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世界華人科學史學術研討會 

民國90.3.24-25；台灣‧淡水‧淡江大學 

 

中國養殖白蠟蟲的歷史 
 

 

龍村倪   
台灣綜合研究院   

                    台灣 淡水 

    

摘 要: 

養蠶、養蜂、與養蠟蟲是中國著名的三大養殖昆蟲。養蠶吐絲、養蜂釀蜜、與養

蠟蟲採蠟，在我國都有長久之歷史，並各有其獨特之養殖方式及目的，在世界昆蟲養殖

史上分享盛譽。 

養蠶，中國人不僅世界最早，而且「絲」一字(Seres)也成為「絲國」或「中國」

的代名詞，與「瓷器」(china)一詞，共揚世名。而養蠟蟲取蠟確較少人知，其實蠟蟲

養殖不僅為中國所特有，而且歷千餘年至今不衰，是一種重要的「資源昆蟲」。白蠟蟲

﹝Ericerus pela(Chavannes)﹞俗稱蠟蟲，白蠟(Cera chinensis)實即白蠟蟲的分泌

物，乃中國古代用蠟的最重要來源之一(另一種亦為昆蟲蠟，即黃臘，也就是蜂蠟)。白

蠟也就是蟲白蠟，為中國特產，放蟲採蠟為中國特有之養殖業，世上有名。中國放養蠟

蟲，始於九世紀前，宋、元間已有正確詳實的文獻記載，至明時大盛，川滇、湖廣、江

浙均有養殖。在近代石油蠟興啟前，中國白蠟(Chinese wax)獨放異彩，新近因昆蟲蠟

性質獨特而優異，又有復興之勢。目前在中國西南有大規模養殖，成為一種生產昆蟲化

工產品的「昆蟲工廠」。 

本文在探討中國養殖蠟蟲的歷史和養殖蠟蟲事業的發展過程，俾能作為進一步研究

中國「經濟昆蟲」養殖史的基礎。 

關鍵詞:中國養殖昆蟲、中國蠟、白蠟、白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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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xes are divided into animal, vegetalbe and mineral types. 

Animal waxes include beeswax, produced by the wax glands of bees 

and other insects. The Chinese wax scale [Ericerus pela (Chavannes)] 

is an  insect which has been breed in China for commercial wax 

production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The males of the Chinese wax 

insect are probably the best known wax producers. They secrete large 

amounts of pure white wax on host trees，such as Ligustrum lucidum 

(Aitton) , Fraxinus chinesis (Roxburgh), etc. The technology used 

cultureing the wax scale was recorded in detail in a book published 

in the 13th century, but the production of insect wax can be dated 

back much further to the 3rd century A.D. Chinese wax scale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Europe in 1615 and got its species name Coccidae 

pela in 1848 ,later modified to the present name.  

Chinese insect wax (Cera chinensis)farming is a lucrative and 

highly important business in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of China, 

especially for the minority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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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屬節肢動物門，不僅是動物界中最大的一類，也是生物界中最大的一類，昆

蟲(Insecta)佔地球上所有動物物種的四分之三以上，估計超過 100萬種。簡要的說，

昆蟲身體由頭、胸、腹三部組成，頭有觸角；胸分三節(前、中、後)，每節各有附肢一

對(共6隻腳)，有翅兩對(有的退化只見一對)，形狀與色彩因種類不同差異極大。昆蟲

是地球上生命演化史中最成功的冷血動物，昆蟲自古生代中葉以來已有3億年以上的生

存歷史，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種之一，而且還在持續繁衍演化中。 

人類馴養動物，從新石器時代起已有五、六千年的歷史，到今日這種馴養的動物

仍為人類提供忠誠的服務或為人類提供肉品的來源，前者如狗和馬，後者如豬、牛和羊。

在家禽的養殖史上，也同樣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例如雞、鴨、鵝的養殖就是代表性的例

子。許多人不僅知道養狗、養馬、養雞、養兔，而且自己也喜歡養，並有養過動物和養

家禽的經驗，這是人類與大自然界其它生物－植物、動物、微生物，相互依賴生存，建

構生命連繫的好例子。人類除了養大、小動物，飛禽走獸、游魚外，也養昆蟲，人類養

殖昆蟲的歷史同樣久遠，像養蜜蜂，採花釀蜜，就是最具特色的代表。中國人在世界昆

蟲養殖史上最大的成就是養蠶，絲綢不僅是中國的特有產品，名揚四海，而且「絲」也

成了中國人的代名詞。中國養蠶，始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歷了 5000年以上的歷史，

