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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潛旋蛾 

防檢局 網站 首頁 > 主要業務 > 植物防疫 > 植物防疫資訊 > 番茄潛旋蛾專區 >  
番茄潛旋蛾簡介                                              2020-06-20 

一、學名：Tuta absoluta 

二、英名：Tomato leafminer 

三、別名：番茄潛葉蛾、番茄潛麥蛾 

四、分類地位：鱗翅目(Lepidoptera)，旋蛾(又稱麥蛾)科

(Gelichiidae)，Tuta屬。 

五、地理分布：原生於南美洲秘魯，2006年傳入西班牙，現擴散至歐洲 

各國(尤其是西歐與南歐)、中美、非洲(北非、東非)等地區，亞洲 

被入侵地區包括西亞、阿拉伯半島、印度、尼泊爾、中國(新疆、 

雲南、貴州)；我國先前並無發生紀錄。 

六、可能來源途徑：鮮果或種苗，甚至是其他茄科觀賞植物或作物，初步 

排除經由氣流或主動遷徙進入臺灣。 

七、寄主植物：主要為害番茄，亦為害馬鈴薯、茄子、甜椒、菸草、香瓜 

茄(人蔘果)、龍葵、曼陀羅等茄科作物及雜草，此外於莧科、藜科、 

十字花科蔬菜亦有紀錄但有待確認。本種為茄科作物重要害蟲。 

八、形態：本害蟲為小型蛾類，翅長約 4.2-5 mm，體寬約 1.6mm；頭部具 

有往上翹之下唇鬚；前翅由淺棕色、深棕色與銀白色鱗片覆蓋，停棲 

時前翅末端略為往外翹。幼蟲於初齡時體色為白色至乳白色，後期轉 

為粉紅色(於番茄成熟果實內)或綠色(於番茄未熟果或葉片上)，頭殼 

棕黑色，前胸背板後緣具有一條明顯的骨化帶為辨識要領（如下圖） 

九、生活史：包括卵、幼蟲、蛹及成蟲，平均 30~40 天。 

(一)卵：雌成蟲平均能產 260粒卵，卵期約 7天。 

(二)幼蟲：4個齡期，幼蟲期約 8 天。 

(三)蛹：老齡蟲落於地面吐絲，進入土中化蛹，但也可在寄主植物  

   葉片中捲葉化蛹，體長約 6mm，蛹期約 10天。 

(四)成蟲：成蟲翅長約 4.2-5 mm；雌成蟲壽命約 10~15天、雄成蟲期 

壽命約 6~7天。 

https://www.baphiq.gov.tw/index.php
https://www.baphiq.gov.tw/ws.php?id=19871
https://www.baphiq.gov.tw/ws.php?id=19953
https://www.baphiq.gov.tw/ws.php?id=4112
https://www.baphiq.gov.tw/ws.php?id=2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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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發生地理環境條件：最適合生長發育溫度約 19-23℃，但其發育臨界 

溫度區間為 8-35℃，因此對各種環境條件適應能力極強，於台灣平地 

到中高海拔皆有可能立足，即使氣溫降至零度或零下仍可存活數週。 

十一、發生生態及危害狀： 

    (ㄧ)本蟲可在番茄植株任意生長階段及任一地上部位進行危害。尤其 

        是在剛展開的嫩葉上，雌成蟲產卵於葉背或萼片。 

    (二)卵孵化後，幼蟲即鑽入植物組織取食，並在葉片上形成細小的潛 

        道，早期不易發現，隱蔽性強；當蟲口密度高、幼蟲齡期較大時 

        ，還可蛀食頂梢、腋芽、嫩莖及幼果。 

    (三)3~4齡幼蟲潛食葉片，造成明顯的不規則潛道，並留下黑色糞便 

        及窗格狀食痕，引起葉片皺縮、乾枯、脫落。 

    (四)幼蟲蛀食嫩莖多形成龜裂，影響植株發育、引發幼莖壞死； 

        蛀食幼果常使果實變小、畸形，形成的孔洞不僅影響產品外觀， 

        還容易受病原菌寄生，造成果實腐爛；蛀食頂梢常使生長點枯死 

        、葉片簇生；喜歡在果萼與幼果連接處取食，使幼果大量脫落， 

        嚴重減產。 

     (五)倘若不防治，發生嚴重將造成 80%~100%的產量損失。 

十二、國際疫情：請見 https://www.cabi.org/isc/datasheet/4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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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幼蟲形態 

