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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小黑蚊Forcipomyia taiwana在臺灣許多縣市是很嚴重的吸人血之害蟲，我們在野外以人餌誘集法觀察其吸血活

動及紫外光捕蚊燈對牠的誘引效果。發現其在日間之吸血情形，自上午8時開始逐漸增多，至中午時分達最高峰，

至黃昏時完全消失。以紫外光捕蚊燈誘捕小黑蚊，發現在白天誘得蟲數與人餌誘得者呈現相同的趨勢。但紫外光

捕蟲燈的捕獲數目非常少，當與無紫外光之對照捕蟲燈比較時，捕獲數差異很小，可見紫外光對小黑蚊不具誘引

效果。在不同地點以人餌誘集小黑蚊，發現在住屋旁最多，推測這是因接近其幼蟲棲息所和容易覓得吸血對象有

關。在實驗室內檢查影響小黑蚊活動之因子，適宜小黑蚊活動的溫度是在20-33℃之間。日間小黑蚊在實驗室內固

定溫、濕及光度下，其活動具有日週律動的現象，與自然情況下相同，在中午時分達活動高峰。將不同濃度誘引

合成物1-octen-3-ol或L-lactic acid裝在塑膠微管中，然後黏在試驗者的小腿上或裝在誘蟲盒內，發現沒有顯著的誘引

效果。在Y形嗅覺檢定器內檢查未交尾雌蟲萃取液對未交尾雄蟲之誘引情形。約有60％雄蟲會被雌蟲吸引，有10%

雄蟲會到對照組，其餘者大都死亡，可見雌蟲具有某種誘引雄蟲的性費洛蒙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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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小黑蚊 Forcipomyia taiwana 在臺灣許多縣市是很嚴重的吸人血之害蟲，我 
 
們在野外以人餌誘集法觀察其吸血活動及紫外光捕蚊燈對牠的誘引效果。發現其 
 
在日間之吸血情形，自上午八時開始逐漸增多，至中午時分達最高峰，至黃昏時 
 
完全消失。以紫外光捕蚊燈誘捕小黑蚊，發現在白天誘得蟲數與人餌誘得者呈現 
 
相同的趨勢。但紫外光捕蟲燈的捕獲數目非常少，當與無紫外光之對照捕蟲燈比 
 
較時，捕獲數差異很小，可見紫外光對小黑蚊不具誘引效果。在不同地點以人餌 
 
誘集小黑蚊，發現在住屋旁最多，推測這是因接近其幼蟲棲息所和容易覓得吸血 
 
對象有關。在實驗室內檢查影響小黑蚊活動之因子，適宜小黑蚊活動的溫度是在 
 
20-33℃之間。日間小黑蚊在實驗室內固定溫、濕及光度下，其活動具有日週律 
 
動的現象，與自然情況下相同，在中午時分達活動高峰。將不同濃度誘引合成物 
 
1-octen-3-ol 或 L-lactic acid 裝在塑膠微管中，然後黏在試驗者的小腿上或裝在誘 
 
蟲盒內，發現沒有顯著的誘引效果。在Ｙ形嗅覺檢定器內檢查未交尾雌蟲萃取液 
 
對未交尾雄蟲之誘引情形。約有 60％雄蟲會被雌蟲吸引，有 10%雄蟲會到對照 
 
組，其餘者大都死亡，可見雌蟲具有某種誘引雄蟲的性費洛蒙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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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與目的 
 
   小黑蚊是雙翅目蠓科(Ceratopogonidae) 之衛生昆蟲，雌蟲嗜吸人血，體長約 
1.5mm，蟲體極小，不易察覺，受害者之患處常奇癢無比紅腫數日後消失。發生