到目前為止，仍為最重要的一種經濟養殖昆蟲，不僅是農業-種桑養蠶，同時也是工業-

繅絲、綢紡、服飾，而且還繼續前進，成為時尚服飾工業中首要的一環。中國人除傳統

的養蜂、養蠶外，還養殖幾種非常獨特的「經濟昆蟲」(economic production insects)(亦

稱「資源昆蟲」(resource insects) ，其中最著名的如養白蠟蟲取蠟(昆蟲蠟的重要來

源之一)，養五倍子(蚜蟲的一種)作為藥用和養紫膠蟲取膠等等，這些特有的昆蟲養殖，

不僅在世界昆蟲養殖史上地位不凡，有些還是中國所特有的，別處少見，但因介紹不多，

較少受到國際昆蟲學界重視。昆蟲養殖十分不易，這說明中國在古代已對昆蟲有一定的

認知和了解，對昆蟲的生活史和自然環境的依存關鍵，都能加以適當掌握，這是中國對

人類科技文明發展的另一項貢獻，但少為人知，研究不足。這一領域的研究在未來的生

命科學、自然生態學、遺傳工程學上還有很大潛力，承先啟後，正是研究科學技史的重

要目的之一。我們寄望未來有更多人能投入這個學術領域，開拓昆蟲與人、藥用昆蟲、

生物防治、昆蟲病毒等等更大、更新、更廣的生物科技事業!    

 

壹‧白蠟蟲與蟲白蠟 

白蠟蟲〔Ericerus pela（Chavannes）〕為昆蟲中的一種介殼蟲，雌

雄異形。雌蟲發育成熟後營固定生活；雄蟲有一對翅，但生命短促，在野

外不易發現。分泌蠟主要靠白蠟蟲幼蟲，一齡雌幼蟲全不泌蠟；二齡雌幼

蟲能分泌微量蠟粉。一齡雄幼蟲能分泌微量蠟絲；白蠟蟲產蠟以來自二齡

雄幼蟲為主。白蠟蟲甚小，形似浮塵子，靠口針插入植物葉或枝吸取養分

營生，蠟乃管狀腺泌出之新陳代謝產物。白蠟蟲在我國能大量繁殖，受精

雌蟲在寄主樹枝條上越冬，一年一代，因產蠟量豐，乃成為我國重要資源

昆蟲中之一。雄幼蟲分泌蠟絲，蠟絲不斷增加結成蠟花，後期蟲體完全被

蠟花所包埋，最後雪白蠟花乃將枝條全部或大半部包裹，此時即可進行採

蠟，此即蟲白蠟，習稱白蠟，因為我國特產，西洋人直呼為中國蠟（Cera 

chinensis，Chinese wax）。因為我國利用蟲白蠟最早，知養殖白蠟蟲已

有千多年歷史，所以白蠟蟲學名中之種名「pela」即採湖南方言「白蠟」

之語音而訂定，為拉丁文「白蠟蟲」學名。 

中國用蠟歷史長久，已有三千餘年的歷史，蠟料主要來自兩種昆蟲

蠟，即黃蠟（蜂蠟）和白蠟（蟲白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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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蠟（beeswax）乃工蜂分泌以作蜂窩者。蜂蠟質輕，不溶於水，熔

點低（63℃），故可於「取蜜後煉過，濾入水中，候凝取之」，因色黃，

故我國習稱其為黃蠟（yellow beeswax），古代及中古除供澆燭照明及製

蠟燭外，亦供脫蠟鑄造、蠟染、蠟藝等多種傳統工藝用。白蠟近代雖可由

黃蠟經精煉漂白而得，但傳統所稱白蠟實與黃蠟不同源。白蠟乃白蠟蟲雄

幼蟲所分泌，因白蠟蟲乃中國特有之資源昆蟲，故西洋人特稱此種蟲蜡為

中國蠟（China wax，Chinese white wax）。蟲白蠟質輕，比重 0.97，熔

點（82.9℃）較蜂蠟略高，是動物蠟中熔點最高者，色白或微黃，故稱「白

蠟」，以示有別於黃蠟。所以白蠟乃「小蟲所作」，「黏敷樹枝」，「至

秋刮取，以水煮溶，濾置冷水中」，即可凝塊收取。白蠟用以製蠟燭，因

熔點較高，「不淋」，故尤勝黃蠟，價亦倍之。黃蠟(蜂蠟，yellow wax，
bees wax)主要成份為「蜂蠟素」(軟脂醋蜂酯，myricin，C1 5H3 1COO3 1H6 3)，

