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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種植物阿勃勒
可以防治入侵種動物黃頸蜷蚓
文．圖 / 陳俊宏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阿勃勒是一種豆科植物，原產於南亞南部，於 1645 年由荷
蘭人引進臺灣，現已普遍栽培，但因在野外無建立族群，
所以不是入侵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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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治
　　台諺語”惡馬惡人騎，胭脂馬拄著關老

爺” 。這種「一物剋一物」的現象在大自然

是很常見也是必要的運作方式，如此才不會有

一種物種無限擴張，發生失衡的現象。然而當

一外來種移入新環境中，因為無天敵克制的情

形下，就有可能壯大族群而成為入侵種。為了

防治入侵種，現行生物防治多嘗試引入新的生

物即”以夷制夷”來控制失控的生態危機，這

些「一物剋一物」的做法，有些是以動物來防

治動物，有些則是以微生物來防治動物。成功

及失敗的例子都有。

以動物防治動物
　　美國加州於 1860 年間自澳洲引種相思樹

時，沒料到吹綿介殼蟲（Icerya purchasi）也

跟著進入加州，結果造成柑橘產業嚴重損失，

後來在 1888 年引進澳洲瓢蟲，才有效地防治

吹綿介殼蟲。吹綿介殼蟲 1905 年也曾在台灣

大發生，最後是日本政府從夏威夷引進瓢蟲才

成功防治。1950 年代後期，台灣甘蔗螟蟲危

害，後來台糖公司利用赤眼蜂屬（Trichogram-

ma）寄生蜂終於成功地防治了甘蔗螟蟲。

　　雪貂（Mustela furo）是由歐洲鼬（Mustela 

putorius）馴化而成，由於雪白毛色及體形適

中，因此被廣泛當作寵物飼養，然而牠們覓食

行為在野外卻會威脅到很多小型地棲物種。野

兔從十九世紀引進紐西蘭，由於牠們在那裡沒

有天敵，加上繁殖力強，在與綿羊搶奪草地資

源後，造成嚴重災難。紐西蘭人為了抑制野兔

的數量，開始獵殺、設陷阱或堵洞等，但效果

不佳，因此紐西蘭人改引進雪貂等來消滅兔

子，然而這些被引進的雪貂也會捕抓在野地

面築巢又不會飛的奇異鳥（Kiwi）及鴞鸚鵡

（Kakapo）等，結果兔子沒有消滅，卻又造

成了新的生態災難。不只如此，由於雪貂亦可

能是牛結核病菌（Mycobacterium bovis）的帶

原者，也會將此病菌傳染給原生野生動物。

　　非洲大蝸牛（Achatina fulica）名列世界

百大入侵種，牠們在 20 世紀中葉入侵美國夏

威夷後，造成嚴重農業損失。為了對抗非洲大

蝸牛的威脅，美國農業專家採生物防治法引

入原生於美國東南部的肉食性玫瑰蝸牛（Eug-

landina rosea），然而引入的玫瑰蝸牛對控制

非洲大蝸牛雖然發揮了成效，卻同時大量捕食

夏威夷原生的夏威夷樹蝸 （Partulid spp.），

造成夏威夷樹蝸大量滅絕。相似的悲慘故事也

發生在其它太平洋與印度洋島嶼，以及大西洋

的百慕達與巴哈馬。

以微生物防治動物
　　台灣在 1975 年時引入蘇力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目前廣泛使用在防治擬尺蠖、

小菜蛾或松毛蟲等。由於其特定的殺蟲活性，

對傳粉昆蟲、多數益蟲、其它動物和人類幾

乎無害，被廣泛認為是友好環境的細菌殺蟲

劑。常用於害蟲生物防治上的真菌，有白僵菌

（Beauveria bassiana）、綠僵菌（Metarrhinium 

anisopliae） 和 蟲 黴 菌（Entomophthora spp.）

等。白僵菌是目前使用頗廣的一種真菌殺蟲

劑，被用來防治紋白蝶、夜蛾及玉米螟等。綠

僵菌則被用來防治斜紋夜蛾等，效果良好。蟲

黴菌可感染蚜蟲、蝗蟲和蠅類等，目前利用蚜

黴菌來防治蚜蟲，效果極為顯著。由於昆蟲除

了會受細菌和真菌感染外，也會感染病毒。病

毒的感染有其特定性，當感染病毒後死亡的昆

蟲會將病毒遺留在田間，會繼續感染其他同類

昆蟲。例如 : 核多角體病毒（NPV）主要寄主

為鱗翅目，目前主要用於防治夜蛾。虹彩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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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和濃核病毒（DNT）的主要寄主為鞘