嚴重地區，小黑蚊常成群叮咬人體，為免如此，受害區的人們在炎夏仍著長袖上

學或工作，居民之日常生活亦受其擾。 
    臺灣地區主要是臺灣鋏蠓 Forcipomyia taiwana 這一種在為害，此蟲之分佈

地區，尚有大陸之閩南地區(Liu et al., 1964)。根據莊 (1994)之文獻，臺灣目前除

了苗栗、高雄、屏東及臺東等四縣未採得蟲體外，其它各縣均有小黑蚊分佈。其

中以花蓮縣秀林、太昌、福興、新城及瑞穗，臺南縣歸仁、關廟及龍崎，南投縣

鹿谷及竹山等地之發生較為嚴重(陳等，1982；Lien，1989)。其吸血活動自上午

八時開始，逐漸增多，至十四時達最高峰，至黃昏時才完全停止(陳等，1981)。 
    小黑蚊幼蟲常孳生於住家或建築物附近枝葉茂密之樹下、竹籬下及瓜棚下有

相當濕度之青苔表面與含砂質和腐植質之鬆而潮濕之表土，其次為花生田、甘藷

田、蔗田及菜園等地。成蟲則棲息於戶外，主要為灌木叢、雜草堆及竹林等 (Liu  
et al.，1964；Chen et al.，1979)。Sun(1967)和 Sun 等人(1971)曾觀察牠整個生 
活史。譚等人(1989)亦曾以小白鼠乳鼠的血給雌蟲吸食，吸血率達 65.7%，以人

工方法促其交配，交配率可達 19%。近來莊等人在實驗室內用藍綠藻(Anabaena 
sp.)可成功地累代飼養此蟲(莊，1994)。 
    Blackwell 等人(1996)以分離自牛身上之化合物 1-octen-3-ol(Hall et al., 1984)
可誘引到喜食牛血之蠓科昆蟲 Culicoides impunctatus。L-Lactic acid 是從人皮膚

上分離到的化合物，可誘引埃及斑蚊(Acree et al., 1968) 。因此我們擬測試這兩

種物質對小黑蚊之誘引效果。吾等亦曾萃取雌體分泌物，以 Y 型管測試，發現

它會誘引約 60%雄蟲前來。 
    本計畫擬從這些條件，找尋誘引小黑蚊之可能化學因子，配合傳統的藥劑防

治、捕蟲燈防治、黏紙防治或電擊防治，期能增加對此蟲之防治勝算。 
    執行進度：預定 100%，實際 70%，比較-30%。落後原因係養蟲技術尚未建

立，北部蟲源少，常有冷鋒過境，又經常下雨持續至五月下旬，蟲數更為稀少。

到中南部採集，在帶回期間，大都死掉， 因此無法趕上進度。本計畫在無蟲源

支援下，不擬再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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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蚊防治實務研究―小黑蚊的誘引防治試驗計畫執行狀況明細 
┌――――――――┬―――――――――――――――――――――――┐  
│委辦單位        │行政院環保署                                  │ 
├――――――――┼―――――――――――――――――――――――┤ 
│執行單位        │中研院動物所                                  │ 
├――――――――┼―――――――――――――――――――――――┤ 
│計畫主持人      │周延鑫                                        │ 
├――――――――┼―――――――――――――――――――――――┤ 
│計畫經費        │肆拾萬元整                                    │ 
├――――――――┼―――――――――――――――――――――――┤ 
│計畫執行期間    │85,07,01-86,06,30                               │              
├――――――――┼――――┬――――┬――――┬――――――――┤ 
│工作要項或章節  │研究或撰│單位    │時間﹝人│簡要學經歷      │ 
│                │寫人    │        │月﹞    │                │ 
├――――――――┼――――┼――――┼――――┼――――――――┤ 
│小黑蚊之野外活動│楊琇婷  │        │9       │博士班學生      │ 
│及誘引試驗      │楊恩誠  │        │        │博士            │ 
│                │蔡如秀  │        │        │助理研究員      │ 
├――――――――┼――――┼――――┼――――┼――――――――┤ 
│影響小黑蚊活動之│楊琇婷  │        │12     │博士班學生       │ 
│生態因子調查    │楊恩誠  │        │        │博士            │ 
│                │蔡如秀  │        │        │助理研究員      │ 
│                │顧世紅  │        │        │博士            │ 
├――――――――┼――――┼――――┼――――┼――――――――┤ 
│1-octen-3-ol 和 L- │周延鑫  │        │8      │研究員          │ 
│lactic acid 對小黑 │楊琇婷  │        │        │博士班學生      │ 
│蚊之誘引效果檢查│楊恩誠  │        │        │博士            │  
│                │蔡如秀  │        │        │助理研究員      │ 
├――――――――┼――――┼――――┼――――┼――――――――┤ 
│雄蟲誘引劑之檢查│周延鑫  │        │4      │研究員          │ 
│                │楊琇婷  │        │        │博士班學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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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法 
 