融點 62-67℃；「白蠟」(中國蠟，white wax，Chinese wax)主要成份為「蠟
基蠟酸酯」(cerylcerotate，C2 5H5 1COO3 1C2 6H5 3)，融點 82-85℃。明代時用

量大增，已取代蜂蠟而為製蠟燭之主要原料。白蜡潔白如雪，純淨光亮，

有芳香，是產自昆蟲的一種自然珍寶。 

貳‧中國養殖白蠟蟲歷史的回顧 

雖然公元三世紀時“白蠟”一辭已見諸魏晉間人所輯之《名醫別

錄》，但現所知記載白蠟蟲養殖及白蠟生產情形者仍以宋、元間人周密著

《癸辛雜識》（1282∼1296年間成書）為最先。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

“白蠟”（圖一）條云： 

“江浙之地舊無白蠟，十餘年間有道人自淮間帶白蠟蟲子來求售，狀

如小芡實，價以升計」。其法以盆桎樹（桎字未詳），樹葉類茱萸葉，生

水傍，可扦而活，三年成大樹。每以芒種前以黃草布作小囊貯蟲子十餘枚，

遍挂之樹間，至五月則每一子中出蟲數百，細若蟻蠓，遺白糞於枝梗間，

此即白蠟，（蟲）則不復見矣。至八月中始剝而取之，用沸湯煎之即成蠟

矣（其法如煎黃蠟同）。又遺子於樹枝間，初甚細，至來春則漸大，二三

月仍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聞細葉冬青樹亦可用。其利甚博，與育蠶

之利相上下，白蠟之價比黃蠟常高數倍也。” 

此段說明在公元十三世紀末我國白蠟蟲之養殖已自華北淮河一帶擴

大 至 江 南 ， 所 述 之 白 蠟 蟲 寄 主 樹 即 白 蠟 樹 [Fraxinus chinensis 

(Roxburgh)]及女貞[Ligustrum lucidum (Aitton)]等。女貞為常綠灌木，

單葉對生，在我國華東、華南、西南及華中均有分佈，俗稱冬青樹，因最

適於掛蟲，所以簡稱蟲樹或蠟樹。女貞在先秦古籍《山海經》中稱貞木，

“因葉冬不凋，若有節操，故有貞名”。其根、實皆可供藥用。女貞樹之

繁殖以採種育苗為主，但亦可插枝，即“可扦而活”，白蠟因熔點較黃蠟

為高，“以之澆燭不淋”，故較黃蠟為佳，價亦倍之。 

明代諸書記載蟲白蠟者漸多，除汪機《本草彙編》(汪機，明嘉靜

(1522-1566)中人，祁門醫士)外，李時珍《本草綱目》及徐光啟《農政全

書》均有。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十九＜蟲部卵生類＞“蟲白蠟”條云： 

“唐宋以前澆燭入藥，所用白蠟皆蜜蠟也。此蟲白蠟則自元以來人始

知之，今則為日用物矣。四川、湖廣、滇南、閩嶺、吳越、東南諸郡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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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川滇衡永產者為盛。⋯⋯其蟲大如蟣蝨，芒種後則延緣樹枝，食汁

吐涎，黏於嫩莖，化為白脂，乃結成蠟，狀如凝霜。處署後則剝取，謂之

蠟渣。若過白露，即黏住難刮矣。其渣煉化濾淨，或甄中蒸化瀝下器中，

待凝成塊，即為蠟也。其蟲嫩時白色作蠟，及老則赤黑色，乃結苞於樹枝。

初若黍米大，入春漸長大如雞頭，子紫赤色。累累抱枝，宛若樹之結實也。

蓋蟲將遺卵作房，正如雀壅螵蛸之類，爾俗呼為蠟種，亦曰蠟子。子內皆

白卵如細蟣，一包數百。次年立夏日摘下，以荷葉包之，分繫各樹。芒種

後苞拆卵化，蟲乃延出葉底，復上樹作蠟也。樹下要潔淨，防蟻食其蟲。

又有水蠟樹，葉微似榆，亦可放蟲生蠟，甜櫧樹亦可產蠟。” 

