6 渦蟲與白線斑蚊幼蟲感受性分析 

材料\測試對象 渦蟲 1、2 齡白線斑蚊幼蟲 3、4 齡白線斑蚊幼蟲 

蘇力菌(0-10%) ＋ － － 

液態肥料(0-300%) ＋ ＋ ＋ 

＋：致死率不超過 50%；－：致死率大於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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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渦蟲於白線斑蚊幼蟲適存環境中的相容性測試 

    在學校有蚊子孳生水域中，渦蟲大多數都生存，也能繼續斷裂生殖(圖 26)。 

 
圖 26 渦蟲在白線斑蚊適存水樣中的存活隻數 

          黃線以上為渦蟲增加數量 

陸、研究討論 

一、 渦蟲黏液可對白線斑蚊幼蟲造成傷害 

在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實驗中，有些白線斑蚊幼蟲的屍體身上有渦蟲的黏液，卻

沒有被渦蟲吸食過的痕跡(圖 27)，推測白線斑蚊幼蟲是被渦蟲的黏液纏住，無法浮到水

面上呼吸而死亡。實驗中發現 1、2 齡白線斑蚊幼蟲比較小，被渦蟲黏液纏住後較難掙脫，

因此死亡較多；3、4 齡白線斑蚊幼蟲較大，力氣比 1、2 齡白線斑蚊幼蟲大，在被渦蟲

黏液黏住後掙脫機率高，因此渦蟲黏液困住高齡期白線斑蚊幼蟲之死亡機會較低，但已

經造成高齡期白線斑蚊幼蟲受傷。實驗中我們觀察到被渦蟲黏液黏到的白線斑蚊幼蟲，

在有液肥的環境中黏液的致死率，遠高於沒有被渦蟲黏液黏住的白線斑蚊幼蟲，因此我

們可以推論渦蟲黏液對白線斑蚊幼蟲會造成危害。 

 
圖 27 白線斑蚊幼蟲死亡原因 

(a)被渦蟲吸乾的白線斑蚊幼蟲及(b)被渦蟲黏液困住而死的白線斑蚊幼蟲。 

a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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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渦蟲捕食白線斑蚊數量之的最佳比例為 1：5 

    在 50 隻白線斑蚊幼蟲的環境下，群體放入 5、10、15 與 20 隻渦蟲，結果發現群體

捕食速率較佳，縮放渦蟲和白線斑蚊數量比例，其結果捕食率皆相同。由此可知每 5 隻

3、4 齡白線斑蚊幼蟲，放入 1 隻渦蟲之比例(渦蟲數：白線斑蚊幼蟲=1:5)最佳。 

三、 植物可以取代石頭讓渦蟲躲避 

    在植物有無對於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之影響實

驗結束後，取出黃金葛植株時，發現渦蟲躲藏在枝條縫

隙中(圖 28)，推測枝條縫隙可能較隱蔽，可以取代石頭，

提供渦蟲藏身用。 

 

四、 渦蟲在再生期間也能捕食白線斑蚊幼蟲 

  根據之前的文獻，渦蟲再生時應避免餵食(Chang et al., 2002、Lin 2010)。然而在渦蟲

再生後捕食白線斑蚊幼蟲能力實驗中，我們發現渦蟲在進行再生時，仍具有捕食白線斑

蚊幼蟲的能力，可能是因渦蟲再生時擁有咽的斷片，仍會進食。 

五、 渦蟲未來應用於水耕盆栽及生物陷阱中防治病媒蚊具發展潛能 

  現在很流行在家中陽台利用小空間進行水耕植物種植，這種容器易孳生蚊蟲，因此

我們選用水耕時常用來提供植物營養的液態肥料，進行感受性分析，結果顯示渦蟲在高

濃度的液肥，其生存狀況不受影響，因此預期渦蟲應用在未來水耕植物容器中，在防治

病媒蚊孳生方面具有可行性。 

  實驗結果發現渦蟲可以生存於有生物性農藥－蘇力菌的水溶液中，未來將進一步利

用渦蟲與蘇力菌進行共同防治，目前初步規劃可將蘇力菌灑入地下水道，並在水道周圍

擺放有渦蟲的生物陷阱，使蚊子幼蟲無所遁形。 

 

 

 

 

圖 28 渦蟲躲藏於黃金葛枝條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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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實驗與其他文獻資料的比較 