    本計畫之實施方法及進行步驟如下所列： 
 
    一、小黑蚊之野外活動及誘引試驗 
    (1) 小黑蚊日間吸血活動情形：以人餌誘集法在台中縣霧峰鄉象鼻山，調查

小黑蚊在日間之吸血情形，自上午 8:00 至下午 5:00，每小時一次以裸露之小腿

誘集 5 分鐘，以吸蟲管吸走，計算誘得之雌蟲蟲數，並同時記錄當時之溫、濕及

光度(lux，縮寫為 lx)。兩個人作兩天，即重複四次。 
    (2) 小黑蚊日間吸血活動場所調查：在上述試驗中，依不同地點檢查，有住

屋旁三處、竹林旁、橫跨大水溝的橋上及停車場等。檢查在不同的地點誘集的蟲

數有否差異。三個人作兩天，即重複六次。 
    (3) 紫外光對小黑蚊之誘引效果：以理想牌紫外光捕蚊燈﹝波長 313-435, 
546, 577 nm﹞在上述地點誘引小黑蚊，每小時一次，自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對照組將燈關掉，二者離 50cm，以寬大紙板(80cmx120cm)隔開。只作二次。 
 
    二、影響小黑蚊活動之生態因子調查 
    (1) 已交尾小黑蚊雌蟲之活動適溫：將誘集來之雌蚊放在密閉透明的玻璃圓

瓶中，自瓶口差入溫度計一隻，在固定光照下將此裝置泡在常溫的水浴中，徐徐

加碎冰至水中，直到小黑蚊不動，再慢慢加溫直到牠們停止活動，立即回到常溫，

檢查其活動情形、致死高溫及最低活動臨界溫度。共觀察 23 隻，除致死高溫外，

同一溫度下持續約 5 分鐘。對照組 10 隻同時放在旁邊室溫(約 28℃)下觀察其 
存活情形。 
    (2) 日間固定溫、濕及光度下，小黑蚊之活動情形：將上述裝置放在 30℃水

浴及 600 或 3000lux 光照下，自 10:00 至 18:00 時，每小時觀察 5 分鐘。觀察 
一次，蟲數 10 隻。 
    三、1-octen-3-ol 和 L-lactic acid 對小黑蚊之誘引效果檢查 
    將由 Sigma 公司購買之 1-octen-3-ol 用 n-hexane 稀釋，L-lactic acid 加水稀釋

成不同濃度，然後個別滴入裝填費洛蒙之塑膠微管，前者加 12ul，後者加 10ul，
把微管放在誘蟲盒﹝甲富公司出品的 wing trap﹞內，一日後分別檢查小黑蚊是否

會被誘來。重複二次。再把微管放在試驗者的小腿上，檢查 5 分鐘內小黑蚊被誘

來的蟲數。重複四次。 
    四、雄蟲誘引劑之檢查 
    逐日檢查已成蛹的小黑蚊，一旦羽化立即以吸蟲管吸出，將羽化後 1-3 日未

交尾之雌蟲浸泡在正己烷中過夜，然後以 Y 形嗅覺檢定器檢查 10-20 隻羽化後

1-3 日未交尾雄蟲受 10-12 雌當量(female equivalent，FE) 萃取液誘引的情形。重

複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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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發現與成果 
 
    一、小黑蚊之野外活動及誘引試驗 
    (1) 小黑蚊日間吸血活動情形(圖一、二、三) 
    以人餌誘集法調查小黑蚊在日間之吸血情形，發現其來襲隻數自上午八時開

