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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蜂螫事件每年不斷上演，輕者腫脹、劇烈疼痛，嚴重時則引發過敏

性休克甚至致死。如何預防蜂螫？蜂螫後該如何緊急處置？對從事戶外

作業或活動之勞工朋友是一重要課題。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研究所本著為勞動者建構健康安全工

作環境之宗旨，也為防範蜂螫事件持續發生，遂進行虎頭蜂危害預防

之研究，期望藉由對虎頭蜂生態特性之瞭解，實地試驗提出重要之預防

措施，並編訂內容含括有虎頭蜂的基本認識、特有習性、攻擊行

為，以及防除、防螫、蜂螫後急救與後續處理等相關知識與作

法之「戶外作業虎頭蜂攻擊預防手冊」，協助從事農業、土木建築修繕

業及消防人員、森林遊樂或國家公園之環境維護、稽查巡邏執法等戶外

作業或活動之勞工，避免於戶外作業時被蜂螫叮，增進其自我保

護的能力，期望能減少勞工朋友在工作中因遭蜂螫造成無謂傷

亡。  

感謝張世揚教授、黃百粲醫師、哈多吉醫師、陳文裕教授、安奎教

授、江敬皓助理教授及本所職業衛生研究組同仁等協助本手冊之審查及

編撰，並給予諸多寶貴建議。本手冊若有未臻完善之處，尚請諸先進不

吝指教，俾便再版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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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每年常見蜂類螫人的消息，胡蜂類的虎頭蜂及長腳蜂 (圖 1)最為頻

繁，其所造成的傷亡亦最多、最嚴重；對於從事戶外工作及休憩活動

的人員造成極大的威脅。由於胡蜂類的攻擊是出其不意，一旦招惹，

後果非常可怕，尤其是惡名昭彰的頭號殺手—虎頭蜂。因此，多了解

胡蜂類 (尤其是虎頭蜂 )的習性，對從事戶外作業及活動的作業勞工，當

遭遇蜂群攻擊時做出正確的判斷與反應，不但可減少被螫叮的機會，

甚至可使自身或周遭人員之傷害降至最低。  

由於各界對於胡蜂類危害情形尚未有適當的防範措施，本著為勞

動者建構健康安全工作環境之宗旨，手冊內容含括有虎頭蜂的基本認

識、特有習性及攻擊行為，並有防除、防螫、蜂螫後急救與後續處理

等相關知識與作法，旨在提供戶外作業勞工於戶外作業時，避免被蜂

螫叮，並說明自我保護的方法，俾以減少在工作中因遭蜂螫造成無謂

傷亡。  

圖 1 左圖：黑腹虎頭蜂，右圖：棕長腳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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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認識虎頭蜂 

讓人聞之色變的蜂螫事件，每年不斷上演，頭號殺手就是屬於胡蜂科

(Vespidae)的『虎頭蜂』！ 

虎頭蜂屬（Vespa spp.）係社會性蜂類，學術上通稱為『胡蜂』 (圖 1 左

圖 )，具完整社會組織，成員包括一隻產卵的蜂后、大量的雌性工蜂，

及少數的雄蜂。  

虎頭蜂性情兇猛，喜好甜食，蜂巢 (圖 3)均築成甕形且大多位在樹

上，僅少數種類的蜂巢築在地表下；其體型較一般蜂類為大，是具高

度危險性的昆蟲。  

虎頭蜂體色鮮明，呈黃黑相間，大顎發達，腹部末端的螫針和毒

腺相連。其蜂毒是多種胺基酸組成之毒蛋白，螫叮後使人出現如紅腫、

奇癢、刺痛等過敏反應，嚴重時會造成患者休克，甚至死亡。  

另一常與人接觸的蜂類是「長腳蜂」，係『胡蜂科』中的長腳蜂屬

(Polisties  spp.)，亦稱為馬蜂，因長腳蜂築巢 (圖 2)時之材料有類似紙

的成分，因而有 Paper Wasp 之稱。  

長腳蜂之成蜂飛行時，後腳垂下，黑黃相間且修長的雙腳十分明

顯。屬原始社會性的胡蜂，蜂巢通常只有單個，形狀近似蓮蓬頭，外

表無巢殼保護，蜂群個體通常少於 50 隻，築巢地點大多在建築物上或

矮灌木叢中，具攻擊性且與人類活動範圍幾乎重疊，不過，其傷害程

度不若虎頭蜂猛烈。  

 

 

 

 

 

圖 2 位於屋簷下的長腳蜂   圖 3 分離式冷氣之室外機下的黃腰

虎頭蜂蜂巢  



 

 

 

