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火蟻的宣導與防治

總管理處 教學組編輯

National Red Imported Fire Ant Control Center



你可以再靠近一點看我~



入侵紅火蟻（學名：Solenopsis invicta，英文俗名：
Red Imported Fire Ant，常簡寫為RIFA），俗稱紅
火蟻

其種小名invicta源自於拉丁文，
意思是「無敵的」、「未被征服的」



原產於南美洲巴拉那河流域

溫暖的大草原

季節性洪水

 20世紀初因為貨物的運輸而入侵美
國南方

 2001年於紐西蘭與澳洲建立新族群

紐西蘭已防治成功

澳洲防治率高達98%以上

 2003年台灣的桃園跟嘉義發現入侵
紅火蟻的蹤跡

入侵紅火蟻原產於南美洲



台灣的紅火蟻
來自美國!



入侵紅火蟻擴散方式－自然擴散

 分巢
 地面遷移
 交尾飛行：3-19公里
 洪水：行成蟻閥



入侵紅火蟻擴散方式－人為擴散

 園藝植栽汙染
 草皮汙染
 土壤廢土移動
 堆肥
 園藝農耕機具設備
 空貨櫃汙染
 車輛汙染



台灣防治入侵紅火蟻現況

(一)嘉義縣：自92年發現終至 106 年 7 月經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
現勘，確認已無紅火蟻蹤跡，成功將嘉義入侵紅火
蟻順利撲滅。

(二)宜蘭縣：104 年 3 月宜蘭縣冬山河流域發生紅火蟻，經緊急
防治並持續監測，已於 107年 3 月完成解除疫情管
制。

(三)金門縣：103 年因應中國大陸紅火蟻入侵金門，提供金門政
府資材與技術指導，協助完成全縣發生普查與緊急
防治，並整合各部會共同監控，加強輸入檢疫、砂
石建材檢查、教育溝通等工作。並透過兩岸協商管
道邀請陸方合作推動金門福建跨境聯防獲致共識，
陸方將加強福建沿岸之防治與監測密度，並適時互
換資訊。



台灣防治入侵紅火蟻現況

(四)臺北市松山機場：103 年 11-12 月完成臺北航空站紅火蟻
緊急防治。106 年 12 月確認總面積96 公頃已無入侵
紅火蟻發生，解除疫情管制。

(五)零星發生點緊急防治：針對非普遍發生區新增點進行紅火
蟻餌劑施撒及蟻丘藥劑灌注處理。
107 年緊急防治計有臺北市內湖區、萬華區、士林
區及北投區共 10 公頃、新北市三重區、三峽區、淡
水區及三芝區共 25 公頃、苗栗縣三灣鄉、頭份市、
銅鑼鄉、公館鄉、造橋鄉及南庄鄉共 80 公頃；灌注
處理蟻丘臺北市 16 個、新北市 37 個、桃園市 33 個、
新竹縣(市)7 個、苗栗縣 68 個、其他地區 6 個，共
計 167 個蟻巢。



台灣防治入侵紅火蟻成效

依據調查資料，目前桃園市仍是主要發生區，新北市、 新
竹縣市、苗栗縣及金門縣為區域發生；另臺北市、基隆市
與宜蘭縣屬零星個案，並無美國、中國等地紅火蟻以每年
數十至百餘公里速度擴散之情形，且對臺灣農牧業之生產
無明顯影響。106 年偵查 苗栗縣頭份、三灣、造橋及銅鑼
等地區，發生率為 1.89%（6,733 個 偵察點，127 點發現紅
火蟻）。

資料來源:108年1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報告書



為什麼我們要防治紅火蟻
 生態環境

雜食性的入侵紅火蟻在生態上極具優勢，大量捕食無脊椎
動物(在危害嚴重的地區往往造成土壤中的蚯蚓被捕食殆
盡)；許多原生的螞蟻還可能因為入侵紅火蟻的入侵而滅絕。
入侵紅火蟻在取得食物來源方面比其他物種具有優勢，有
報告指出－入侵紅火蟻會攻擊地棲性脊椎動物，如地棲性
鳥類的蛋與雛鳥、青蛙、蜥蜴的卵與幼體、小型哺乳動物
和小型嚙齒類等。入侵紅火蟻會搬運及取食植物的種子，
造成不同種類植物種子之比例與分布的改變，相較於其他
動物，入侵紅火蟻對於植物群聚組成的影響更為重要且使
得棲息地內的生物多樣性銳減，嚴重破壞生態平衡。



