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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檢疫上所遭遇之軟體類動物（二）
－蝸牛類之簡介
蔡奇立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tcl@tesri.gov.tw

前言
軟體動物門在動物界中為僅次於節肢動物門的第二大門。由於大多數
的軟體動物具有碳酸鈣組成的貝殼，故此類動物就被稱之為貝類。目前全
世界之現生種與化石種的軟體動物合計約有 11 萬多種。根據貝殼的數目、
鰓的構造、神經的結構及體制的型式等重要特徵，目前較合理的分類系統
是將軟體動物門分為八個綱（尾腔綱、溝腹綱、多板綱、單板綱、掘足綱、
雙殼綱、腹足綱和頭足綱），其中除雙殼綱和腹足綱外，其餘皆為海產。
然台灣軟體動物資源狀況又如何呢？台灣周圍擁有一千三百多公里長
的海岸線與許多離島，且台灣海域又有親潮與黑潮交會；東邊臨浩瀚而深
邃的太平洋；西面則水深不到 200 公尺的台灣海峽．在如此複雜的生態環
境下，使台灣孕育著非常豐富的貝類族群。台灣目前已紀錄的軟體動物約
有 250 科 2930 種，其中以腹足綱最多（156 科 2067 種），其次為雙殼綱。
從台灣過去一些陸生蝸牛的資源調查報告指出（Adams 1868; Pilsbry
and Hirase 1905; Kuroda 1941; 賴 1990；黄 2005）台灣目前已紀錄陸生蝸
牛約有 7 目 33 科 90 屬 263 種（包括亞種）
，其中以柄眼目蝸牛為最多，約
有 21 科 56 屬 180 種，因台灣屬海島型國家，在這天然的障壁下，使其擁
有比例相當高的特有種，其中約有 203 種蝸牛為台灣特有種，特有種比例
約佔 77%。在台灣的蝸牛中，以煙管蝸牛科種類最多，約有 7 屬 53 種，其
次為扁蝸牛科、南亞蝸牛科及龞甲蝸牛科等。
故在台灣擁有如此豐富軟體動物資源中，從事軟體動物之防檢疫就需
特別格外注意，莫讓如非洲大蝸牛與福壽螺般的動物對台灣環境衝擊事件
再次重演。

蝸牛的分類與形態特徵
蝸牛屬於軟體動物門（Mollusca）、腹足綱（Gastropoda）、直腹足亞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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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ogastropoda）的貝類。就目前最新的分類證據，直腹足綱的蝸牛又可
區分為前鰓類（Prosobranchia）與有肺類（Pulmonata）的蝸牛，前鰓類蝸
牛依齒舌與口蓋特徵，又可區分為珍珠蜑螺超目（Neritopsina）與新進腹足
超目（Caenogastropoda）
；有肺類蝸牛區分為縮眼目（Systellommatophora）、
基眼目（Basommatophora）與真肺目（Eupulmonata），如附表一。
表一 蝸牛新分類系統與傳統分類系統之比較（表修改自 Smith & Stanisic, 1998）
新分類系統

傳統分類系統

Class Gastropoda 腹足綱

Class Gastropoda 腹足綱

Subclass Orthogastropoda 直腹足亞綱

Subclass Prosobranchia 前鰓亞綱

Prosobranchia 前鰓類

Order Archaeogastropoda 原始腹足目

Superorder Neritopsina 珍珠蜑螺超目
Superorder Caenogastropoda 新進腹足超目

Order Mesogastropoda 中腹足目

Order Architaenioglossa 主扭舌目
Order Sorbeoconcha 吸螺目
Pulmonata 有肺類

Subclass Pulmonata 有肺亞綱

Order Systellommatophora 縮眼目
Order Basommatophora 基眼目
Order Eupulmonata 真肺目

目前全世界腹足綱的貝類約有 6 萬種，其中約 2 萬 5 千種生活在海洋，
5 千種生活在淡水水域，另外 3 萬種生活在陸地，就是我們俗稱的蝸牛。蝸
牛一般具有保護身體的外殼，若蝸牛外殼經長時間演化而消失，就是我們
俗稱的蛞蝓。蝸牛的殼會因種類生長方向不同而有左右旋之分，如附圖一。