二、  虎頭蜂與人類生活 

虎頭蜂在人類社會及自然環境中，扮演特殊的角色。虎頭蜂會捕

食小型昆蟲，控制自然環境中的害蟲族群，維持森林的生態平衡。虎

頭蜂訪花並吸食花蜜，為野生植物授粉；但虎頭蜂也會捕食蜜蜂，是

養蜂場的重要敵害。另虎頭蜂會攻擊對其蜂巢具挑釁的戶外作業或從

事戶外活動之人員，可說是危害人類生命安全的危險生物。  

在臺灣，嚴重威脅人的虎頭蜂主要有 4 種：分布在人口聚集區域

的黃腰虎頭蜂、分布山區的黃腳虎頭蜂、黑腹虎頭蜂及蜂巢在山區地

下的台灣大虎頭蜂。  

虎頭蜂對人類的危害，以 8 月至 11 月份的蜂螫病例最多。蜂螫的

數目超過 10 隻以上，通常必須住院觀察後續可能發生的併發症，包括

休克、橫紋肌溶血症、腎衰竭，及全身性過敏反應等。少數人對於虎

頭蜂毒會有嚴重過敏之情形，被螫叮一次就產生過敏性休克，如未施

以適當之緊急救護，致死機率極高。  

曾經遭虎頭蜂螫叮之案例，摘錄部分如下：  

1.宜蘭縣南澳鄉 1970 年 8 月，勞工在測量路基剷除野草時，被草叢中的

虎頭蜂圍攻，當場未能急救並未即時送醫，不及 7 小時送命。  

2.南投縣埔里鎮 1985 年 9 月，作業人員於捕捉野生動物時不慎踩到土蜂

巢，土蜂受驚嚇群起攻擊，人員不幸被螫死。  

3.台東縣知本消防分隊員李○○，2011 年 10 月 29 日於知本風景區摘除

蜂巢任務時，遭虎頭蜂群螫咬，因先天性過敏體質而當場休克，送醫

救治，不幸在 11 月 17 日死亡，享年 50 歲，這是消防署成立以來，第

一起消防員因摘除蜂巢殉職案例。  

4.2011 年 10 月，南投林區管理處 7 名巡山員，在信義鄉進行森林資源

調查，遭虎頭蜂襲擊，當下立即施打隨身攜帶的抗組織胺解毒針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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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花蓮荖濃溪 2013 年 7 月台大地質系師生 29 人遭蜂螫送醫。  

6.淡江大學宜蘭校區 2013 年 8 月除草工人遭虎頭蜂攻擊，當場併發過敏

性休克，口吐白沬倒地，送醫後仍不治。  

7.2013 年 9 月劉○○到宜蘭大同鄉抓蜂，全副武裝仍被黑尾虎頭蜂螫死。  

(一 ) 人們捕殺虎頭蜂  

虎頭蜂危害人類，而人類亦不斷捕殺虎頭蜂：  

1.安全受到威脅：林業從業人員、登山活動者、蜂巢附近的住戶、被蜂

螫叮的受害者。  

2.施用農藥：為了防治農業、林業及園藝作物病蟲害，施用農藥減少蟲

害，也一併毒殺虎頭蜂，因此農區範圍內的虎頭蜂群分布

較少。  

3.捕蜂人捕殺：捕蜂者「為民除害」，協助一般居民摘除住宅附近虎頭蜂

蜂巢。民間在供奉神像之前，使用虎頭蜂置入神像內「入

神」者，每年至少有 600 萬元的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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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虎頭蜂在自然環境中扮演的角色  

虎頭蜂通常捕食小型昆蟲，控制自然環境中的害蟲族群。小

型的虎頭蜂主要捕食鱗翅目幼蟲，如夜蛾、尺護蛾、捲葉蛾等體

表無毒毛的種類；其次捕食膜翅目的小型蜂類，雙翅目蠅類的成

蟲及幼蟲。虎頭蜂不取食刺蛾、蚜蟲、三齡以上的毒蛾、枯葉蛾

幼蟲及體型太大的幼蟲。大型的虎頭蜂類會捕食蝗蟲、蟋蟀等較

大的昆蟲及蜘珠等。養蜂場、垃圾場、畜牧場常有其蹤跡，不但

取食牛肉、雞肉、豬肉、魚肉等肉類，也會圍繞在肉品的攤販徘

徊。  

虎頭蜂在森林中究竟能夠捕食多少有害昆蟲？對於維持森林生態

的平衡有多少實質貢獻，實難以正確估算。虎頭蜂每年捕食大量

的蜜蜂，以捕捉的蜜蜂佔捕捉農林害蟲的總數 6%來估算，各種虎

頭蜂一年捕捉蜜蜂的總數 937,919 隻，以每群蜜蜂的外勤蜂 10,000

隻計算，約 94 箱蜜，對養蜂工作者來說是不小的損失 (圖 4)。  

 

 

 

 

 

 

圖 4 黃腳虎頭蜂捕捉西洋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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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常見胡蜂種類 

根據 Lu et al .(1992)[1]所整理之資料，全世界胡蜂屬共有 23 種，

台灣紀錄有 7 種，台灣虎頭蜂種類之特徵、分布及生態分述如下：  

(一 ) 威氏虎頭蜂 Vespa wilemaniMeade-Waldo  

1.特徵：雄蜂 2.1〜 2.2 公分，工蜂 2.0 公分。頭、胸部呈暗紅褐色，

腹部以黑色為主；腹部第 4 節背板蟲呈金黃色帶是重要特

徵，腹部腹面第 2、 3、 4 節有黃色斑。  

2.分布：威氏虎頭蜂主要分布於臺灣的中高海拔 1,500〜 2,500 公尺地

區 [2]-[5]。  

3.習性：每年 4〜 5 月間開始築蜂巢，蜂巢大多築於 3〜 4 公尺高接近

溪谷的樹枝上，相關資料較少。蜂巢的形狀及顏色類似黃腰

虎頭蜂 [3][4],[6][7]。  

(二 ) 姬虎頭蜂 Vespa ducalisF. Smith  

姬虎頭蜂與另一熱帶虎頭蜂（ Vespa tropica）相似，可能是同種。別

名：雙金環虎頭蜂；黑尾胡蜂。  

1.特徵：雌蜂 3.6〜 3.8 公分，雄蜂 3.0〜 3.2 公分，工蜂 3.6〜 3.8 公

分，體表絨毛少，胸部背板赤褐色。腹部第 1、 2 腹節為暗黃

色、並有一黑色環帶，第 2 腹節環帶分成三段，第 3 腹節以

後為黑色，因此也稱黑尾虎頭。腳跗節帶褐色蜂。是體型第

二大的虎頭蜂，僅次於中華大虎頭蜂。  

2.分布：中國中部及東南部、日本、韓國、西伯利亞。熱帶虎頭蜂

（Vespa tropica）分布於錫蘭、印度、喜馬拉雅山東部到中國

南部、印尼、大小蘇丹島、菲律賓東部到新幾內亞，分布較

廣。姬虎頭蜂在臺灣分布很廣，主要分布於低中海拔 500〜

1,500 公尺地區，高海拔地區也有零星分佈 [2]-[5]。  

3.習性： 4〜 5 月間開始築蜂巢，蜂巢大多築於現成的土穴、石穴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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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中，蜂巢有外殼呈淺灰色，較難尋獲。巢脾數目 2〜 3 個，