 

圖、成蟲觸角為黑白相間、翅膀有深褐色斑蚊， 

    幼蟲前端有明顯黑色條帶 (拍攝者：陳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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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危害特徵：幼蟲鑽入葉片取食，造成大面積窗格狀食痕  

 

幼蟲大多由果實蕚片附近侵入果食，表面可見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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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危害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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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109-06-20 

設施番茄出現外來種番茄潛旋蛾 防檢局積極輔導農友進行緊急防治 

 
   防檢局表示，近期在南投埔里與仁愛地區設施番茄、茄子作物出現外來種番茄潛旋

蛾(Tuta absoluta)危害，其取食葉片、莖部、果實造成植株受害。防檢局旋即會同地

方政府與試驗改良場所進行現勘，並公告緊急防治藥劑，輔導農友進行緊急防治，除使

用藥劑外，農民亦可利用黃色黏紙、黏膠、燈光誘捕等方法誘捕成蟲，及減少週邊環境

茄科雜草，以及加強清除作物殘株，防止害蟲外逸擴散。另栽植前可利用熱水處理栽培

介質降低該蟲蛹的密度，及加強移入設施的種苗檢查，避免害蟲傳入。防檢局為掌握全

臺發生狀況，已請相關縣市啟動調查回報，並請農友加強田間巡查、注意防範，如發現

疑似該害蛾，請立即通報。 

    防檢局說明，本案是由南投埔里農友通報在網室牛番茄及茄子發現，經送請專家協

助鑑定確認為番茄潛旋蛾。該蟲為小型蛾類，原生於南美洲秘魯，現已廣泛分布於歐洲、

中美、北非、西亞、印度等地，臺灣過去未有發生紀錄。該蟲主要危害番茄，亦可危害

茄子、甜椒、馬鈴薯、菸草、龍葵、曼陀羅等茄科作物。該蛾對作物的危害，主要是幼

蟲鑽入葉片、莖部、果實等部位取食，造成植株皺縮乾枯發育不良，影響果品價值。另，

番茄潛旋蛾的危害特徵是其潛入葉片取食葉肉組織，但不破壞葉的表皮而留下薄膜，因

此在受害葉上可見到大面積窗格狀食痕，農友田間巡查發現此特徵，即請通報。 

    防檢局補充，目前已確認南投埔里 2處設施與仁愛 1處設施遭受番茄潛旋蛾危害，

附近露天栽培田區目前尚未發現受害。防檢局已於 6 月 18 日邀集南投縣等地方政府與

試驗改良場所在臺中農改場埔里分場召開會議，研商因應措施與分工，並於今 (20) 日

公告緊急防治藥劑，包括第滅寧、畢芬寧、亞滅培、賜諾殺、阿巴汀、因滅汀、克凡派、

因得克等 8 種有效成分、共 19 種農藥產品。防檢局籲請農友加強巡視，應特別注意對

於新移入設施的種苗加強檢查，及種植前利用熱水澈底消毒介質，並可懸掛黃色黏紙、

運用燈光誘捕等方法降低害蟲密度。 

    農友如欲瞭解番茄潛旋蛾的生態資料、危害特徵及辨識方法，可至防檢局網站(網

址：www.baphiq.gov.tw)或「防疫小尖兵」臉書專頁查詢，或洽各地農業改良場技術諮

詢。如發現疑似番茄潛旋蛾，請至該局植物疫情民眾服務站/害蟲通報區進行通報(網址：

https://phis.baphiq.gov.tw/WebEvery.nsf/index)，或撥打防檢局 24 小時免付費專

線 0800-039-131，或向所在地縣市政府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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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番茄潛旋蛾緊急防治藥劑及其使用方法與範圍 