翅目、雙翅目和鱗翅目的昆蟲，也有潛力成為

生物防治的生力軍。

以植物防治動物
　　如上所述，”以夷制夷”的生物防治的例

子都是以引進動物來剋制動物或引進微生物來

剋動物，本文主要是提出一個新的概念 : 以植

物防治動物，也就是說以外來種植物防治入侵

種動物。

這個故事要從多年前我接受委託調查大

安森林公園的蚯蚓種類及分布開始。該次調查

後，我們發現蚯蚓種類及分布在大安森林公園

裡相當不一致。接著，我們擬引進台北盆地

常見蚯蚓到大安森林公園來改善土質，結果

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原本廣泛分布在大安森林

公園的外來入侵種蚯蚓黃頸蜷蚓（Pontoscolex 

corethrurus）， 竟 然 不 存 在 阿 勃 勒（Cassia 

fistula）周圍，但台北盆地常見蚯蚓如參狀遠

環蚓（Amythas aspergillum）、皮質遠環蚓（A. 

corticis）、 湖 北 遠 環 蚓（A. hupeiensis）、

壯 偉 遠 環 蚓（A. robustus） 及 加 州 腔 環 蚓

（Metaphire californica）等卻存在於阿勃勒周

圍。這件事後來經由我碩士班學生黃文彥的調

查研究，他不但確認大安森林公園的阿勃勒周

圍 30 公分內沒有黃頸蜷蚓，更進一步發現在

台大校園、台北植物園及木柵動物園等地的阿

勃勒周圍也找不到黃頸蜷蚓。（黃文彥，2020）

因此，我們先假設阿勃勒會釋出生物鹼來

驅趕黃頸蜷蚓，問題是根、莖還是葉？古今中

外阿勃勒全株皆有藥用記錄：《本草拾遺》、

《本草綱目》及《酉陽雜俎》等皆有記載”又

稱波斯皂莢。中醫藥稱：根味苦，性涼，用於

收斂、強壯、解熱、瀉下，又用於心痛。葉用

阿勃勒（Cassia fistula）

　　Cassia fistula 台 灣 通 稱 阿 勃 勒， 但

根 據 音 譯 自 梵 語（आरग्वध） 或 羅 馬 音

（āragvadha）應該稱阿勒勃。然而明代

李時珍寫《本草綱目》時將名字誤寫成阿

勃勒，阿勃勒也就將錯就錯的沿用至今。

圖 A、B、C：黃頸蜷蚓原產地中南美洲，現已是世界廣布種，
體型在 10-15 公分，寬約 0.5 公分。體色呈半透明粉紅色，
靠近頭部的生殖環帶明顯膨大，顏色呈黃色或橙色。黃頸蜷
蚓在環境不良如乾旱或低溫時，會蜷成球狀，故名。黃頸蜷
蚓何時進台灣已無法可考，依蔡住發博士在民國 60 年對台
大校園的蚯蚓調查報告裡，台大校園並無黃頸蜷蚓，但現在
台大校園處處可見牠們的蹤跡，同樣的，黃頸蜷蚓現在遍布
台灣全島，從平地到 1000 多公尺的檳榔園到離島，包括澎
湖、金門、馬祖、蘭嶼、綠島及龜山島，都有牠們的蹤跡。
黃頸蜷蚓繁殖能力強，除了佔據本土蚯蚓的生態區位外，牠
們會讓土壤更密實，及增加土壤 CO2 及 N2O 的排放，這跟
你我對一般蚯蚓的印象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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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選了扇葉蒲葵（Livistona chinensis）為對