始逐漸增多，至中午時分達最高峰，至黃昏時完全消失，正如陳等人(1981)所述。

這其間我們同時記錄溫度、相對濕度及光度，發現三者似與小黑蚊的吸血活動有

密切的相關，即當小黑蚊之吸血活動達高峰時，也是一日間溫度較高、相對濕度

較低、光度較強的時候。因此在實驗室內著手進行三個氣象因子對牠的影響。另

外，此吸血活動時段與群舞交尾時段不同，據 Yeh 與 Chuang(1996)，小黑蚊群

舞交尾時段是在 0700-0900 與 1700-1800 時段之間。 
 
    (2) 小黑蚊日間吸血活動場所調查(圖四) 
    在不同地點以人餌誘集小黑蚊，發現誘得的蟲數有顯著差異，從圖中可見在

Ａ、Ｅ(皆住屋旁)最多，Ｄ(橫跨大水溝的橋上)、Ｃ(竹林旁)次之，Ｂ(住屋旁)、
Ｆ(停車場)最少。推測Ａ、Ｅ所以誘得最多，很可能這兩處接近牠的棲息所，而

且容易覓得食物。此結果與 Chen 等人(1979)的描述不盡相同，因他們是以真空

吸塵器於夜間吸取正在休息的成蚊，結果以灌木叢最多，雜草堆和菜園的菜上次

之。 
 
    (3) 紫外光對小黑蚊之誘引效果(圖五) 
    以紫外光捕蚊燈誘捕小黑蚊，發現在白天誘得蟲數與人餌誘得者呈現相同的

趨勢，即中午時分具有誘捕高峰，但紫外光捕蟲燈的捕獲數目非常少，對照組(只
有風扇，沒有紫外燈)誘得者與處理組差異不顯著，可見小黑蚊之所以被捕蚊燈

誘捕，主要是牠飛出活動不小心被風扇吸入，因此這個曲線可視為牠們日間活動

的曲線。 
 
    二、影響小黑蚊活動之生態因子調查 
    (1) 已交尾小黑蚊雌蟲之活動適溫(圖六) 
    固定光度的情況下，檢查不同溫度對於人餌誘得之小黑蚊的活動情形，發現

當溫度小於 14℃時小黑蚊完全不活動，自 15℃以上則小黑蚊開始有輕微的活

動，隨著溫度升高能走動及飛翔的蟲數越來越多，當溫度在 20-33℃時每一隻都

能活動，當溫度繼續上升，能活動的蟲數慢慢減少，當溫度達 40℃時則所有小

黑蚊都不動了，這時趕快加冰使降溫，發現所有的小黑蚊亦都不再動了，即通通 
熱死了。此時放在旁邊在室溫(約 28℃)下的小黑蚊全數存活，可見適宜小黑蚊活

動的溫度是在 20-33℃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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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間固定溫、濕及光度下，小黑蚊之活動情形(圖七、八)  
    將人餌誘來之小黑蚊放在密閉透明的玻璃圓瓶中，觀察固定溫度(30℃)、相

對濕度(80%)及光度(600 或 3000 lx)的情況下，其走動和飛翔的情形，發現從上

午 1000 至下午 1800 牠們的活動具有日週律動的現象，即與自然情況下相同，在

中午時分達到活動高峰的現象，在黃昏時段，自然界溫度降低、相對濕度升高、

光照趨近於 0 lux 時，小黑蚊亦不再吸血，但此試驗之小黑蚊，處於 30℃、80%RH
及 600 或 3000 lux，則仍有走動或飛翔的活動，只是活動量較小，可見適宜之光

度有促進小黑蚊活動的作用。 
 
    三、1-octen-3-ol 和 L-lactic acid 對小黑蚊之誘引效果檢查 
    將不同濃度 1-octen-3-ol 或 L-lactic acid 滴入裝填費洛蒙之塑膠微管，再把

微管放在誘蟲盒內，發現沒有小黑蚊會被誘來。將它們逐一放在試驗者的一小腿

上，另一小腿作為對照，結果可見它們可能對小黑蚊不具誘引效果(表一、二)。 
 
 
 
      表一、1-octen-3-ol 與 L-lactic acid 對小黑蚊之誘引效果檢查 
      ――――――――――――――――――――――――― 
      chemicals     concentration       sticky trap (1 day) 
                        No. F. taiwana attracted 
      ――――――――――――――――――――――――― 
      1-octen-3-ol       control              0 
               10ug/12ul             0 
                 100ug/12ul               0 
             1000ug/12ul           0.5±0.5 
            10000ug/12ul*          0 
      ――――――――――――――――――――――――― 
      L-lactic acid   control              0 
               5ug/10ul          0 
              50ug/10ul             0 
                500ug/10ul             0 
               5000ug/10ul          0 
      ――――――――――――――――――――――――― 
      * 放一週與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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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1-octen-3-ol 與 L-lactic acid 對小黑蚊之誘引效果檢查 
   ――――――――――――――――――――――――――――― 
                       skin (5 min) 
                    No. F. taiwana attracted 
   chemicals    concentration      treat      control    treat/control 
   ――――――――――――――――――――――――――――― 
   1-octen-3-ol  10ug/12ul     8.3±1.8   7.3±3.5      1.14 
          100ug/12ul     9.7±3.3  11.7±3.9      0.83 
         1000ug/12ul    17.7±8.0  20.2±10.6     0.88 
   ――――――――――――――――――――――――――――― 
   L-lactic acid  5ug/10ul      12.8±3.1  12.0±3.0     1.07 
          50ug/10ul      3.6±1.4  6.0±0.9      0.60 
            500ug/10ul      9.8±3.8  11.0±4.4      0.89 
           5000ug/10ul      7.2±3.7  7.6±3.7      0.95 
   ――――――――――――――――――――――――――――― 
 