巢房數目 300〜 600 個，蜂之數量約在 100〜 200 隻間，蜂群

在 11 -12 月間解體多 [2],[3],[6],[8],[9]。  

 

圖 5 姬虎頭蜂成蜂個體  

 

(三 ) 擬大虎頭蜂 Vespa analisFabricius  

別名：正虎頭蜂  (台語 )、小型虎頭蜂。  

1.特徵：雌蜂 2.6〜 3.2 公分，雄蜂 2.3〜 2.6 公分，工蜂 2.2〜 2.7

公分。外形酷似中國大虎頭蜂，但體型較小。頭部呈淺

黃褐色，胸部背板呈暗褐色，腹部暗黑褐色，末端節呈

金黃色與中華大虎頭蜂相似，是重要特徵。  

2.分布：於印度北方，喜馬拉雅山到中國大陸的東部，北到日

本、韓國、西伯利亞，南到蘇門達臘及爪哇。擬大虎頭

蜂在臺灣主要分布於中海拔 1,000〜 2,000 公尺地區，

高、低海拔亦有分布 [2]-[5]。  

3.習性：築巢於樹枝上、草叢中或屋簷下，築巢的位置、過程、

形狀與黃腰虎頭蜂相似。但有兩點差異可資區別，一是

擬大虎頭蜂蜂巢外殼，虎般的斑紋特別明顯。二是擬大

虎頭蜂築造在草叢中的蜂巢，顏色常呈黑褐色。巢脾數

目 4〜 6 個，巢房數目 700〜 1,500 個 [2] ,[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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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擬大虎頭蜂成蜂個體 

(四 ) 黃腰虎頭蜂 Vespa affinis（Linnaeus）  

別名：黑尾虎頭蜂、黃腰仔、三節仔 (台語 )、臺灣虎頭蜂、黃尾虎

頭蜂。  

1.特徵：雌蜂 2.8 公分，雄蜂 2.2 公分，工蜂 2.2 公分。前胸黃褐

色，腹部第 1、2 節呈金黃色，後半部各節呈黑色，極易辨

認。  

2.分布：於印度到中國的東南部、琉球、印尼到蘇門達臘，婆羅洲

到巴拉望及新幾內亞。臺灣主要分布於平地、丘陵地、到

海拔 1,000 公尺以下地區，是都市或市郊最常見的種類，

蘭嶼也有發現，也是養蜂場最常見的一種虎頭蜂 [2]-[5]。  

3.習性： 3-4 月間開始築巢，築造的蜂巢多半在較低矮的樹枝上、

地表的草叢上、屋簷下、窗臺外，少數蜂巢在較高的樹上

或低矮的樹叢中，蜂巢略成圓球形。巢脾數目 5〜 10 個，

巢房數目 4,000 〜 10,000 個。九月份蜂的數目多在 600〜

1,000 隻之間，蜂群解體較早，多在 11 月下旬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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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黃腰虎頭蜂成蜂個體 

 

 

 

 

 

 

 

 

 

 

 

 

 

 

 

 

圖 8 黃腰虎頭蜂的蜂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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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黃腳虎頭蜂 Vespa velutinaLepeletier  

別名：黃跗虎頭蜂、赤尾虎頭蜂、黃腳仔、花腳仔（台語）、凹紋

胡蜂。  

1.特徵：雌蜂 2.9〜3.1 公分，雄蜂 2.1〜2.3 公分，工蜂 2.0〜2.2 公分。體表密

生絨毛，胸部背板呈紅褐色，腹部每一腹節基部呈黑褐色、後部呈棕

紅色、腹部末端呈棕紅色。腳的跗節呈明顯淺黃色，因此有黃腳虎頭

蜂及赤尾虎頭蜂等別名。 

2.分布：巴基斯坦東北部到中國的中部及南部，南抵大、小蘇丹島、

印 尼 的 西 里 伯 島 。 臺 灣 山 區 的 優 勢 種 ， 多 分 布 於 中 海 拔

1,000〜 2,000 公尺的山區，高低海拔均普遍分布，最高可

達 2,500 公尺 [2]-[5]。  

 

圖 9 黃腳虎頭蜂成蜂個體 

3.習性：築巢與黑絨虎頭蜂的方式相近似，3〜 4 月間開始築巢，築

造於土穴中， 5〜 6 月間，蜂巢遷移至離地面至少 10 公尺

以上的高大樹枝上。巢外部呈灰色或暗紅灰色，出入口先

呈圓形，隨蜂巢增大周圍逐漸突出並隆起，當蜂群再增大，

巢的出入口會向外突出，形成像豬嘴巴的形狀。巢脾數目

8〜 12 個，巢房數目 10,000〜 20,000 個 [2],[3],[6][8]-[11]。

黃腳虎頭蜂為耐寒的物種，蜂巢可維持到隔年的 1-2 月才

會崩解，目前已入侵溫帶的法國與韓國。



 

 

 

 

圖 11 冬季 1 月黃腳虎頭蜂群仍未崩解  

圖 10 發展中的黃腳虎頭蜂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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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中華大虎頭蜂 Vespa mandariniaF. Smith  