此段對蠟蟲生活史及白蠟採製法記載詳實。蟲蠟為我國西南特產，蟲

種以雲南昭通、川康西昌、廣元、大巴山一帶最著名；產蠟則以四川樂山、

峨嵋為中心。四川產者又特稱「川白蠟」，今尚有大量產出，以供工業用

途，(白蠟蟲及其主要寄主樹女貞之宋代繪圖如圖二）。徐光啟（1562∼

1633）字子先，號玄扈，明末時上海人，因親見蠟蟲放養，又關心農政，

故在所著《農政全書》中有極精到之解說。《農政全書》卷三十八＜種植

＞“女貞”條云： 

“女貞收蠟有二種：有自生者，有寄子者。自生者，初時不知蟲何來，

忽遍樹生白花（枝上生脂如霜雪，人謂之花），取用煉蠟。明年復生蟲子，

向後恆自傳生，若不曉寄放，樹枯則已；若解放者，傳寄無窮也。寄子者

取他樹之子，寄此樹之上也。其法：或連年，或停年，或就樹，或伐條。

若樹盛者，連年就樹寄之，俟有衰頓，即斟酌停年，以休其力。培壅滋茂，

仍復寄放，即《宋氏雜部》所謂“養一年，停一年”者也。伐條者，取樹

裁徑寸以上者種之。俟盛長，寄子生蠟，即離根三四尺，截去枝幹，收蠟，

隨手下壅。冬月再壅，明年旁長新枝芽蘗。以後恆擇去繁冗，令直達。又

明年，亦復修理，恆加培壅。第三年，可放蠟子。四年再放，五年復放。

迨收蠟，仍剪去枝。如是更代無窮，此所謂“經三年，停三年”者也。凡

寄子皆於立夏前三日內，從樹上連枝剪下，去餘枝，獨留寸許，令子抱木，

或三四顆，乃至十餘顆，作一簇；或單顆，亦連枝剪之。剪訖，用稻穀浸

水半日許，灑取水。剝下蟲顆，浸水中一刻許，取起用竹箬虛包之。大者

三四顆，小者六七顆，作一苞，韌草束之，置潔淨甕中。若陰雨，頓甕中

可數日。天熱，其子多並出，宜速寄之。寄法：取箬包剪去角，作孔如小

豆大，仍用草係之樹枝間。其子多少，視枝大小斟酌之，枝大如指者可寄；

枝太細，幹太粗者勿寄也。寄後數日間，鳥來啄箬包攫取子，勤驅之。天

漸暖，蟲漸出苞。先緣樹上下行，若樹根有草，則附草不復上矣，故樹下

須芟刈極淨也。次行至葉底棲止。更數日，復下至枝條，嚙皮入咂食其脂

液，因作花。細略蟲出盡，即取下苞；視有餘子，並作苞，別寄他樹。秋

分後檢看花老嫩，若太嫩，不成蠟，太老不成蠟，太老不可剝矣。剝時或

就樹，或剪枝，俱先灑水潤之，則易落。乘雨後，或清晨帶露華採之尤便。

次取蠟花，投沸湯中熔化。候稍冷，取起水面蠟，再煎，再取滓沈鍋底，

勻去之，若蠟未淨，再依前法煎澄之。既淨，乘熱投入繩套子，候冷牽繩

起之，成蠟堵也。" 

此段女貞寄子、剝花煎蠟非僅是四百年前的史料，而且是蠟蟲放養經

驗之實錄，貴過珍寶，故全錄如上。徐光啟對不同地區白蠟蟲作蠟與作子

（蟲種）之相關變化亦有解說，迄今仍有極高的參考價值。清‧吳其濬《植

物名實圖考長編》卷十九《木類》“女貞”條“附放蠟法”則全部引錄《農

政全書》，了無新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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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為白蠟蟲之故鄉，蟲白蠟為我國特產，由於白蠟蟲之養殖在昆蟲

養殖史上有特殊地位，對蠟農而言更有經濟意義，值得珍視。據唐‧李吉

甫《元和郡縣圖志》唐初貢白蠟者有嶺南道郡州及諒州等，郡、諒二州今

屬越南河內地區，不僅昔時此地域內亦產白蠟，今越南仍有產。唐代時蟲

蠟全為自然產，或已有放養，則尚待考證。 

我國早期「本草」書中所載之「白蠟」實指「蟲白蠟」，且南北朝‧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用“取削”，如指由樹上“取削”，則更是蟲白蠟