圖一、蝸牛殼的左右旋。（A）右旋貝；
（B）左旋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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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蝸牛外部形態而言，真肺目的蝸牛大多無口蓋，具有大小二對的觸
角，眼睛位於大觸角的上端，也就是俗稱柄眼目的蝸牛，如附圖二（A），
此類蝸牛為雌雄同體，在蝸牛頭部右側有一生殖孔，生殖系統形式，如附
圖三；前鰓類與基眼目的蝸牛僅具有一對觸角，眼睛位於觸角基部，前鰓
類的蝸牛多具有口蓋，如附圖二（B）。

台灣外來種蝸牛現況

圖二、蝸牛外部形態。（A）真肺目蝸牛；（B）前鰓類蝸牛（a.大觸角，b.小觸角，c.
口，d.生殖孔，e.呼吸孔，f.腹足，g.外殼，h.口蓋，i.眼睛）
。

圖三、蝸牛生殖系統解剖圖。（山蛞蝓，bar= 5 mm）（蔡等人 2005）
（A：共殖腔；Ag：蛋白腺；Hd：兩性管；L：唇舌；Od：輸卵管；Ot：兩性腺；Prm：
陰莖收縮肌；P：陰莖；Sd：儲精囊管；Sp：儲精囊；Spov：精卵管；Va：陰道；Vd：
輸精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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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目前已紀錄陸生蝸牛約有 6 目 33 科 90 屬 263 種（包括亞種）
，其
中外來種蝸牛有 60 種，如表二。在這些外來種蝸牛中，以扁蝸牛科、龞甲
蝸牛科、椎蝸牛科、皺足蛞蝓科、黏液蛞蝓科與野蛞蝓科外來種的比例最
高，這些科的外來種蝸牛大多分布在平地或低海拔山區，且與農業作物活
動有關，常伴隨人為進出口農產品貿易而散布至其他國家，故在防檢疫工
作上不可不慎矣！圖四為台灣一般常見的外來種蝸牛，可作為檢疫人員參
考使用。
表二 台灣外來種陸生蝸牛目錄
Neritoida 珍珠蜑螺目

Truncatella guerinii 斷殼蝸牛

Helicinidae 虫昌蝸牛科

Truncatella pfeifferi 圓頂蝸牛

Aphanoconia hungerfordiana
hainanensis 南海虫昌蝸牛

Order Systellommatophora 縮眼目

Hydrocenidae 芝麻虫昌蝸牛科

Veronicellidae 皺足蛞蝓科

Georissa japonica 芝麻虫昌蝸牛

Vaginulus alte 皺足蛞蝓

Georissa hukudai 福田芝麻虫昌蝸牛

Vaginulus plebeius 花點皺足蛞蝓

Order Architaenioglossa 主扭舌目

Order Basommatophora 基眼目

Alycaeidae 帶管蝸牛科

Amphibolidae 兩棲螺科

Nakadaella micron 微山蝸牛

Salinator takii 瀧巖兩棲螺

Cyclotus micron iota 高塔微山蝸牛
Cyclotus ogaitoi 大垣內微山蝸牛

Order Eupulmonata 真肺目

Cyclophoridae 山蝸牛科

Carychiidae 罌粟蝸牛科

Cyclophorus turgidus 膨脹大山蝸牛

Carychium pessimum 罌粟蝸牛

Japonia zebra 線條東洋蝸牛

Carychium noduliferum 條紋罌粟蝸牛

Leptopoma nitidum taivanum 青山蝸牛

Carychium hachijoensis 八丈島罌粟蝸牛

Platyrhaphe hirasei 平瀨小山蝸牛

Enidae 似煙管蝸牛科
Luchuena luchuana 琉球似煙管蝸牛

Order Sorbeoconcha 吸螺目

Tornatellidae 蚤蝸牛科

Assimineidae 山椒蝸牛科

Tornatellides boeningi 蚤蝸牛

Assiminea lutea 黃山椒蝸牛

Succineidae 椎實蝸牛科

Assiminea latericea 圓山椒蝸牛

Succinea horticola

Truncatellidae 斷殼蝸牛科

Succinea erythrophana 椎實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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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atinidae 非洲大蝸牛科