    孔雀魚、大肚魚、蓋斑鬥魚等食蚊魚(Wang et al., 2004)、劍水蚤(Tsai 2011)、仰泳椿

(Wu et al., 2013)和渦蟲(圖 29)，皆具有捕食白線斑蚊幼蟲的能力(表 7)。食蚊魚若無定期

管理，很容易死亡；而劍水蚤只捕食低齡期(1、2 齡)白線斑蚊幼蟲；仰泳椿則尚未確定

大量繁殖是否對生態環境有害。本實驗中，渦蟲會捕食所有齡期的蚊子幼蟲，分泌黏液

捕食或直接吸食蚊子幼蟲。在無蚊

子幼蟲時，渦蟲可以水中的有機質

或水中小生物(如草履蟲)為食，維

持族群數量，遇到不適應時，個體

會自解，如在其他生物也無法存活

的條件，高於 35C 水溫、含氧量

低或有機質過多的環境。 

 

 

 

表 7 食蚊動物比較 

物種 捕食白線斑蚊幼蟲 優點 缺點 參考文獻 

渦蟲 所有齡期 

1.生存環境與白線斑蚊幼蟲

相符 

2.分泌黏液捕食 

3.直接吸食幼蟲之能力 

不適應的環境個體會

自解 
This study 

劍水蚤 僅捕食 1、2齡 生存環境與斑蚊幼蟲相符 
無法補食 3 齡以上的

白線斑蚊幼蟲 
Tsai. (2011) 

仰泳椿 所有齡期 生存環境與蚊子幼蟲相符 
無法確定大量繁殖是

否對生態造成危害 
Wang et al. (2004) 

食蚊魚 所有齡期 可捕食的蚊子幼蟲數量較高 
須定期管理及餵養，

否則易造成魚類死亡 
Wu et al. (2013) 

 

 

圖 29 渦蟲與白線斑蚊幼蟲生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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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渦蟲進行生物防治有極高潛能。除了易培養(Kar & Aditya 2003)、對農藥有高耐

受度(Melo et al. 2001)等生存優點；不像食蚊魚對水中益蟲造成傷害 (Legner 1977)；能

隨著蚊幼蟲數量，藉斷裂生殖增加族群數量(Legner et al. 1975)加強防治效果，而死去的

渦蟲組織會自解(Medved & Legner 1974)，不會對環境造成危害。渦蟲最佳生存溫度為

20~26C (Medved & Legner 1974)，在高達 32C 高溫也還能存活(Kar & Aditya 2003)。渦

蟲藉由偵測水流擾動發現獵物(Tranchida et al. 2008)，所以偏好活蚊幼蟲 (Medved & 

Legner 1974)；渦蟲偏好捕食 2、3 齡(Kar & Aditya 2003)，原因推測是因為 1 齡蚊幼蟲移

動速度過快或體積太小無法偵測，及 4 齡蚊幼蟲外殼太硬，渦蟲較難將咽插入。在有其

他獵物時，不會偏好捕食蚊幼蟲(Melo et al., 2001)。渦蟲偏好群體進行捕食(Medved & 

Legner 1974)。渦蟲分泌黏液對於捕食有極大幫助，可以使蚊幼蟲無法行動(Medved & 

Legner 1974)，或是使蚊幼蟲麻痺(Ted 1979)等。被渦蟲黏液黏住的蚊幼蟲，一段時間後

可逃脫，但通常在逃脫前就會被渦蟲捕食(Meyer & Learned 1981)。此外，渦蟲飢餓時會

再吸收體內組織以繼續存活一段時間，因此身體會逐漸縮小(Medved & Legner 1974)。 

  透過文獻，我們得知了其他地區(歐洲、美洲、亞洲)都有利用本土的淡水渦蟲測試

捕食蚊子幼蟲的能力，但是在台灣卻從來沒有人利用渦蟲進行生物防治，這方面的資料

相當貧乏。所以建立台灣本土性渦蟲資料庫，非常重要。由於引進其他國家的渦蟲可能

會造成本土物種的危害，於是我們利用了台灣的本土淡水渦蟲─日本三角渦蟲，來進行

生物防治的評估，測試日本三角渦蟲是否能用於防治登革熱的病媒蚊數量，也是亞洲唯

一評估淡水渦蟲是否適合使用於防治登革熱病媒蚊幼蟲的研究(表 8)。未來可以持續進

行渦蟲防治病媒蚊幼蟲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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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本研究與文獻比較渦蟲渦蟲捕食蚊子幼蟲能力測試項目 

使用渦蟲 地區 測試項目 作者(年份) 結果 本研究結果 

Dugesia tigrina 
北美 

蚊幼蟲密度 

Meyer & Learned (1981) 
隨蚊幼蟲密度上升而上升 

(1:2, 1:4, 1:8) 達渦蟲捕食最大量即不增加 

(1:5, 1:10, 1:15, 1:20) 