別名：中國大虎頭蜂、大虎頭蜂、臺灣大虎頭蜂、土蜂仔、大土蜂

(台語 )、金環胡蜂。  

1.特徵：雌蜂 5.0 公分，雄蜂 3.9公分，工蜂 4.0公分。體表絨毛較少。頭部

淺黃褐色。胸部黑色。腹部暗黑褐色，每一腹節後緣都有黃色環紋，

末端數節呈黃色。是世界上體型最大的虎頭蜂。 

2.分布：印度北部，尼泊爾、中南半島及中國大陸的東南部，北到

日本、韓國、西伯利亞。中華大虎頭蜂在臺灣主要分布於

中海拔 1,000〜 2,000 公尺山區，高低海拔則零星分布 [2]-

[5]。  

 

圖 12 中華大虎頭蜂成蜂個體 

3.習性： 3-4 月間開始築巢，築造於土穴、樹洞或石穴中，蜂巢有

外殼，洞口太大時，會將蜂巢的出入口縮小。擴大築巢時，

會將穴中的土搬出洞口堆積在洞口旁邊及四周。洞口外堆

積的新土，是尋找中華大虎頭蜂的重要指標，有時可見到

有外巢露出地表面。蜂巢的出入口通常是一個，也有二、

三個出入口的情形。築巢時如遇石塊或樹根阻擋，則會往

橫向發展，使巢脾的排列及形狀不定。巢脾數目 9 個，巢

房數目 6,000 個 [2],[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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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黑絨虎頭蜂 Vespa basalis F. Smith  

別名：黑腹虎頭蜂、黑尾仔、雞籠蜂 (台語 )、黑腹天鵝絨虎頭蜂、

基胡蜂、絨毛胡蜂、黑虎頭蜂等。  

1.特徵：雌蜂 3.0-3.2 公分，雄蜂 2.1-2.3 公分，工蜂 2.0-2.2 公分。

體表密生絨毛。胸部背板呈紅黑色。腹部全部呈深黑色，

第一腹節端部有一不明顥的縱色環帶。  

2.分布：巴基斯坦、中國的南部及印尼。黑絨虎頭蜂在臺灣主要分

布於中海拔 1,000〜 2,000 公尺山區，少數分布於高低海拔

地區 [2]-[5]。  

 

圖 13 黑腹虎頭蜂成蜂個體 

2.習性：3〜4月間開始築巢，初期蜂巢築造於土穴中，以 20〜40度的坡地

較多，築巢土穴深度只及於土表，撥開土表即可見蜂巢，巢內約有

30〜50隻蜂。有少數初期蜂巢，築造在灌木、雜草或屋簷下。初期

的蜂巢呈卵圓形，褐色，長度 2〜3公分。5〜6月間，蜂巢遷移到

高大的樹枝上，築巢對樹種不太選擇，但對於巢的位置會有選擇性，

通常是選擇離地面至少 10公尺以上的位置，且蜂巢出入口前方要

有很開闊的空間。 

黑腹虎頭蜂會將蜂巢建造在較粗的樹幹上，剝下樹皮當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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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材料，並將蜂巢上方的樹葉剪除露出樹枝，使樹幹在蜂

巢以上的部分樹枝枯萎變黃，這是黑絨虎頭蜂巢的一項

特徵。  

蜂巢先呈 12〜 14 公分圓球形，增大後呈長卵形，底部略

平，因蜂巢形狀像早期養雞的籠子，故又稱為雞籠蜂。蜂

巢的出入口，先呈圓形，到了 7 月上旬，出入口增大並逐

漸變成長形，且裂口周邊會逐漸加厚；當蜂群再增大時，

長度會加長到 20 公分以上，寬約有 3 公分。  

1973 年 10 月曾在南投縣埔里發現一個可能是世界紀錄史

上最大的蜂巢，直徑 65 公分，高 95 公分，有 3 個出入口，

有蜂巢結構的詳細描述 [12]。12 月份（ 1984 年 12 月採集）

蜂的數目 17,764 隻，會在次年 1〜 2 月間蜂群解體。巢脾

數 目 10 〜 30 個 ， 巢 房 數 目 40,000 個 或 更 多

[2],[3],[6],[8],[9]。  

 

 

 

 

 

 

 

 

 

圖 14 黑腹虎頭蜂巨大的蜂巢。請注意其出入口為長條溝

狀，通常會有 3〜 4 處溝狀出入口，俾便其可瞬間

發動大量攻擊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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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虎頭蜂出沒的季節與地點 

(一 ) 食物需求  

虎頭蜂屬雜食性，除吸食植物甜液，也會吃動物，甚至捕捉蜜

蜂（比牠弱小的昆蟲或蜜蜂）為食。虎頭蜂造訪植物，以取食花蜜為

主，但也取食蚜蟲的蜜露。  

對水黃皮、大王椰子、山葡萄、山鹽青、山毛櫸、楠木等植物特

別喜好，當此等植株花開時，會有很多虎頭蜂聚集。亦會造訪水果

類，喜好植物汁液，咬破樹皮取食鳳凰木汁液。另也會取食過熟或有

外傷的水果，如蘋果、香蕉、龍眼、梨子等。  

虎頭蜂常因覓食的需求而進入人類日常生活的活動範圍，縱使

未發生蜂螫事件，但亦造成戶外從業人員的恐慌，影響戶外作業之

進行。  

(二) 築巢  

虎頭蜂築巢地點會因生物特性差異及環境條件等因素而有所不

同，一般都會區以公寓大樓頂樓、鐵皮屋加遮雨棚的鋼樑結構、不

開啟的窗戶外側、冷氣空調機的室外機下方、屋簷等，但不會任意

進入室內環境築巢。  

另外，各級學校校園內的低矮灌木叢也常發現虎頭蜂與長腳蜂

蜂窩，學校建築物少開或從不開啟的窗戶外側，亦常見虎頭蜂築

巢。  

虎頭蜂蜂后一般會在 4 月份左右開始尋覓不受人為干擾的環境

作為築巢地點，以培育下一世代；因此，當發現虎頭蜂巢存在時，

其外型與數量均已具規模，小如約籃球大小，大者甚至可達 90 公

分高 (如圖 14、圖 15)。  



 

