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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藥使用是我中華民族之文化傳統，其種類繁多，且用藥大部分以複

方為主。組成配方隨症狀、體質而變，包括服用劑型除煎劑外，尚有各種

傳統丸、散、膏、丹及近年來發展之濃縮製劑、顆粒及散等劑型。國內本

地產的中藥材不多，所需的中藥材大部份仰賴進口，自大陸進口的數量佔

了近 70%。早期中藥材限制進口，管道並不暢通，因此價格居高不下。近

年來受貿易自由化及兩岸開放的影響，中藥材逐步開放進口，大部份關稅

降為零，僅有少部份保育類中藥限制進口，自由貿易競爭的結果，藥材價

格大幅滑落。根據進出口統計資料顯示，2000 年國內前十大重要中藥材進

口值達 17.4 億元。分別是高麗紅蔘、吉林人蔘、沉香、檀香、黃耆、枸杞、

甘草根、泡蔘尾/鬚/移植蔘及當歸。在國內傳統中藥店，大部分藥材大多數

採抽屜式開放式儲存，在台灣潮濕高溫的氣候條件下，極易發霉及生蟲，

影響該藥材之品質及藥效，且進口中藥材中隱藏之害蟲，有許多是不得檢

出之檢疫害蟲，因此近年來中藥材自由進口，中藥害蟲檢疫將是亟待加強

的課題。

常見中藥材之來源

中藥材一般按其來源分為植物類、動物類、礦物類、其他類。植物類

又按藥用部位分為以下九類：

根：郁金、天麻、玉竹、何首烏等、巴戟、延胡索、浙貝母、白芷。

根莖類：黨蔘、紅蔘、甘草、田七、苦蔘、白术等。

果實：烏梅、酸橙(枳殼)、佛手、木瓜及栝樓等。

種子類：赤小豆、蓮子、薏苡、決明、砂仁、杏仁、郁李、酸棗仁等。

花類：金銀花、西紅花、旋覆花、紅花、茉莉花、玫瑰花及杭白菊等。

葉類：迷迭香、雞骨草、側柏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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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草類：穿心蓮、金錢草、大青葉、紫蘇、薄荷等。