為什麼我們要防治紅火蟻

 公共設施
紅火蟻也常常在公共設施與居家附近電器設備中築巢，如
電表、變電箱、電話總機箱、交通號誌機箱、電纜線箱、
機場跑道燈箱等，造成電線短路或設施故障。
其實並非紅火蟻故意去破壞電線，而是當紅火蟻的工蟻為
了整修巢室而咬破電線的絕緣橡膠時，因觸電被電死後放
出的警戒氣味，使得其他同伴以為有入侵者而前仆後繼地
衝向被咬破的電線，因此造成電線的短路。美國每年因紅
火蟻造成的電器設施損失達數千萬美元。



為什麼我們要防治紅火蟻

 財政經濟
美國德州因入侵紅火蟻危害造成財政上的損失估計每年
就高達3億美元，其中包括家畜、作物、公共衛生、環境
生態上的傷害。入侵紅火蟻對於美國南部受侵害地區所
造成經濟上的損失，每年估計高於50億美元，農業上的
損失則約為7億5千萬美元。

叮咬之後的家禽產乳或產肉量下降，
影響畜牧業生產。



為什麼我們要防治紅火蟻

公共衛生
火蟻的名稱就是在描述被叮咬後如火灼傷般疼痛感，之後還
會出現如灼傷般的水泡。 入侵紅火蟻成熟蟻巢的個體數約可
達到20萬至50萬隻，當蟻巢受到外力干擾時，入侵紅火蟻會
迅速同時出巢攻擊。
一些體質敏感的人則會因入侵紅火蟻的毒液中的水溶性毒蛋
白，而產生過敏性反應，嚴重者甚至會引發過敏性休克而造
成死亡。



入侵紅火蟻防治方法-藥劑防治

餌劑
大部分火蟻餌劑都使用磨碎的除去油脂的玉米顆粒為餌劑的
基質及大豆油為載體，也就是說黃色固體的材質是去油脂的
玉米顆粒，而作用的藥劑原料是加在大豆油中，再將含有藥
劑的大豆油與玉米顆粒混合，而大豆油將是餌劑吸引螞蟻來
取食的重要成分。
餌劑中所使用的藥劑大約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化學藥劑
（毒劑），第二類為昆蟲生長調節劑，前者可直接殺死螞蟻，
後者是影響螞蟻的生長發育，二者防治效果都能防除 85-95% 
的火蟻族群，但明顯的差異在於可見螞蟻族群數量減少開始
時間與速度上。



入侵紅火蟻防治方法-藥劑防治

獨立蟻巢處理法
在火蟻危害較嚴重區域中，直接以灌藥或粉劑、粒劑或用
其他非藥劑防治法處理可見的蟻丘，此種防治方法可以有
效的的防除 98% 以上的蟻丘。但其明顯的缺點是僅能防治
可見的蟻丘，而許多新建立的蟻巢並不會有明顯蟻丘，往
往會造成處理上的疏漏。



入侵紅火蟻防治方法-非藥劑防治

 沸水處理
在輕度危害區域可以選擇使用如熱水的非化學處理方法來
代替前述藥劑防治方法，其方法是直接利用沸水處理可見
蟻丘，利用這種處理方法對於蟻丘是有接近 60% 的防除
效果。
每個蟻丘至少要使用 6 公升的沸水，而且這些沸水要盡可
能浸濕蟻巢所有區域，單次處理成功率較低，需連續處理
5-10 天才可能會成功。但要小心處理的過程免於被沸水燙
傷，而且沸水處理也會傷害到周圍的植物。



入侵紅火蟻防治方法-非藥劑防治

 肥皂水淹法
另一種非藥劑的防治方法是利用「肥皂水」。火蟻雖然可
以被清水淹死，但要成功地將蟻丘殺死的比例非常低，也
難以防止其隨水散逃。有效利用水淹方法是直接挖掘蟻丘，
將整個蟻巢放入約 15-20 公升盛滿含肥皂水的水桶中，但須
特別注意，在挖掘蟻丘時有遭受許多火蟻攻擊的危險！
肥皂水可以破壞表面張力，確保火蟻不會聚集在水的表面
上而無法淹死。之後，放置約 24 小時以上，就可以將可見
的成熟蟻巢淹死。但這個方法最大的缺點是無法處理危害
面積較大的地區。



入侵紅火蟻防治方法-生物防治

在美國目前有兩類生物防治方法被認為具有效控制入侵紅
火蟻族群密度的潛力，為來自南美洲火蟻原生地的『小芽苞真
菌』與『火蟻寄生蚤蠅』。希望降低入侵紅火蟻的生存優勢，
使本土螞蟻的得以與其競爭。