George et al. (1983) 

無顯著差異 

(1:6, 1:13, 1:25) 

渦蟲密度 

隨著渦蟲數量上升而變多 

(1:6, 1:13, 1:25,  

1:50, 1:100) (2 L) 

達渦蟲捕食最大量即不增加 

(1:2, 1:3, 1:5, 1:10, 1:50) (0.1 L) 

野外實驗 抑制效果 81% 進行中 

南美 渦蟲生物陷阱 Melo et al. (1996) 抑制效果達 90% 抑制效果達 100% 

Dugesia dorotocephala 北美 渦蟲野放效果 Ali & Mulla (1983) 抑制效果 75%左右 進行中 

Girardia anceps 南美 

人工容器水容忍度 

Tranchida et al. (2014) 

無影響 無影響 

蚊幼蟲密度 
隨蚊幼蟲密度上升而上升 

(1:2, 1: 10) 

達渦蟲捕食最大量即不增加 

(1:5, 1:10, 1:15, 1:20) 

渦蟲有無 抑制效果 70% 抑制效果 100% 

Dugesia bengalensis 亞洲 渦蟲對齡期的偏好 Kar & Aditya (2003) 偏好捕食 2、3齡蚊幼蟲 偏好捕食 2齡白線斑蚊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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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渦蟲防治蚊蟲媒介疾病潛力探討 

  本實驗首次發現台灣本土日本三角渦蟲，控制白線斑蚊幼蟲族群，具有高度發展潛

能。根據結果發現渦蟲偏好群體捕食，並捕食所有齡期白線斑蚊幼蟲。10 隻渦蟲在 100 mL

的水中，12 小時內可捕食多達 125 隻 1、2 齡白線斑蚊幼蟲，捕食 3、4 齡白線斑蚊幼蟲

可達 24 隻，且以每 5 隻 3、4 齡幼蟲投放 1 隻渦蟲之防治效果最佳。改變變因，如光線、

水深、截面積、環境溫度及植物改變等，不影響渦蟲捕食能力。渦蟲再生時，仍具有捕

食能力。渦蟲在含液態肥料或孳生蚊蟲環境，生存情形不受影響。在模擬野外投放之實

驗結果，證明渦蟲能 100%控制白線斑蚊幼蟲孳生，若環境無蚊幼蟲，可以有機質及小生

物維持族群數量。於新店青潭溪與宜蘭五峰旗瀑布風景區初步進行渦

蟲採樣，發現皆有日本三角渦蟲族群(圖 29)。在積水容器中也可能有

其他斑蚊或家蚊的幼蟲孳生，我們觀察到渦蟲也可以捕食埃及斑蚊與

家蚊的幼蟲。因此，本土性日本三角渦蟲除了應用於登革熱病媒蚊之

生物防治具有潛能外，對於其他蚊媒傳染病的抑制也可能有幫助。 

柒、研究結論 

一、經分子生物分類法鑑定，本實驗的渦蟲為日本三角渦蟲(Dugesia japonica)，這是首次在

臺灣利用本土性日本三角渦蟲進行病媒蚊防治評估。 

二、渦蟲會捕食所有齡期的白線斑蚊幼蟲，其中會以低齡期的白線斑蚊幼蟲為優先捕食。 

三、每5隻3、4齡白線斑蚊幼蟲放入1隻渦蟲為最佳防治比例。 

四、渦蟲黏液對於防治白線斑蚊幼蟲具發展潛能。 

五、渦蟲能有效防治白線斑蚊幼蟲族群，未來將朝向野外實驗繼續研究。 

六、渦蟲可以應用於無法移除水域(如：水耕植物的容器)來進行病媒蚊防治。 

七、渦蟲與蘇力菌共同防治病媒蚊，具有潛能。  
綜合以上結論『以渦蟲控制病媒蚊幼蟲數量具有高度發展潛能。』 

捌、未來展望 

一、未來將進行野外環境渦蟲捕食效率測試。 

二、野外渦蟲族群之生態調查。 

三、將評估渦蟲是否可跟其他生物共同防治斑蚊幼蟲。 

四、測試水族館中與野外採集之渦蟲捕食速率差異。 

五、將對渦蟲分泌的黏液進行成分分析，並加以應用。 

圖 29 青潭溪中的渦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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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52003  

作者探討水生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的能力，研究密度、溫度、

數量等等變因，認為渦蟲捕食白線斑蚊幼蟲的防治方法。這樣的成

果很好，雖然對於用渦蟲作為登革熱防治的可能性太過樂觀，但是

觀察的過程倒是很值得稱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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