皮類：黃柏、丹皮、肉桂、厚朴、杜仲等。

藤木類：過江龍、對葉百部、虎杖、石斛等。

易孳生蟲類的中藥材

夏季，是藥材倉蟲易繁殖和造成危害的季節。除了礦物類藥材外，幾

乎大部分動植物藥材，在不同程度上都要受到倉蟲的危害，其中易遭蟲蛀

藥材近 400 種，最易長蟲的有幾十種。每年由於倉儲害蟲危害，使藥材失

去使用價值而造成巨大經濟損失。這類中藥材富含澱粉、脂肪、醣類，應

與不易生蟲的中藥材分開存放。常見害蟲有藥材甲、煙草甲、鋸穀盜、扁

穀盜、穀蠹等。害蟲的危害不但造成藥材品質的下降，藥效銳減，對商家

的信譽也造成很大的挑戰。以下為幾種造成中藥材孳生蟲害的原因：

一、質地柔軟－鬆泡的藥材易蟲蛀，此類藥材因害蟲容易入侵取食而遭蟲

蛀，如防風、羌活等；而質地堅實、細膩的藥材就不易蟲蛀，如蘇木、

沉香、松香等。

二、藥材的保護組織被破壞－藥材的保護組織是指藥材的表皮，茸毛、木

栓組織、果皮、種皮等。保護組織把藥材所含成分、組織結構、藥用

部位限制在其內部形成阻隔或減少空氣接觸，減輕了倉儲害蟲危害。

在藥材儲存中，常常發現由於藥材組織被破壞，使藥材生蟲的現象。

如切製的飲片類藥材較原品易蟲蛀（整個檳榔、澤瀉、白术等）；種

子類藥材，去殼的柏子仁、薏米、芡實等易產生蟲蛀，而未除去外殼

就不易蟲蛀。

三、潮濕的藥材易蟲蛀－藥材害蟲的生命過程中離不開水，水分的獲得是

從食物中得到的，因此，乾燥的藥材因害蟲得不到充足的水分而不易

蟲蛀，潮濕的藥材易蟲蛀。

四、含有營養成分多的藥材易蟲蛀－在適量的溫濕度條件下，沒有害蟲可

食的營養物質，如蛋白質、澱粉、纖維素、脂肪、醣類等，則害蟲不

會生存。反之，藥材中所含這些營養物質越多，也就決定了這些藥材

越容易遭到害蟲的危害。如山藥、澤瀉、黨參、枸杞、蛇類等。

蟲蛀現象是藥材保管中最常出現的嚴重問題，根類藥材極易生蟲，如

黨參、當歸、黃耆、澤瀉、白芷、防風等；果實類藥材中最易生蟲的有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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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金栝蔞、大棗、桑椹等；種子類最易生蟲的有芡實米、薏米、蓮子、

柏子仁等，而其中硬殼易被蟲蛀的主要有荔枝核、芡實米、蓮子等，一般

能從外表看到細小蛀孔的豆類如赤小豆、綠豆、白扁豆、淡豆鼓等。動物

類藥材一般都較易生蟲，主要有蛤蚧、靳蛇、刺蝟皮、蜈蚣、烏蛇、狗腎、

地龍、鹿茸、斑蝥、蝦蟆乾等，特別是靳蛇、烏蛇和白花蛇最易受蟲蛀。

常用的檢疫檢驗方法

檢疫檢驗的方法有許多種，目前常用的有：

一、直觀檢驗－用肉眼或借助放大鏡、顯微鏡觀察受檢材料（如種子、苗

木、插條、接穗、原木、藤、竹、中藥材等）的病變部分（如斑點、

腫瘤、流脂、潰瘍等）、蟲體、危害特徵等。這種辦法不需要或用簡

單的工具即可，簡便易行。但這種方法準確率不高，原因是有些被害

狀不甚明顯或之間沒有區別或難以作出正確的判斷（如一些種子的良

好狀與受潮發黴的種子在形態與色澤上極為相似），在與其他檢驗方

法相結合時，可以加快檢驗速度。

二、剖粒檢驗－是針對檢查隱蔽性林木種實害蟲的一種最基本方法。此項

檢驗還可以結合室內薰蒸、野外帳幕薰蒸、真空薰蒸、微波加熱等處

理的結果檢查而進行。剖粒時，根據種粒大小和種皮、果皮堅硬程度

來選擇相應的工具（如鷹嘴剪、手術刀、大頭針、手指擠壓、鉗子等），

按照害蟲在種實內所處的位置來確定下針、下剪的位置，以免損害蟲

體，使種類鑑定和蟲體死活的判斷上造成困難。這種方法適用於小批

量的種實檢驗，在批量大時，這種方法不適用。

三、過篩檢驗－此種方法適合於混雜在種實間蟲體、蟲卵的一種基本檢驗

方法。在現場、室內檢驗時均可使用。篩選時放入的樣品不宜過多或

過少，樣品多時，種子在篩內沒有來回振盪的餘地，要檢查的物件不

宜篩出；篩選振盪的時間也不宜過長或過短，時間短，夾雜在種實間

的蟲體不能全部篩出；時間長，蟲體的附肢在種實間反覆摩擦容易被

損壞，給今後的鑑定工作帶來困難。

過篩時，從種子堆垛的不同部位抽取樣品，根據種粒及蟲體的大小

來選擇相應的篩層，按照篩層孔徑的大小（大孔徑的篩層在上，小孔徑

的篩層在下）依次套好，然後把樣品放入最上層。樣品的第 1 篩層容積

的三分之二為宜，加蓋後進行篩選。篩選振盪時間應根據蟲種而定。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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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後將各層篩出物分別倒入白瓷盤內進行檢查。