Agriolimacidae 蛞蝓科

Achatina fulica 非洲大蝸牛

Deroceras laeve 光滑野蛞蝓

Punctidae 栗色蝸牛科

Deroceras reticulatum 網紋野蛞蝓

Punctum atomus 微栗色蝸牛

Philomycidae 黏液蛞蝓科

Punctum japonicum 日本栗色蝸牛

Meghimatium fruhstorferi 山蛞蝓

Streptaxidae 扭蝸牛科

Meghimatium bilineatum 雙線蛞蝓

Indoennea bicolor 雙色草包蝸牛

Meghimatium pictum 綉花蛞蝓

Sinoennea microstoma 小口蛹草包蝸牛

Meghimatium rugosum 皺紋蛞蝓

Elma oblongata 長草包蝸牛

Trochomorphidae 笠蝸牛科

Subulinidae 錐蝸牛科

Videnoida haenseli 圓笠蝸牛

Allopeas clavulinum 棒形錐蝸牛

Videnoida borealis 褐色笠蝸牛

Allopeas gracilis 大錐蝸牛

Ariophantidae 左旋鱉甲蝸牛科

Allopeas javanicum 爪哇錐蝸牛

Parmarion martensi 馬氏龞甲蝸牛

Allopeas pyrgula 細錐蝸牛

Zonitoidae 琥珀蝸牛科

Subulina octona 原錐蝸牛

Hawaiia minuscula 小琥珀蝸牛

Bradybaenidae 扁蝸牛科
Aegista mackensii 台灣盾蝸牛
Acusta despecta 琉球球蝸牛
Acusta tourannensis 球蝸牛
Bradybaena similaris 扁蝸牛
Aegista shermani 薛氏盾蝸牛
Euhadra eoa communisformis 伊勢灣蝸牛
Camaenidae 南亞蝸牛科
Coniglobus tadai 多田氏蝸牛
Helicarionidae 鱉甲蝸牛科
Discoconulus sinapidium 姬鱉甲蝸牛
Liardetia yaeyamaensis 小線黍蝸牛
Ovachlamys fulgens 琉球鱉甲蝸牛
Trochochlamys izushichitoensis 伊豆高黍蝸牛
Parakaliella depressa 平黍蝸牛
Parakaliella nahaensis 那霸黍蝸牛
Sitalina latissima 平圓口小蝸牛
Trochochlamys crenulata 笠黍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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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蝸牛