 
 
    四、雄蟲誘引劑之檢查 
    在 Y 形嗅覺檢定器檢查未交尾雌蟲萃取液對未交尾雄蟲之誘引情形。從圖

九可見約有 60%雄蟲會被雌蟲吸引，有 10%雄蟲會到對照組，其餘留在原處沒

有外出者大都死亡，可見雌蟲身上具有某種誘引雄蟲的費洛蒙物質，若能大量養

蟲、分析、鑑定、合成，則可從滅雄方向達到防治小黑蚊的目的。 
 
 
 
結論 
 
  在野外以人餌誘集法觀察小黑蚊吸血活動，發現其吸血隻數，自上午八時開

始逐漸增多，至中午時分達最高峰，至黃昏時完全消失。而當時之溫度、相對濕

度及光度似與小黑蚊的吸血活動有密切的相關。 
  以紫外光捕蚊燈誘捕小黑蚊，發現在白天誘得蟲數與人餌誘得者呈現相同的

趨勢，但紫外光捕蟲燈的捕獲數目非常少，對照組與處理組差異不顯著，可見小

黑蚊之所以被捕蚊燈誘捕，主要是因外出活動不小心被風扇吸入。 
  在不同地點以人餌誘集小黑蚊，發現在住屋旁最多，橫跨大水溝的橋上、竹

林旁次之，停車場最少。推測這可能是這兩處接近牠幼蟲的棲息地所在，因而容

易覓得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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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驗室內檢查影響小黑蚊活動之生態因子，在固定光度的情況下，適宜小

黑蚊活動的溫度是 20-33℃。 
  日間小黑蚊在實驗室內固定溫、濕及光度下，其活動具有日週律動的現象，

與自然情況下相同，在中午時分達活動高峰的現象，只是黃昏時段，試驗之小黑

蚊，處於 30℃、80%RH 及 600 或 3000 lx，仍有走動或飛翔的行為，可見適宜小

黑蚊活動之光度有促進其活動的作用。 
  化合物 1-octen-3-ol 與 L-lactic acid 單獨存在時可能不會誘引小黑蚊。 
  利用Ｙ形嗅覺檢定器檢查未交尾雌蟲萃取液對未交尾雄蟲之誘引情形，發現

雌蟲身上具有某種誘引雄蟲的費洛蒙物質。 
 
 
 
 
未來或後續執行建議 

 
    防治小黑蚊需考慮有利於防治之藥劑與小黑蚊接觸的時段、溫度、相對濕度

及地點。雌蟲身上具有某種誘引雄蟲的化學物質，若能大量養蟲、純化、鑑定、

合成，則可從滅雄方向達到防治小黑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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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第一章  前言 
 