四、比重檢驗－這是根據溶液不同、比重各異來對種子進行檢驗。方法是

將供試的樣品放入事先準備好的清水或溶液中，種子與溶液的容積比

是 1：5，用玻璃棒充分攪拌後計時，按照預定的靜置時間，撈出上層

漂浮種子，分別放在培養皿裏，再進行剖粒檢查。溶液可以是清水、

20%鹽水。同一溶液濃度越高，浮力越大，在使用高濃度溶液進行漂選

時，因健康與被害種子的差異較小，反而不宜把他們分離出來。比重

檢驗不僅可以用來檢查混雜在種實間的害蟲，也可以用來檢查藏在種

實組織內部的害蟲，尤其對種子含蟲率較低的情況下，則更為實用。

五、染色檢驗－將少量種子樣品（一般為 10 克），分別放入鐵紗網內，浸

入 1%碘化鉀溶液中染色 1.5 分鐘，再移入 0.5%氫氧化鉀溶液中處理

0.5 分鐘，讓其顯色。取出後用清水沖洗 0.5 分鐘，倒入白瓷盤內，在

放大鏡下觀察，挑出種皮有異常變化的種粒，再逐粒解剖加以檢驗。

這種方法適用於有珍貴種子的檢驗，它可以不破壞被檢種子的前提下

檢查種實內是否帶蟲。

六、洗滌檢驗－這主要是檢查附著在種子等受檢材料表面的病原菌。檢驗

時，將試驗樣品倒入容器內，加無菌水振盪製成懸浮液，離心後取沉

澱液於載玻片上進行鏡檢。

七、漏斗分離檢驗－這主要是檢測樹幹組織內的線蟲。方法是對應施檢檢

疫物，首先直接觀察是否在木質乾枯、木質部有無受媒介昆蟲，棲息

等症狀，再抽取有上述症狀的部分檢疫物，數量為每批次總件數的 0.5
～5%，但最低不得少於 10 件。擷取罹病木上的木屑或劈成細長條狀的

小條放在鋪有兩蹭紗布的漏斗中，用清水浸泡 24 小時後，經離心取底

部的 5 毫米的水進行鏡檢。

八、培養檢驗－對症狀不明顯的受檢材料，應根據不同的病原菌如真菌、

細菌、病毒/線蟲等採取不同的保濕、分離培養方法進行檢查鑑定。

九、接種和試種檢驗－這是對經分離培養檢驗後仍不產生病原特徵，或對

有懷疑的受檢材料可通過人工誘發接種進行檢驗。而對病原菌潛伏期

長、一時又難以表現症狀的受檢植株可通過隔離試種觀察進行檢驗。

十、軟 X 光檢驗－這是利用長波 X 射線的一種透視攝影技術對種子、苗木
進行檢驗的一種方法。根據感光材料和供試樣品的結構、原密度厚度，

選用不同的電壓、電流、曝光時間進行攝影，在攝影過程中，不斷調

整攝影電壓、電流，從膠片上的影像來分析攝影條件，以獲得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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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為準。