象，以浸泡阿勃勒葉子粉末的自來水（20 克 /

公升）淋灑（4 公升 / 樹）後，進行四個星期

的黃頸蜷蚓族群調查，結果第一星期就有顯著

驅除成果。

　　由於阿勃勒葉子裡的番瀉苷（sennoside）

是常見的瀉藥，而上述黃頸蜷蚓遇到阿勃勒葉

子的毒理反應就像瀉痢，因此我們接著以購買

的番瀉苷重複上述實驗，結果十分相似。也就

是番瀉苷對黃頸蜷蚓有明顯的驅除效果及毒理

反應，但本土常見蚯蚓卻未見任何異狀。

　　從老鼠實驗得知：番瀉苷進入腸道後會被

腸道菌分泌的 β- 葡糖苷酶（β-Glucosidase）

代謝成大黃蒽酮（Rheinanthrone），進而刺激

腸道蠕動，進而減少大腸中水分的吸收，最後

產生瀉痢。因此，綜合分析研究結果，我們合

理推測南美洲來的黃頸蜷蚓的腸道菌相與台灣

常見蚯蚓的腸道菌相不同，也就是黃頸蜷蚓因

為牠們的腸道菌和老鼠一樣會代謝番瀉苷成大

黃蒽酮，進而引發嚴重瀉痢致死，而台灣常見

於面板病、輪癬、風溼病、中風。花用於便祕，

並作為解熱藥。果實味苦，性寒。有主熱病、

祛痰、殺蟲、通經絡的功能。”。依據阿勃勒

成分分析整理（註），我們認為樹葉裡的成分

包括 sennoside 即番瀉苷與我們的推理及初

步觀察最為切合，所以我們先從最容易取得的

葉子著手實驗。

　　我們先以陰乾後磨碎的葉子粉末混入培

養土裡來測試其對蚯蚓的反應，實驗同時以

本土蚯蚓皮質遠環蚓及掘穴環爪蚓（Perionyx 

excavatus）做對照，結果發現對照組蚯蚓鑽入

混有阿勃勒葉子粉末培養土的速度明顯快於黃

頸蜷蚓；存活實驗也很明顯，皮質遠環蚓及掘

穴環爪蚓在混有阿勃勒葉子粉末的絞碎洋菜膠

裡 10 天，外觀完全正常，腸道充滿食物，死

亡率低於 10%，但黃頸蜷蚓在第 5 天外觀無

血色，腸道空白，甚至已呈現出血潰爛，死亡

率超過 50%。

　　為了近一步確認阿勃勒在野外驅除黃頸蜷

蚓的效果，我們根據地表黃頸蜷蚓的糞土數

在臺灣幾乎全年可看到黃頸蜷蚓的球型卵繭，體積略小於 BB 蛋，剛產出的卵繭呈乳白色，孵化時間愈後期，隨著小蚯蚓血管的生成，
卵繭呈血紅色。實驗室的數據，牠們的卵繭孵化率高於 90%，一個卵繭可孵化一隻 1-1.5 公分的小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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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頸蜷蚓的糞土排出地表呈條狀（A），與臺灣其他蚯蚓的
糞土成粒狀或團狀（B、C），明顯不同。

蚯蚓因為無法代謝番瀉苷，不會引起腹瀉，因

此可在阿勃勒樹下土壤中存活。

A

B

C

註　阿勃勒各部位的二次代謝產物
組織 / 器官 二次代謝產物

硬木

樹皮

樹葉

花

果肉

莢

種子

根

Fistucacidin (3,4,7,8,4’-pentahydroxyflavan)

Oxyanthraquinone, dihydroxyanthraquinone

(-) epiafzelechin, (-) epiafzelechin-3-Oglucoside, (-) epicatechin,
procyanidinB2, biflavonoids, triflavonoids, rhein, rhein glucoside,
sennoside A, sennoside B, chrysophanol, physcion

Kaempferol, leucopelargonidin tetramer (with free glycol unit),
rhein, fistulin, alkaloids, triterpenes

Rhein, volatile oil, waxy and resinous derivatives

Fistulic acid, 3-formyl-1-hydroxy-8-methoxy anthaquinone,
3B-hydroxy-17-norpimar-8(9)-en-15-one

Chrysophanol

Rhamnetin-3-O-gentiobioside, Proanthocyanidins, flavonoids

請參考自 : Bahorun et al., 2005. Phyto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Cassia fistula.
African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4 (13): 1530-1540.

結語
　　過去因為種種因素，民眾炫耀種植奇花異

草、養殖珍禽異獸或食用山珍海味，由於政府

相關單位的漠視這類外來種的引進與販售，造

成引進與販售外來種的行為在台灣到處可見，

殊不知這些外來種一旦被棄養或逃逸即有可能

成為入侵種。這種行為若是由政府單位或學術

單位假防疫或研究之名為之，更不可原諒。

　　近來政府與民間人士對於入侵種的危害愈

來愈重視，然而重視歸重視，真正能成功移除

入侵種的例子還是鳳毛麟角。藉本文在此與大

家分享的例子，以外來種抑制入侵種是一個意

外的發現，不必花大錢，也不會造成額外環境

傷害。一來，這種現象不會只發生在黃頸蜷蚓

與阿勃勒，只要大家多仔細觀察，應該還會發

現更多例子，如此就可輕鬆成功防制令人頭痛

的外來入侵種。再者，希望這個觀念可以被推

廣，也就是不用再冒然引進外來種來控制入侵

種，卻成為引入另一個入侵種為害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