無疑。因蜂蠟我國傳統用煮熔濾分，無法自蜂巢“取削”。蟲白蠟在“本

草”書中獨立為一條仍以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為最早，該書卷三十九

＜蟲部卵生類＞有“蟲白蠟”一條，並附圖示意蠟蟲於冬青樹上養殖之情

形，此亦為繪圖說明養蠟蟲之較早者。 

公元三世紀前後我國已有自白蠟蟲收蠟之事實，但此白蠟可能尚為天

然產出而非養殖採收者，後來在了解並掌握白蠟蟲的生活史和生態習性

後，始逐步進行養殖，成為一種重要的經濟養殖昆蟲。在中國廣大的西南

地區有專業的「蠟農」，也有以之為副業的生產者，其中少不了西南少數

民族的貢獻，目前仍欠深入研究及發掘，如能明瞭其歷史發展過程，實可

作為未來推展昆蟲產業的借鑑。 

元、明、清各代古籍中對白蠟蟲的寄主植物、產地、蟲的生態和習性、

採蠟和製蠟過程的記載，基本上全都是正確的，不明白的只有兩點：蠟是

一種分泌物；雄蟲作蠟、雌蟲不作蠟，但明‧汪機《本草彙編》中已指明”
其蟲食冬青樹汁，久而化為白脂，黏敷樹枝，人為蟲屎著樹而然，非也!”，
「白脂」(白蠟)是白蠟蟲的分泌物，不是排泄物「白糞」，所以汪機說:”
非也!”，這是完全正確的，在中國昆蟲學史上應該記上一筆。白蠟是白蠟
蟲的外分泌物，不是消化道的排棄物，這一認識不僅有其科學性，而且有

其科學價值。 

 

參、白蠟蟲的西傳 

白蠟蟲繁殖速度極高，草食性、卵多產於植物組織內，因有蠟腺（ wax 

gland），可分泌白色蠟質，是一種在適合的自然環境下可以人工養殖的

經濟昆蟲。白蠟蟲屬節肢動物門、昆蟲綱、有吻類、白蠟蟲科，形似浮塵

子，頭部突出，觸角分三節，前翅有鱗狀生小毛，雄成蟲能分泌蠟質，多

寄生烏臼木，養蟲收蠟則以女貞樹〔Liguatrum lacidium（Aitton）〕和

白蠟樹為主。中國人養殖白蠟蟲已有上千年歷史，世界最早，近年前還大

規模養殖，直到 1980年代，是商業用昆蟲蠟的重要來源。白蠟約於 19世

紀中葉傳入歐洲，西方世界始知有「中國蠟」，隨後「中國蠟」也成為中

歐貿易中的一項中國特產品。現代因石油蠟的興起，白蠟已無市場，掛蟲

收蠟已完全走歷史，不復存在。 

十九世紀是「生物學」大躍進的時代，有關昆蟲的分類學和生態學研

究在歐洲成為－時顯學，而昆蟲學家對昆蟲標本收集的觸角更是遍及全世

界，當然也擴及到中國。據不完全統計，自 1840年至 1910年的 70年間，

外國有組織來華進行生物考察的團體不下數十次，長居中國的基督教和天

主教傳教士也有很多人從事昆蟲的研究，此時中國現代「昆蟲學」尚處於

萌芽階段，其成就自難與西方現代生物學相抗衡。中國現知昆蟲約 25,000

種，其中 95%以上是由外國人命名的，中國人自己命名的尚不足 5%，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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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現象正在逐步改善。現在「白蠟蟲」的學名「Ericerus pela（Chavannes）」

就 是 沿 自 法 國 漢 學 家 「 沙 畹 （ Chavannes） 」 (E’douard Chavannes, 
1855-1918，未到過中國)於 1848年用「白蠟」的湖南音最早命名的。當

時他是以白蠟蟲作為「介殼蟲」的一個新種，訂名為“Coceus pe-la”，

並將這個「學名」發表於當時《法國昆蟲學會會報》上，後來訂正,始用

今名。 

歐洲人最先知道中國有白蠟蟲的是耶穌會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比利時人，在華去世，葬杭州城城郊)，根據《中國