遭蟲害中藥材之檢查方法

加工成飲片的莖、皮、藤木類藥材，蟲蛀時在飲片上能見到明顯的蛀

孔及蛀屑，其他藥材類則因種類，害蟲及部位不同產生不同之危害狀，茲

分類如下。

根類藥材：外表比較光滑的如白附子等，生蟲時它們表面的蛀孔極細

小，倘若有疏忽，時間一長藥材內部全被蛀空而成粉末。在檢查這類藥材

時，可抓一把撒在桌面上使其滾動，看有無蛀屑落出及商品上有無蛀孔及

活蟲。

根莖和藤木皮類：主要檢查根頭、主根、分叉處、隙裂縫、擦傷破損

外、內皮等採用剖開、打碎、折斷、搖晃等手段，視查是否有蛀孔、蟲卵

及蟲蛀痕跡。

花類藥材：花類主要檢查是否有苞片碎落、花瓣零散或花朵互相粘連

等。由於品種的不同，有不同現象的表現，如款冬花生蟲時往往粘連在一

起，在鳞狀苞片縫隙處出現棉絮狀的細絲，苞片多碎落。凌霄花乾燥多皺

縮捲曲，生蟲時一般都在花冠內。蒲黃粉生蟲後易連結成串狀，尤其在盛

放本品容器的上面四周處更易生蟲。因此，檢查時須根據不同情況進行查

驗。

果實：應切開檢查、剝開檢視、搗碎剖視。果實種子類藥材中，有些

藥材受潮生蟲時往往被蟲絲纏繞成串結餅，雖不蛀蝕藥材，但容易傳播，

如葶藶子、菟絲子等。若發現可將生蟲部分攤開，或用手搓散成串或結團

處，拉開蟲絲將蟲體撿出。

種子類：種子類藥材生蟲時外表面有明顯的蛀孔，如蓮子、芡實等。

有些藥材如沸手、香椽等，一般都切成飲片，若發現生蟲時可見蟲孔及碎

屑。

動物類藥材：生蟲時應剖開視察，其他動物檢查筋膜、肌肉、關節、

內外表皮或剖開檢查，並把以上各類中藥材的檢查結果詳細記錄在案。

儲存期常見中藥害蟲

穀 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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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名：Rhyzopertha dominica Fabricius
分類地位：鞘翅目、長蠹蟲科。

被害食物：蓮子心、稻穀、糙米、大麥、小麥、玉米、甘藷簽、木、竹材

等。

發生危害：年發生 5 世代，卵期 6~8 天，幼蟲期 26~157 天，蛹期 4~8 天，

成蟲壽命 93~337 天。成蟲羽化經 4-5 日後，在穀粒間活動，且具飛翔

能力。成蟲於 4 月中旬出現，交尾後 4-5 日開始產卵於米穀粒間，8-20
粒成堆。成蟲及幼蟲均以為害穀類為主或蓮子心，幼蟲孵化後即嚙食

蓮子心內部，老熟幼蟲即在蓮子心內化蛹。主要為害穀物，亦會蛀食

木材、竹器，留下蛀孔可供其它害蟲的潛伏。發生嚴重時，常能引起

積穀發熱，導致積穀變質。

小長蠹蟲

學 名：Dinodeerus minutus (Fabricius)
分類地位：鞘翅目、長蠹蟲科

被害食物：米穀、小麥、玉米、麵條、當歸、竹材等。

發生危害：成蟲體長 2 公厘，體暗褐色，觸角球桿狀，前胸前緣闊於圓形，

後角收縮，胸及翅鞘背有圓形小刻點。成蟲蠹食完整當歸鑽成直孔道，

其被害藥材表面留下圓形孔穴，幼蟲則在藥材中蛀食危害，並排出黃

白色粉末。年發生代數不詳，此蟲在台灣本省穀物中發生密度不高，

但在玉米粉或麵粉中則常見危害。

粉斑螟蛾

學 名：Ephestia cautella Walker
分類地位：鱗翅目、螟蛾科。

被害食物：米穀，米糠，種子，玉米，大豆，花生，麵粉，當歸等。

發生危害：成蟲體長 7 公厘，全體灰褐色，前翅具暗色橫帶，具有 W 及 V
狀黑色條紋橫走翅面，成蟲於黃昏時活動交尾產卵。成蟲產卵於藥材

片屑間，孵化幼蟲在藥材片屑表面吐絲綴結藥材，藏匿其中取食危害，

老熟後亦綴絲化蛹其中。一年發生 8 世代，卵期 7~12 天，幼蟲期 25~40
天，蛹期 7~11 天。

長角象鼻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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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名：Araecerus fasciculatus
分類地位：鞘翅目、長角象鼻蟲科。