16 

 

 

 

 

 

 

 

 

 

 

 

 

 

 

 

 

圖 15 虎頭蜂容易築巢之地點，左上：新店森林步道山壁上，左中：

北市大安區公寓頂樓屋簷下，左下：北市中山區公寓四樓窗外，

右上：台大校園儲水塔鋼架，右中：台大校園建築物窗型冷氣

機旁，右下：台北市羅斯福路政府單位分離式冷氣室外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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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生命週期 (life cycle)  

虎頭蜂的生活週期，大多數是周年性的。  

以分布在都市及市郊的黃腰虎頭蜂為例，牠們通常棲息在房屋屋簷

下和樹枝上，每年 3、4 月開始築巢；蜂后首先生育一、二十隻工蜂以協

助築巢、採集和育幼的工作。蜂巢由棒球大小逐漸增大，蜂后持續產出

更多的卵，卵經過幼蟲、蛹，再羽化為工蜂；老工蜂逐漸衰老，新工蜂

數持續增加，蜂群遂漸擴大，蜂巢亦隨之加大，形成三、四、五層，如

圖 16 所示。  

當時序進入 5、6 月份，蜂數增加到千餘隻；工蜂飛往養蜂場獵食蜜

蜂，或飛到水果攤、糖果廠、垃圾場及果園中覓食。 7、8 月間，蜂群已

發展到 5,000〜 6,000 隻，蜂巢約籃球般大小，成為養蜂場的大患。  

時間進到 10、 11 月份，蜂數持續擴充近萬隻。由於幼蟲生產過多，

食物需求量大增，但野

外食物來源卻漸少，幼

蟲因發育不良而逐漸凋

亡，此時期最容易發生

螫人事件。  

俟近 11 月下旬，天

氣逐漸轉冷，幼蟲減少，

巢 內 的 老 工 蜂 壽 命 燃

盡，此時如採摘到蜂巢，

巢中可能只有少數成蜂

個體，多半是雌蜂和雄蜂，雌雄交尾後，雄蜂死亡，蜂群數量常只剩原

來的百分之十左右，此時，牠們會躲藏在蜂巢中或附近樹皮下、石縫中

或屋簷縫隙內度過冬天，待次年 3、4 月天氣轉暖，新一代蜂后復甦，找

尋新地點構築新巢，新的生活週期開始。  

圖 16 虎頭蜂生命週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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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虎頭蜂的行為與習性 

虎頭蜂是飛行迅速，防禦能力極強的社會性昆蟲，每一蜂群成員可

達數千隻以上，夏末至秋末為虎頭蜂幼蜂成蛹期，故成蜂之警戒性及攻

擊性最強，如太接近蜂巢或驚動蜂群，就會遭其猛烈攻擊。  

蜂群的社會組織，蜂后 (queen)與工蜂 (worker)為雌性，蜂后具生殖能

力，而雄蜂在繁殖季節始孕育出，卵室約有 4,000〜 10,000 個。雌蜂之產

卵管會特化為螫人的螫針。一般蜜蜂螫針末端具有倒勾，當其進行螫叮

動作時，即會因此造成腹部組織拉扯破裂死亡；然虎頭蜂無此顧慮，其

可反覆多次螫扎。工蜂築巢，其會以其強韌大顎刮取樹皮木質纖維，咀

嚼成團建造蜂巢。蜂巢大多築在較低的樹枝上或屋簷下，外表看來似大

包心菜，通常只一個出口且有虎頭蜂負責守衛。  

秋季，虎頭蜂的攻擊性特別強！因為秋季時節蜂巢內個體急速增加，

對食物量需求量遽增，加上外界食物來源有限，蜂窩內的蛹，是未來新

蜂后與雄蜂之繁殖個體，新蜂后關係著虎頭蜂族群的繁衍與擴張，蜂群

們為了下一代的存亡，此時期，對於蜂巢周遭的風吹草動及任何動物的

活動皆提高警戒敏感度，故其攻擊性特別強烈。  

(一 ) 採集蜂與巡邏蜂  

虎頭蜂蜂群中，工蜂個體之工作性質可以區分為外出採集食物

的『採集蜂』和維護安全的『巡邏蜂』，行為上很容易區別，採集蜂

和巡邏蜂的辨認，在預防蜂螫上有極重要的意義。  

在山野間見到蜂類，如果在身邊繞了一兩圈很快就飛離，可能

是被你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氣味 (例如洗髮精、髮蠟或香水所引誘而

來 )引來，飛行悠閒自在，這是典型採集蜂之行為。如果蜂類在身邊

迅速繞圈飛行，且在頭部或近身飛行打轉，很明顯的，牠是一隻巡

邏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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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攻擊行為及防禦空間  