    小黑蚊 Forcipomyia taiwana 在臺灣許多縣市是很嚴重的吸人血之昆蟲，體

長約 1.5 mm 故不易被察覺，受害者常被已交尾雌蟲飽食血液，患處奇癢無比，

且常紅腫數日後而消失。有時小黑蚊會成群攻擊人體裸露部位，令受害民眾痛苦

不堪。為解決此問題，有關單位自民國七十五年來一直用藥劑防治，但成效只能

維持三五天，且引發抗藥性的問題。本計畫擬檢查其是否含有誘引同類異性成

蟲、或被棲習場所誘引產卵之化學物質，以納入防治工作中，更增防治之勝算。 
 
第二章  小黑蚊之野外活動及誘引試驗 
 
    首先在野外以人餌誘集法觀察其吸血活動及紫外光捕蚊燈對牠的誘引效

果，發現其在日間之吸血情形，自上午八時開始逐漸增多，至中午時分達最高峰，

至黃昏時完全消失。而當時之溫度、相對濕度及光度似與小黑蚊的吸血活動有密

切的相關性。以紫外光捕蚊燈誘捕小黑蚊，發現在白天誘得蟲數與人餌誘得者呈

現相同的趨勢，但紫外光捕蟲燈的捕獲數目非常少，對照組與處理組差異不顯

著，可見小黑蚊之所以被捕蚊燈誘捕，主要是因外出活動不小心被風扇吸入，因

此這個曲線可視為牠們的活動曲線。在不同地點以人餌誘集小黑蚊，發現在住屋

旁最多，橫跨大水溝的橋上、竹林旁次之，停車場最少。故推測這可能是兩處接

近牠幼蟲的棲息所在的結果，而且和容易覓得食物的因素有關。 
 
第三章  影響小黑蚊活動之生態因子調查 
 
    在實驗室內檢查影響小黑蚊活動之因子，在固定光度的情況下，當溫度小於

14℃時小黑蚊完全不活動，自 15℃以上則小黑蚊開始有輕微的活動，當溫度在

20-33℃時每一隻都能正常活動，當溫度繼續上升達 40℃ 則所有小黑蚊都死了，

對照組全數存活，可見適宜小黑蚊活動的溫度是在 20-33℃之間。日間小黑蚊在

實驗室內固定溫、濕及光度下，其活動具有日週律動的現象，與自然情況下相同，

在中午時分達活動高峰，只是黃昏時段，試驗之小黑蚊，處於 30℃、80%RH 及

600 或 3000 lx，仍有走動或飛翔的行為，可見光度有促進其活動之作用。  
 
第四章  1-octen-3-ol 和 L-lactic acid 對小黑蚊之誘引效果檢查 
 
    將合成物 1-octen-3-ol 和 L-lactic acid 稀釋成不同濃度，然後滴入裝填費洛蒙

之塑膠微管內，再把微管放在誘蟲盒內或黏在試驗者小腿上，發現小黑蚊不會被

誘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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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雄蟲誘引劑之檢查 
 
    在Ｙ形嗅覺檢定器內檢查未交尾雌蟲萃取液對未交尾雄蟲之誘引情形。約有

60％雄蟲會被雌蟲吸引，有 10%雄蟲會到對照組，其餘者大都死亡，可見雌蟲身

上具有某種誘引雄蟲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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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ting midges, Forcipomyia taiwana, controlled by the attractive substances. 
 
 
Abstract 
 
The biting midge, Forcipomyia taiwana, is a very serious blood-sucking insect to 
human in many places of Taiwan.  Firstly, we caught this insect by human objects 
and UV traps in the field.  The hourly caught of the midges (per man) during 
daytime increased between 0800 and 1200 (with an eminent peak at noon), and 
decreased toward dusk.  The caught by UV traps were much less than those by 
human objects.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aught of UV trap and the 
control, indicating that the UV trap was not attractive to the midges.  The 
distribution of midges at 7 selected places by human baits showed that those places 
beside house were more abundant.  In addition, two chemicals, 1-octen-3-ol and 
L-lactic acid, which were reported as attractants to other species of blood-sucking 
dipterans, were applied to our field test.  However, no significant attractiveness 
could be found.  Secondly, we conducted our investigation in laboratory to observe 
the acting patterns of midges in various temperature stages.  Because the midges 
were active between 20-33 °C, we monitored the acting pattern of the midges in the 
condition of 30 °C, 80% RH.  Under weak luminance (either 600 or 3000 lux), the 
hourly distribution of midge activity matched the diurnal biting pattern in the field.  
Thirdly, we tested the attractiveness of female extract to the males with 
Y-olfactometer.  Interestingly, about 60% males were attracted by the extract and 
10% to the control, indicating that the extract contained some attractive component, 
e.g. sex pheromone, to the m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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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小黑蚊日間吸血活動情形(1996 年 11 月 28 日在民房旁) 
 
圖二、小黑蚊日間吸血活動情形(1996 年 11 月 28 日在竹林旁) 
 
圖三、小黑蚊日間吸血活動情形(1996 年 12 月 3 日在民房旁) 
 
圖四、小黑蚊日間吸血活動場所調查(1996 年 12 月 3 日在民房旁)， 
      Ａ、Ｂ、Ｅ皆住屋旁，Ｃ是竹林旁，Ｄ是橫跨大水溝的橋 
      上，Ｆ是停車場。 
 
圖五、紫外光燈日間對小黑蚊之誘引情形 
 
圖六、已交尾小黑蚊雌蟲之活動適溫 
 
圖七、日間固定溫、濕及光度(600 lx)下，小黑蚊之活動情形 
 
圖八、日間固定溫、濕及光度(3000 lx)下，小黑蚊之活動情形 
 
圖九、未交尾雌蟲正己烷萃取物對雄蟲在 Y-型嗅覺器內之誘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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