被害食物：當歸、干果、玉米、甘藷簽、蒜頭、咖啡籽、棉籽、酒麴等。

發生危害：年發生 6 世代，卵期 3~15 天，幼蟲期 19~49 天，蛹期 5~10 天，

每世代約需 48.8 日。成蟲體長約 3.5-4 公厘，略呈橢圓形，被有一層

淡褐色或深褐色的絨毛。頭小而向下彎曲。複眼黑色，觸角棍棒狀，

11 節，末端 3 節膨大。前背黃白色，翅鞘有凹點刻 11 條，並生有淡黃

灰白相間的絨毛而成塊斑狀。雌蟲腹節末端較為尖長，近三角形而稍

向下彎曲。成蟲以產卵管將食物鑽成小孔，每孔產卵 1 粒，幼蟲孵化

後即向被害物內部蛀食，逐漸成長後向表皮嚙食，排出黃白粉末及蟲

糞。幼蟲老熟時，將蟲糞築成蛹室化蛹。成蟲、幼蟲均能為害，成蟲

飛翔力甚強，可在田間為害後，又復於穀倉內繁殖。

外米偽步行蟲

學 名：Alohitobius diaperinus Panzer
分類地位：鞘翅目、擬步行蟲科

被害食物：中藥材、大麥、小麥、玉米、豆類、米穀、米糠等。

發生危害：年發生約 2 世代，以成蟲及幼蟲期越冬，至翌年 4~5 月間開始

活動，卵期約 4~11 天，幼蟲期為 36~60 天，蛹期 5~10 天，成蟲與幼

蟲均在暗處之潮濕而腐敗之穀物中取食危害，儲存不當的麥芽常遭其

產卵危害，或在倉底、地板下及牆壁角落處常發現取食穀粉。此蟲在

製粉機械內常有發生。

菸甲蟲

學 名：Lasioderma serricorne
分類地位：鞘翅目、竊蠹科。

被害食物：紅花、洋菊。

發生危害：年發生 5 世代。一世代所需日數 35 天，一雌蟲產卵數 18～67
粒；卵期 5～12 天，幼蟲期 33～61 天，蛹期 3～6 天。成蟲體長 3～4
公厘，橢圓形，赤褐色或紅黃褐色。頭部彎曲於前胸下方，複眼黑色，

觸角呈鋸齒狀，11 節。翅鞘與前胸等闊，背面有 10 條縱溝。成蟲壽命

13～39 天，以幼蟲越冬，至 4 月間羽化成蟲開始活動，飛翔力強，都

活動於黃昏時刻，食性甚雜，包裝食物被害時穿小孔，侵入內部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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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吐絲結塊，幼蟲潛伏在其中取食。幼蟲體長 4 公厘，乳白色，成熟

時呈灰白色。頭部淡褐色，體向腹側彎曲，全體生褐色毛。幼蟲蛀食

藥材造成質量上之損失，花萼及花序被穿孔，影響商品價值，被害花

瓣脫落形成碎屑狀影響品質。

茶蛀蟲（粉嚙蟲）

學 名：Liposcelis divinatorius Muller
分類地位：嚙蟲目（Corrodentia）、粉茶蛀蟲科（Liposcelidae）。
被害食物：神麯

發生危害：成蟲體長約 1.5 公厘，微小而軟弱，缺翅，全身暗乳白色，複眼

黑色。此蟲在米穀中發生普遍，卵外被有黏液層，其上附有塵埃或米

糠，故不易發現。幼蟲經 28-42 日即成長為成蟲，常在 7-9 月間大量發

生，造成米穀發黴，導致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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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粉斑螟蛾在當歸中產卵 圖二、菸甲蟲危害當歸

圖三、菸甲蟲幼蟲在當歸中取食 圖四、榖蠹危害蓮子心

圖五、榖蠹危害蓮子心 圖六、榖蠹成蟲

圖七、菸甲蟲危害紅花 圖八、茶蛀蟲（粉嚙蟲）危害神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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