蜂類的防禦空間可稱為牠們的「勢力範圍」，是以蜂巢為起點

的周圍空間。  

蜂類的勢力範圍因種類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例如黑腹虎頭蜂

的勢力範圍約在 100 公尺左右，而黃腳虎頭蜂約有 50 公尺左右。

一般西洋蜂僅在蜂場內巡邏，疏於管理的同種蜜蜂或野生蜜蜂，其

勢力範圍就較養殖蜜蜂遠。  

蜂類的勢力範圍會隨環境情況略有改變；了解這點，即可藉以

利用來判斷蜂巢的遠近，是維護生命安全的重要關鍵。  

(三 ) 環境氣候條件之影響  

在氣壓較低的陰雨天裡，蜂類多半回到巢內，不進行田野活動。

此時由於蜂巢內擁擠，極易被激怒而螫人。雨過天晴，蜂類即飛出

巢外活動；經常可看到蜂巢門口有群蜂飛舞，這時牠們並不螫人，

只是出巢散發身體表面的溼氣，爽爽身子；年輕的蜂則藉機練習飛

行，試試身手。  

(四 ) 訊息素（費洛蒙）  

動物通常會分泌某些特殊化學物質，釋出體外，散布於空氣中

或水中藉以傳遞特定訊息，這種化學物質稱為「費洛蒙」；而應用於

警戒作用的稱為「警報費洛蒙」。  

社會性蜂類能分泌警報費洛蒙。「警報費洛蒙」是蜂巢受到攻

擊時的警報器，也是標示敵害的標示物。  

蜂類於螫叮後釋放出「警報費洛蒙」，後援部隊即循「警報費洛

蒙」進行支援行動。當巡邏蜂受到騷擾或攻擊、蜂巢受到震動時，

蜂群即分泌警戒費洛蒙，使其在空氣中迅速傳遞給其他同伴，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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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蜂收到訊息後隨即展開群蜂攻擊；最可怕的是，一旦目標物被叮

螫後，其他個體蜂會循著費洛蒙氣味持續攻擊同一目標。  

(五 ) 毒性  

羅東博愛醫院急診科尤俊文醫師自 1985 年至 1997 年收集 22 份

因為遭蜂螫住院的病人資料分析報告，是項資料顯示：  

1.8〜 11 月遭蜂螫的病例最多，蜂螫的數目超過 10 隻以上。  

2.遭蜂螫後 10〜 30 分鐘會發生過敏性休克。  

3.被 30〜 50 隻蜂螫後，累積足夠的毒素才會造成全身的嚴重症狀。  

4.過敏反應與毒素的劑量無關，過敏體質的人受到 1〜 2 隻蜂螫，就

會引發嚴重症狀，局部腫脹超過 10 公分，且持續數天。  

5.造成過敏性休克的機會有 5-10﹪。在 30 分鐘內會發生全身蕁麻疹、

舌咽腫脹、呼吸困難、哮喘、血壓降低、意識喪失等症狀。  

6.被蜂螫刺的數目超過 10 隻以上，必須住院觀察後續的併發症，包

括休克、橫紋肌溶解症、溶血、腎衰竭，或產生延遲性全身反應，

如全身性過敏反應或類似血清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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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容易接觸虎頭蜂之戶外作業 

(一)景觀維護業：有可能需在虎頭蜂易築巢處(如:修剪樹木、灌木叢、除草等…)，

進行景觀維護工作。 

(二 )農業：實施休耕的農地，農地如未善加管理，導致農地長滿雜草或

灌木叢，短期內成為虎頭蜂築巢的地點，當人員進入除草，即可能

遭虎頭蜂攻擊。另外，花蜜、農業害蟲亦都是虎頭蜂的食物來源，

易吸引虎頭蜂至附近活動並尋覓適當築巢地點。  

(三 )土木建築與修繕業：通風良好的屋簷、不開啟窗戶外側、鐵皮屋外

側，頂樓加蓋鋼架結構等，均是虎頭蜂選擇築巢的地點。  

(四 )空調業：冷氣室外機的側邊空隙及下方等都是虎頭蜂築巢的地點。 

(五 )消防人員：協助清除蜂巢。  

(六 )森林遊樂／國家公園之環境維護人員：森林與國家公園登山步道系

統維護人員，森林遊樂區及國家公園各項硬體服務設施修繕與維護

人員，巡山人員。  

(七 )林地整地除草相關作業人員：樹上、樹洞或是樹根下方常為虎頭蜂

喜好築巢的地點，而雜草堆也是虎頭蜂築巢之選項。  

(八 )森林遊樂區 /國家公園之稽查巡邏執法人員：巡山員、保育警察、國

家公園警察隊。  

(九 )觀光旅遊導遊領隊人 /登山嚮導：需帶領遊客、登山客等在戶外進行

解說或活動。  

(十 )其他：遊客、各級學校學生：各地區近低海拔丘陵地區之各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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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戶外作業人員如何預防蜂螫 

(一 )作業開始前，務必先行觀察作業場所周遭環境是否有虎頭蜂個體活

動，或是類似蜂巢結構的物體。  

(二 )無法確認蜂種個體或蜂巢結構時，先請學者專家進行採樣探視，俟

確認無慮後再行作業。  

 (三 )戶外作業人員可攜帶含有 DEET (敵避、待乙妥、敵避胺、避蚊胺)成分之市售

防蚊產品，DEET 具有驅離昆蟲的效果，可於作業前噴灑在衣服或身體表面上，

如長時間在戶外工作，作業中可再加以補噴，延長防護驅離虎頭蜂及蚊蟲的效

果。 

 

圖 17 左圖：市售防蚊液，成分為含有敵避 (DEET)及不含兩類； 

右圖：含敵避(DEET)防蚊液之成分標示 

 

圖 18 左圖：噴灑含 DEET 成分的防蚊液的黑布，可防止蜜蜂靠近螫叮， 

右圖：未噴灑 DEET 的黑布則吸引蜜蜂螫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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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避免進入沒人走的草徑、草叢，這些區域可能是蜂類選擇築巢之所