藥劑名稱 

每公頃

每次施

藥量 

稀釋倍數 施藥時期及方法 注意事項 

2.4%第滅寧 SC  

(deltamethrin) 

作用機制：IRAC-3A  

1-1.5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施藥 1

次。 

採收前 12 天停

止施藥。 

2.8%第滅寧 EC   

(deltamethrin) 

作用機制：IRAC-3A  

1-1.5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施藥 1

次。 

採收前 12 天停

止施藥。 

2.8%第滅寧 EW  

(deltamethrin) 

作用機制：IRAC-3A  

1-1.5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施藥 1

次。 

採收前 12 天停

止施藥。 

2.5%畢芬寧 SC  

(bifenthrin) 

作用機制：IRAC-3A  

0.5-1.5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間隔 7 天再施

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2.8%畢芬寧 EC  

(bifenthrin) 

作用機制：IRAC-3A  

0.5-1.5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間隔 7 天再施

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20%亞滅培 SP 

(acetamiprid) 

作用機制：IRAC-4A  

0.1-0.5

公斤 
4,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間隔 7 天再施

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3 天停

止施藥。 

2.50%賜諾殺 SC 

(spinosad) 

作用機制：IRAC-5  

0.5-1.5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間隔 7 天再施

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3 天停

止施藥。 

11.60%賜諾殺 SC 

(spinosad) 

作用機制：IRAC-5  

0.1-0.3

公升 
4,500 

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間隔 7 天再施

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3 天停

止施藥。 

80.0%賜諾殺 WP 

(spinosad) 

作用機制：IRAC-5  

0.01-

0.05 公

升 

32,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間隔 7 天再施

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3 天停

止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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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名稱 
每公頃每

次施藥量 
稀釋倍數 施藥時期及方法 注意事項 

2.0%阿巴汀 EC 

(abamectin) 

作用機制：IRAC-6 

0.5-2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間隔 7 天再施

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12 天停

止施藥。 

2.0%阿巴汀 EW   

(abamectin) 

作用機制：IRAC-6 

0.5-2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間隔 7 天再施

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12 天停

止施藥。 

2.150%因滅汀 EC  

(emamectin benzoate) 

作用機制：IRAC-6 

0.3-1 公升 1,500 

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間隔 7 天再施

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2.150%因滅汀 EW 

(emamectin benzoate) 

作用機制：IRAC-6 

0.3-1 公升 1,500 

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間隔 7 天再施

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2.150%因滅汀 SC 

(emamectin benzoate) 

作用機制：IRAC-6 

0.3-1 公升 1,500 

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間隔 7 天再施

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5.0%因滅汀 SG  

(emamectin benzoate) 

作用機制：IRAC-6 

0.1-4 公斤 3,500 

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間隔 7 天再施

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19.2 G/L (1.92% W/V)

因滅汀 EC 

(emamectin benzoate) 

作用機制：IRAC-6 

0.3-1 公升 1,500 

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間隔 7 天再施

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10% 克凡派 SC 

(chlorfenapyr) 

作用機制：IRAC-13 

0.5-1.5 公

升 
1,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間隔 7 天再施

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9 天停

止施藥。 

14.5%因得克 SC 

(indoxacarb) 

作用機制：IRAC-22A 

0.5-0.8 公

升 
2,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間隔 7 天再施

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15.8%因得克 EC 

(indoxacarb) 

作用機制：IRAC-22A 

0.5-0.8 公

升 
2,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間隔 7 天再施

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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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番茄潛旋蛾緊急防治藥劑及其使用方法與範圍 