扁蝸牛

琉球球蝸牛

大錐蝸牛

原錐蝸牛

琉球鱉甲蝸牛

小琥珀蝸牛

馬氏龞甲蝸牛

光滑野蛞蝓

網紋野蛞蝓

皺足蛞蝓

雙線蛞蝓

椎實蝸牛

雙色草包蝸牛

圓笠蝸牛

圖四、台灣一般常見外來種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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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列管的軟體動物
在 IUCN 的 ISSG（Invasive Species Specialist Group）的全球入侵種資
料庫（http://www.issg.org/）中所列外來入侵種軟體動物共有非洲大蝸牛
（Achatina fulica）
、台灣蜆（Corbicula fluminea）
、中國抱蛤（Potamocorbula
amurensis）
、長牡蠣（Crassostrea gigas）
、大西洋舟螺（Crepidula fornicata）
、
白 氏 斑 紋 殼 菜 蛤 （ Dreissena bugensis ）、 斑 馬 殼 菜 蛤 （ Dreissena
polymorpha ）、 玫 瑰 蝸 牛 （ Euglandina rosea ）、 河 殼 菜 蛤 （ Limnoperna
fortunei ）、 厚殼 玉黍 螺 （ Littorina littorea ）、美國似 殼菜蛤 （Mytilopsis
leucophaeata）
、地中海殼菜蛤（Mytilus galloprovincialis）
、火腿殼菜蛤（Perna
perna）、綠殼菜蛤（Perna viridis）、福壽螺（Pomacea canaliculata）、紐西
蘭泥螺（Potamopyrgus antipodarum）和紅皺岩螺（Rapana venosa）等 17
種，其中與蝸牛有關的種類有非洲大蝸牛、玫瑰蝸牛與紐西蘭泥螺 3 種。
非洲大蝸牛原產於東非的馬達加斯加島，是現生種陸貝最大的一種。
經人逐步的引至南洋各島嶼，於西元 1932 年由台北帝國大學日籍教授下條
久馬一氏自新加坡引進臺灣飼養，做為家畜或人類食用。經一、兩年推廣
飼養後，對其銷路不明，又不知如何加工，於是飼養者均將其拋棄於屋外，
任其蔓延生長，不久野放後的蝸牛很快就造成台灣農業損害，農作物損失
慘重，被農民判定為「破壞農園之兇手」，嚴重影響台灣農業生態系（張
1975）。
在非洲大蝸牛科（Achatinidae）中，全世界共計有 12 屬 87 種，其中非
洲大蝸牛屬（Achatina）的蝸牛計有 33 種，其中不乏如非洲大蝸牛般的生
活習性，且非洲大蝸牛又是廣東住血線蟲（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的
中間宿主（Wen, 1977），故未來在做防檢疫工作時不可不慎矣。
玫瑰蝸牛在分類上，屬於扭軸蝸牛科（Spiraxidae）
，為肉食性蝸牛，原
產 於 美國 東 南部 ， 1955 年 美國 政 府將 玫瑰 蝸 牛引 進 夏威 夷的歐 胡 島
（Oahu）
，用以對付非洲大蝸牛的危害，但玫瑰蝸牛不僅捕食非洲大蝸牛，
也捕食其他的小蝸牛，導致夏威夷樹棲蝸牛（Achatinella）大量減少和漸趨
絕滅（Cowie, 2000）
；而臺灣農業試驗所邱瑞珍先生為防治非洲大蝸牛的蔓
延，曾於 1959 年及 1963 年兩度引進夏威夷的玫瑰蝸牛，在台北、新竹及
其他地方野放，但所幸似乎不甚成功，可能是玫瑰蝸牛對臺灣冬天的氣候
不太適應。故未來在生物防治法之應用與評估時，應更加謹慎，以免造成
台灣生態浩劫！
- 141 -

植物重要防疫檢疫害蟲診斷鑑定研習會（六）（Oct. 2006）

紐西蘭泥螺屬水棲螺科（hydrobiidae）
，原產於紐西蘭，殼長約 6 mm，
經船舶人為運輸而引進北美洲，由於泥螺為雜食性，主要棲息於河川、湖
泊、水庫、出海口、池塘與沼澤邊，可單性繁殖，生長密度可高達每平方
公尺 50 萬隻，且可耐乾燥與耐鹽分，嚴重影響當地藻類與水生植物相，破
壞生態平衡，目前已入侵美國黃石公園、科羅拉多州、蒙大拿州、加利福
尼亞州、亞利桑那州、俄勒岡州、猶他州與懷俄明州（Levri, 1996; Ponder,
1988; Richards, 2002）。

檢疫工作注意事項
台灣由於地處亞熱帶，農作物種類繁多，且農作物進出口頻繁，檢疫
時所遭遇的軟體動物主要以陸生蝸牛和蛞蝓為主，少數為水生螺貝類。由
於蝸牛常會隱藏於農作物的間隙中，不易被發現。若不慎引入，當遇適合
的環境時，便可迅速建立族群，故在檢疫時，就必需十分小心，稍有不慎
便很容易將外來種蝸牛。
在蛞蝓的鑑定方面，由於蛞蝓並無像蝸牛般完整的外殼，加上多數的
蛞蝓皆擁有不同形式的體色變化，若非經由專業訓練，很難區分至種的地
位，此常需要配合解剖成熟蛞蝓的生殖系統或用分子鑑定來比對，故蛞蝓
鑑定非一朝一夕的工作，因此建議未來針對蛞蝓送檢時，檢疫人員可依檢
索表大致可區分採樣標本為何科的蛞蝓後，再將採樣標本浸泡在 70%酒精
之中，轉交專業人員做更進一步的判斷。
目前國內主要送檢疫的蝸牛有扁蝸牛科、錐蝸牛科、椎實蝸牛科、南
亞蝸牛科、龞甲蝸牛科、黏液蛞蝓科、野蛞蝓科與皺足蛞蝓科等，這些蝸
牛也是寄生蟲的中間宿主，如廣東住血線蟲等，故檢疫人員最好是戴手套
進行採樣，因為這些寄生蟲常會出現在蝸牛體表黏液之中，檢疫時不可不
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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