在。山岩及樹枝上亦應隨時留心觀察，仔細查看是無否有擔任警戒、

巡邏任務的虎頭蜂，不要強行通過。此外垃圾堆、花圃區也是蜂類

經常出沒的地方，應特別小心。吃剩的果皮、食物及袋子均應包好

放入垃圾箱內，以免引來蜂類。  

(五 )陰雨的天候，蜂類大多留在巢內不外出，造成巢內擁擠易被激怒而

螫人，所以在山區步道工作時要特別小心。  

(六 )登山響導人員最好穿戴表面光滑及淺色衣帽，避免深色、毛織品或

表面粗糙的衣帽。褲子能夠紮到靴子裡最好。香水、化妝品或特殊

氣味亦是招蜂類靠近的原因之一。  

(七 )發現有任一蜂類從身邊飛過時，最好方式是站立不動，冷靜觀察辨

別確定牠是採集蜂或是巡邏蜂。千萬不可以手拍打或揮動衣物驅趕，

最好方式即是讓牠自行飛離。以手拍打，雖然蜂類可能被趕走，但

卻可能引來蜂群，使後來的人成為可憐的犧牲者。  

(八 )如果發現二、三隻巡邏蜂在你身旁打轉並盤旋不去，表示蜂類已懷

疑你是敵害，此時首要工作是保持鎮靜，緩慢安靜的離開現場，稍

後蜂類即可能自然離開。人的肢體大動作及因緊張吼叫是非常具危

險性的，因只要猛力揮趕閃避，或動手驅蜂、拍蜂，必遭蜂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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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面對虎頭蜂的應變措施 

當於工作場所不幸遭遇虎頭蜂等蜂類時，首應先冷靜面對，緩緩

低下身軀（減低蜂類之敵意），繼而轉身安靜地離開才是上策；用力揮

打、驅趕的行為，巡邏蜂會視為敵意、威脅，釋出警戒費洛蒙引發更

大蜂群攻擊，造成嚴重的傷亡。  

遇到虎頭蜂攻擊，建議可利用現場既有物件作最好的掩護，如利

用衣物或帽子保護頭部，盡可能壓低身體、儘量快速向下風處（即順

風向）離開現場，同時應減低可能引發之氣流、身上異味或可能引蜂

之任何訊息。若防護不及，應在無安全顧慮下，迅速鑽入濃密茅草叢

或密箭竹叢中躲避，俟蜂群離開。  

由於巡邏蜂引來之攻擊蜂數量眾多，工作場所附近人員如數量亦

多，所有人員應分散開，主要被攻擊的人快跑，未遭攻擊的人亦應快

速離開，盡可能減少蜂類的注意力。速離現場是唯一避免攻擊蜂的方

法。  

離蜂巢近的範圍內，一面跑一面揮動衣物是非常危險的動作。揮

動衣物會造成大片陰影和引發強大氣流，讓追擊的蜂類更能認清目

標，招引更多蜂類追擊，反而得不償失。  

遭蜂攻擊時之現場處置方法： 

(一 )  提醒隊友，立即朝反方向 (即來時路 )逃離，注意勿跌倒墜落。  

(二 )  身上的背包，衣物等都有保護作用，除非嚴重影響行動，否則不

要脫掉。  

如有隨手可得的多餘衣物、雨衣或其他遮蔽物 (如塑膠袋或大型葉

片 )，即可利用包住頭頸等裸露部位，避免被直接螫叮。請務必牢

記，『少螫一針，就少一點致死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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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螫後的現場緊急處置 

就物種演化角度而言，蜂類螫針原本就是用來保護蜂巢、驅退敵手

的武器。當被蜂螫的瞬間，隨即會感受巨大的疼痛感，接著患部出現抽

痛與腫脹，腫脹的程度及持續時間會因個人體質、蜂毒種類及毒液量有

關，一般需 3〜 5 日始會逐漸消腫，消腫過程患部會呈現搔癢症狀。一般

言之，從遭蜂螫到症狀消除，約需 7 日 (一星期 )左右。  

蜂類螫傷類別可區分為蜜蜂類、長腳蜂類、虎頭蜂類及其他蜂類等，

基本上病程相類似：  

圖 19 蜂類螫傷病程  

當遭蜂類螫傷時，勿用手擠壓傷口，可以稍加消毒尖頭鑷子或利用

刀片或信用卡輕輕將螫針挑出，然後清潔傷口、冰敷，減輕疼痛與腫脹

症狀。有些人被蜂螫傷後 10〜 30 分鐘會出現蕁麻疹，可考慮送醫施打抗

組織胺，並讓患者處於通風涼爽之環境。但如出現暈眩、心悸、呼吸困

難、意識不清等症狀，務必立即送醫急救。  

蜂螫後特別要注意是否出現過敏性休克症狀，少數對蜂毒過敏的人

極可能會在短時間就出現休克反應，相當危險，此時現場的急救則極為

重要，可由急救防護員施打腎上腺素，並立即就醫。  

民間流傳的治療方式均未經過科學驗證，且可能因個體體質不同而

有不同的作用結果；惟，如身處野外且缺乏急救資源時，或可嘗試。  

另應注意的是後續的延遲性過敏反應。有些被蜂螫後的傷口會有水

泡、潰爛等，要小心預防感染。  

蜜蜂和胡蜂都會引起嚴重的過敏及中毒反應，其和紅火蟻均屬膜翅

類昆蟲。根據美國的統計資料，昆蟲咬傷中最常引起死亡者即是膜翅類

昆蟲，其他昆蟲少造成死亡。大多數蜂螫致死，大都是因發生嚴重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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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休克而致命。多數蜂螫只產生局部反應，少數始出現嚴重中毒及過敏