台灣目前尚未引進這些火蟻的生物天敵，因為雖然在美國
的研究中，這些天敵並不會對美國本土的生物造成影響，但沒
有經過嚴格的試驗，我們無法確定它們是否會對台灣的本土生
物造成傷害。

台灣目前的防治手段是著重在撲滅上，生物防治是當火蟻
已經確定在台灣立足而無法撲滅時，引進來壓抑火蟻族群量所
使用，因此也並不適用於台灣目前的狀況。



由於紅火蟻會保護巢穴，一旦踏到紅火蟻的蟻巢，火蟻會
傾巢而出攻擊敵人，在野外發現蟻巢時，不要去干擾它。
在庭院或其他戶外區域可以使用含有合成除蟲菊或其他有
效成份的噴霧劑（如拜貢、威滅等），延牆腳或螞蟻行走
的路線噴灑，在門框或窗框定期噴灑一條防護帶，讓螞蟻
進不去室內。
在居家防疫方面，如屋外有草皮就要注意防範紅火蟻入侵，
在屋內長期使用滅蟻餌劑（如蟻愛呷、威滅等）誘殺，記
得每幾個月要更換一次

個人居家防治紅火蟻小撇步



台灣的入侵紅火蟻蟻巢



重點是~我們很團結~
你殺了一隻我還有千千萬萬隻我



攻擊性強
當蟻巢受到侵擾時，工蟻會千百隻同時一湧而出保護
蟻巢並極具攻擊性，這也是紅火蟻的一大特質。



你可以這麼做……..
當你被紅火蟻叮咬時





紅火蟻攻擊的方式是用其有力的下巴啃咬人的皮膚，然後彎
曲身體以其腹部的毒針注射毒液到人的皮膚下。
與其他有毒的昆虫不一樣的是，其毒液不含毒蛋白的過敏原，
卻含類鹼性毒素，叫做iperadines。
此毒素有局部組織壞死及溶血的毒性，因此遭紅火蟻攻擊者
僅少數會發生致命過敏性休克發生(約有1%)。
1998年針對南卡羅來納州所做的調查報告指出，該州在當年
共有33,000人因被蟻叮咬而需要就醫，其中有15%會產生局部
嚴重的過敏反應，2%會產生有嚴重系統性反應而造成過敏性
休克，而當年便有2件受火蟻直接叮咬而死亡案例。

當你被紅火蟻叮咬時…..



 遭紅火蟻叮咬的基本症狀
入侵紅火蟻攻擊人類時，係由工蟻以大顎緊咬著皮膚，且
利用其螫針連續針刺 7 至 8 次，毒囊中大量的毒液注入皮
膚，而立即引發劇烈的灼熱感，此種灼熱與癢的感覺將持
續 1 小時以上， 4 小時後被螫處形成白色膿泡，大部分的
人 10 天左右便可復原，但通常會留下一些疤痕。
若膿泡破掉，則容易引起細菌的二次性感染；一些體質敏
感的人，遭入侵紅火蟻的叮咬後，可能產生過敏性的休克
反應，嚴重者甚至死亡。

當你被紅火蟻叮咬時…..



被紅火蟻叮咬之患部進程



當你被紅火蟻叮咬時…..

打119

遭紅火蟻叮咬後的基本處理步驟
（1）先將被叮咬的部位予以冰敷處理，並以肥皂與清水清洗

被叮咬的患部。
（2）一般可以使用含類固醇的外敷藥膏或是口服抗組織胺藥

劑來緩解搔癢與腫脹的症狀，但必須於醫生診斷指示下
使用上述藥劑。

（3）被叮咬後應儘量避免傷口的二次性感染，並且避免將膿
泡弄破。

（4）若是患有過敏病史或叮咬後有較劇烈的反應，如全身性
搔癢、蕁麻疹、臉部燥紅腫脹、呼吸困難、胸痛、心跳
加快等症狀或其他特殊生理反應時，必須儘速至醫療院
所就醫。

另外，火蟻毒素是沒有解毒劑的，主要以症狀治療為主。



高危險群者
應特別注意避開火蟻巢穴

行動不便或行動遲緩者：幼兒、老人
慢性病患者：糖尿病、心臟病
意識不清：酒醉者



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 / 紅火蟻通報專線：0800-095-590
傳真：(02)3366-3358 / 網址：http://www.fireant.tw/default.asp



資料來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驗局網站 http://www.ebio2.com/ant/index.php

行政院衛生署網站 http://www.doh.gov.tw

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 http://www.fireant.tw/default.asp

謝謝大家！！

http://www.doh.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