農書》的記載:"他在 1651年述及中國東南各省取「白蠟」的事情，在下

一世紀中關於中國飼養白蠟蟲的簡略的消息，也傳到了歐洲。到 1853年

羅刻哈特(W.Lockhat)從上海將白蠟的樣品連同白蠟蟲送到英國以供研

究。 …利希陀芬(Ferdinand von Richthafen, 1833- 1905，德國地質學家，在
中國從事地質調查，深入各地，繪有中國最早的現代地質圖，首倡「絲路」

(silk route ) 一詞)於 1872年在四川學到取白蠟的方法，載在他的旅行的書
信中。歐洲在 16、17世紀時期製蠟燭也是一種重要手工業，而製燭原料

主要來自蜂蠟(beeswax)，也稱”yellow wax”(黃蠟)同時也使用”white wax” 
(白蠟)一詞，但也認為”白蠟”是由”黃蠟”漂白而成與中國早期對”白蠟”因
瞭解不深而誤解相同，後來才正確認識“白蠟”(蟲白蠟)是不同於 ”黃
蠟”(蜂蠟)的另一種昆蟲蠟。初期東西方的白蠟貿易可能經日本轉口，因
為當時的歐洲人認為日本也是白蠟生產國，而且是由一種樹木所產，是一

種「植物蠟」。後來經過在華耶蘇會士的介紹和歐洲昆蟲學者的研究，始

弄清楚白蠟由昆蟲所產，因來自中國，特稱為「中 國 蠟 」(Chinese 

wax,Chinese insect wax, Chinese white wax)， 拉 丁 文 則 為 「 Cera 

chinensis」,是一個專名。  

法國漢學家「沙畹」1848年為「白蠟蟲」所定的「種」名"Coccus pe-la"

現在已不用，現在所用的正式學名為「Ericerus pela (Chavannes)」，

Chavannes就是沙畹，沙畹當時所用的「白蠟」湖南發音「pe-la」則繼續

沿用至今，並成國際昆蟲專用學名。同時由白蠟蟲所產的蠟也特定名為「中

國蠟」(Cera chinensis, cera 拉丁文「蠟」，chinensis拉丁文「中國」；

英文則直稱「Chinese wax」),至此不僅「白蠟蟲」躍上國際舞台，「中

國蠟」也隨之進入國際市場，成為中國著名的外銷商品，此一趨勢迄今不

衰，而且還有更廣闊的拓展空間，值得珍視! 

肆、「傜斑布」與西南少數民族的蠟蟲養殖生產 

「斑纈」是一種中國傳統手工蠟染印花布，以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婦女

最善長，見婦女們的基本服飾布料，普及於西南廣大地區。 

“纈”，繫也；謂繫繒染為文也。“斑”就是花；“斑纈”就是印花

布，乃古所稱“纈”之一種，俗稱“斑布”。“染斑”以我國西南傜族人

民最善為，故又稱“傜斑布”；又因防染以蠟，故又稱“蠟纈”。蠟染和

以蠟作鏤染均為印染技術中以蠟防染之一類，此類技術在現代織品染印工

業及藝術家手中仍多有應用。我國印花布的歷史發源極早，但文字記載印

染法者則首見於宋代。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著者自序署諄熙戊戌，

1178）卷六＜服用門＞有“傜斑布”一條，云： 

"傜人以藍染布為斑，其文極細。其法：以木板二片，鏤成細花，用

以夾布。而鎔蠟灌於鏤中，而後乃釋板，取布投諸藍中。布既受藍，則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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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以去其蠟，故能受成極細斑花，炳然可觀。故夫染斑之法，莫傜人若也。