反應致死，且大多數發生於前 15 分鐘之內。  

被大蜂、小蜂螫傷，其發生過敏性的機會幾乎沒什麼差別，而養蜂

人亦不因此而免疫，同樣會發生過敏反應，且症狀一次比一次嚴重。  

由於蜂螫致過敏性休克死亡，大多在送抵醫院前即發生，因此，美

國建議一般養蜂及郊遊、登山者，最好隨身攜帶治療過敏性休克的特別

裝備，如 Ana-Kit 或 Epi-Pen (內含治療過敏性休克最重要的藥物 --腎上

腺素，只要用手輕輕一按，藥物很快即可進入體內 )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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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蜂螫之毒性反應與醫療措施 

(一 ) 毒性反應  

虎頭蜂螫叮之毒性反應，可分為下列三種情況：  

1.少量螫刺，局部反應：  

遭蜂螫刺數目少於 20 針次，且無過敏反應者，毒性反應大多只在

螫刺部位引起因毒蛋白造成之局部紅、腫、熱、痛、癢等反應，較

不會有生命危險。  

遭蜂螫之傷患在離開現場後，應檢視被蟞傷的部位，如有螫針殘留

(通常是一般蜜蜂螫刺會殘留螫針 )，可利用指甲、刀片或信用卡輕

輕將螫針挑掉，然後清潔傷口、冰敷、局部塗抹抗生素加類固醇軟

膏，也可加上口服抗組織胺。  

2.少量螫刺，過敏反應：  

如曾被蜂螫過而激敏化對虎頭蜂過敏，下次被同種蜂螫時 (不限螫

刺數，即使只有一針亦有可能 )，便有可能會發生過敏症狀。  

過敏現象之表徵不一定相同，如是造成聲門水腫引發阻塞呼吸道，

或是嚴重的「過敏性休克」，便有可能致命。過敏反應非常快速，

可能在幾分鐘內發生！  

對過敏性休克的野外急救措施，依規定應由急救站之合格急救防

護員或醫師施打腎上腺素注射、或施以 CPR 等，可延緩過敏症狀，

爭取更多時間以及時送醫，存活的機會較高。  

3.大量螫刺，全身性中毒反應：  

當遭蜂螫刺數目多過 20〜 30 針時，有可能引起全身性中毒反應。

蜂螫刺數越多，毒性越強，致死率也越高；此種中毒反應是延遲性

的，常見到傷者被送到醫院時生命跡象尚稱穩定，但後續卻發生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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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障礙 (播散性血管內凝血症  DIC)、代謝性酸中毒、急性腎衰竭等

合併症而致死。  

由於對中毒的機轉不甚清楚，所以醫院僅只能針對併發症使用支

持性療法，能度過危險期才有機會存活，致死率很高，過敏性休克

的治療法效果亦不佳。當然，原已被激敏化的人，螫刺也可能合併

過敏反應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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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診治療原則  

♦此治療原則係以提供急診室作為遭蜂螫送急診之傷患就診治療參考。 

1.穩定生命徵象，注意過敏休克的處置。  

2.可利用指甲、刀片或信用卡輕輕的將蜂刺及毒液囊刮除 (若有螫針

遺留在皮膚上 )。  

3.用肥皂水或消毒水清洗傷口。  

4.抬高患肢，可予以冷敷。  

5.可給予止痛劑、抗組織胺 (如 benadryl 25 -50mg)。  

6.大片的局部反應可能需給予短期的類固醇治療。  

7.如傷患遭多隻蜂螫，建議應觀察 24 小時，注意是否有腎衰竭或凝

血異常的現象。  

8.中 度 以 上 的 過 敏 (如 產 生 血 管 性 水 腫 (angioedema)或 支 氣 管 痙 攣

(bronchospasm))，除給予靜脈注射抗組織胺 (antihistamine)或吸入

氣管擴張劑 (bronchodilator)外，即適合使用腎上腺素 (epinephrine)

的 時 機 ， 其 劑 量 為 肌 肉 注 射 (subcutaneous) 1:1000 之 腎 上 腺 素

(epinephrine) 0.3 -0.5ml，如有必要可每 20-30 分鐘重覆使用。  

9.如休克嚴重， 除 予以補充液體外 ， 可給予 1:10000 之 腎上腺素

(epinephrine) 3 -5ml，如有必要可每 3-5 分鐘重覆使用。  

 



 

30 

十、  台灣各地區虎頭蜂諮詢資料 

表 1 生物學諮詢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蜜蜂與蜂產品研究室 
(03)935-7400 分機： 7713 

國立台灣大學昆蟲學系  (02)3355-5577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04)22840361 分機： 507 

德霖技術學院休閒事業管理系  (02)2273-3567 分機： 142 

明新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03)559-3142 分機： 3856 

行政院農委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蠶蜂課  (037)222-111 分機： 331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  (02) 2303-9978 分機：2501、2502 

 

表 2 急救與救治諮詢  

社團法人中華緊急救護技術員協會 (02)2885-5119 

內政部消防署  (02)8195-9119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急症暨外傷中心毒物科  
(04)2205-2121 

台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  (02)2871-7121 

新光醫院急診外科 (02)2833-221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7)312- 1101 分機 5371 

高雄榮民總醫院毒藥物防治中心  (07)342-2121 

長庚醫院毒物科  (03)328-1200 分機 3333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sQFjAA&url=http%3A%2F%2Fwww.emt.org.tw%2Fnews_in.aspx%3Fsiteid%3D%26ver%3D%26usid%3D%26mnuid%3D1310%26modid%3D6%26mode%3D%26nid%3D34%26noframe%3D&ei=_pfWU_zrPIGD8gX6-oDADw&usg=AFQjCNH7WW4jxWGqLFBfhSE45jF0LzrL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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