藥劑名稱 
每公頃每次

施藥量 
稀釋倍數 施藥時期及方法 注意事項 

2.4%第滅寧 SC  

(deltamethrin) 

作用機制：IRAC-3A 

1-1.5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施藥 1

次。 

採收前 12 天停

止施藥。 

2.8%第滅寧 EC   

(deltamethrin) 

作用機制：IRAC-3A 

1-1.5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施藥 1

次。 

採收前 12 天停

止施藥。 

2.8%第滅寧 EW  

(deltamethrin) 

作用機制：IRAC-3A 

1-1.5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施藥 1

次。 

採收前 12 天停

止施藥。 

2.5%畢芬寧 SC  

(bifenthrin) 

作用機制：IRAC-3A 

0.5-1.5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

施藥，間隔 7 天再

施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2.8%畢芬寧 EC  

(bifenthrin) 

作用機制：IRAC-3A 

0.5-1.5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

施藥，間隔 7 天再

施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20%亞滅培 SP 

(acetamiprid) 

作用機制：IRAC-4A 

0.1-0.5 公斤 4,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

施藥，間隔 7 天再

施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2.50%賜諾殺 SC 

(spinosad) 

作用機制：IRAC-5 

0.5-1.5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

施藥，間隔 7 天再

施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3 天停

止施藥。 

11.60%賜諾殺 SC 

(spinosad) 

作用機制：IRAC-5 

0.1-0.3 公升 4,500 

害蟲發生時開始

施藥，間隔 7 天再

施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3 天停

止施藥。 

80.0%賜諾殺 WP 

(spinosad) 

作用機制：IRAC-5 

0.01-0.05 公

升 
32,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

施藥，間隔 7 天再

施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3 天停

止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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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名稱 
每公頃每次

施藥量 
稀釋倍數 施藥時期及方法 注意事項 

2.0%阿巴汀 EC 

(abamectin) 

作用機制：IRAC-6 

0.5-2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

施藥，間隔 7 天再

施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12 天停

止施藥。 

2.0%阿巴汀 EW   

(abamectin) 

作用機制：IRAC-6 

0.5-2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

施藥，間隔 7 天再

施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12 天停

止施藥。 

2.150%因滅汀 EC  

(emamectin benzoate) 

作用機制：IRAC-6 

0.3-1 公升 1,500 

害蟲發生時開始

施藥，間隔 7 天再

施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2.150%因滅汀 EW 

(emamectin benzoate) 

作用機制：IRAC-6 

0.3-1 公升 1,500 

害蟲發生時開始

施藥，間隔 7 天再

施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2.150%因滅汀 SC 

(emamectin benzoate) 

作用機制：IRAC-6 

0.3-1 公升 1,500 

害蟲發生時開始

施藥，間隔 7 天再

施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5.0%因滅汀 SG  

(emamectin benzoate) 

作用機制：IRAC-6 

0.1-4 公斤 3,500 

害蟲發生時開始

施藥，間隔 7 天再

施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19.2 G/L (1.92% 

W/V)因滅汀 EC 

(emamectin benzoate) 

作用機制：IRAC-6 

0.3-1 公升 1,500 

害蟲發生時開始

施藥，間隔 7 天再

施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10% 克凡派 SC 

(chlorfenapyr) 

作用機制：IRAC-13 

0.5-1.5 公升 1,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

施藥，間隔 7 天再

施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9 天停

止施藥。 

14.5%因得克 SC 

(indoxacarb) 

作用機制：IRAC-22A 

0.5-0.8 公升 2,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

施藥，間隔 7 天再

施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15.8%因得克 EC 

(indoxacarb) 

作用機制：IRAC-22A 

0.5-0.8 公升 2,000 

害蟲發生時開始

施藥，間隔 7 天再

施藥 1 次，共 2 次。 

採收前 6 天停

止施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