"此段實乃“染斑”法之最好說明。唐代時“斑布”乃貢品，據我國現存

最早方志之一《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江南道六＞，夷州、南州（巴郡）、

開元（713∼741）貢賦中均有“斑布”一品，可見斑布在我國唐代時已極

負盛名。又據南宋‧朱輔《溪蠻叢笑》(1195)“點蠟慢”條云： 

"溪洞愛銅鼓甚於金玉，模取鼓文，以蠟刻板印布，入靛缸漬染，名

點蠟慢。蠟出山不經偽者名光面蠟，作偽者雜以粟。"此段所敘即“蠟

染”。先摹取銅鼓紋飾，再刻成蠟板，然後印花染漬。“靛”即“藍靛”。

“慢”即幔，幔，帳也；幕也。所以“點蠟慢”即蠟染錦屏類織品。有學

者指出“粟”在南方為大米，粒白而硬，摻雜於蠟以作偽，則此蠟應為蟲

「白」蠟。“溪蠻”即《後漢書》所謂“五溪蠻”，乃指今廣西一帶的少

數民族。現存日本正倉院我國唐代“樹木象羊蠟纈屏風”（四扇）也是“點

蠟幔”之一類。我國壯族（古代稱俚、僚、俍、宋起稱僮，今稱壯族，在

廣西境）人民目前仍用此法染布，藍底白花，清爽明目。染法亦承傳統，

又稱“流水斑”。朱輔說：“蠟出山不經偽者名光面蠟，作偽者雜以栗”。

此段清礎的說，當時「蠟」因用量很大，有人摻假作「偽」；蠟是「山」

產、名「光面」（或因明光潔淨，而有此名）；「粟」在南方指白色大米，

依此則有相當理由可以推斷這種蠟染用的蠟是「蟲白蠟」，而且是由「傜」

山產出，是當時（約公元 12世紀初）居住在華南廣西一帶少數民族的市

場商貿特產，但是是自然產品或出自養殖，則尚待考論。稍晚（13世紀）

周密《癸辛雜識》已明確記載蠟蟲養殖，自「淮間」傳入「江浙」，蠟蟲

養殖的區域由華北進入江南，並由山區轉入平地，當然要詳細追溯其淵源

變遷，還需另下功夫。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成書於 1178年），

也有「傜斑布」專條，再再說明南宋時少數民族的蠟染印花布已大大出名，

高列一方貢品。 

蜂蠟使用歷史更早，漢時多稱蜜蠟，後因另有蟲白蠟，“生於樹”，

“其白如雪，故曰白蠟”，才改稱色黃的蜂蠟為「黃蠟」，而使用至今。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813）「貢賦」中已將「黃蠟」、「白蠟」

分別陳述，貢白蠟者有關內道邠州（今陝西境內）；嶺南道郡州、諒州（今

越南境內）；唐林州（今山西境內）四處，顯而易見，中國在 9世紀前後，

白蠟雖然還是「珍」品，但產源已來自多方，其中最重要產地之一正在「嶺

南」百越民族地區。 

中國不僅是白蠟蟲的故鄉，「中國蠟」也久享盛名，即使到目前仍是

世界上最大白蠟生產國。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所記蟲白蠟產地有："

四川、湖南、滇南、閩嶺、吳越東南諸郡皆有之，以川滇衡永產者為勝。

"現在白蠟仍為我國西南特產，就中以川滇最豐，浙江、湖南次之。四川

為白蠟的傳統產地，品質好，特別有名，所以白蠟也稱「川蠟」或「川白

蠟」，行銷國內外，川產佔全國總產 90%以上。四川產蠟區以樂山、峨蝞

為中心，集散則在樂山、成都、宜賓等處，蠟蟲種則來自雲南昭通、四川

西南、廣元、大巴山一帶，所以俗話說：“邛都蟲子，嘉州蠟。”；蠟蟲

利寧屬，白蠟潤嘉眉。“邛都，涼山地區古名，今四川涼山鑗彝族自治州

古時以產「蟲子」出名；嘉州即今四川、樂山、眉山地區，以產蟲白蠟出

名；寧屬即清代涼山地區。）。一般的說，雲南、貴州以產蟲為主；四川、

湖南以產蠟著稱，這雖是由氣候、溫濕、土壤和昆蟲、寄主植物生態大環

境等所決定，但中國人巳確實掌握放蟲收蠟之方、自然科學之理也是很重

要的。白蠟蟲源於古老的雲貴高原山區，斷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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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1644-1911)時，四川西南地區已形成一大「白蠟」生產基地，

生產技術成熟，運售轉銷機制健全，並且遠銷歐洲，盛極一時直到 1980

年代未，才因已不具市場經濟效益，白蠟已完全由價廉的石油臘取代，而

嘎然停止。十九世紀初葉，四川涼山地區在白蠟蟲的養殖與運銷上己形成

一套完整系統，不僅在「蟲子、掛放」上分一工，也有「蟲園、蟲布」並

且對相關買賣定有條規，質押典當也有規範，還刻碑以示公眾。例如: 

清‧道光 26年(1846)西昌縣正堂在大箐大佛場立碑告示: 

“---貧苦小兒砍賣柴薪，只許砍伐枯枝濫樹，勿得砍栽儲蟲樹。”； 

清‧道光 28年(1848)寧遠府西昌縣正堂豎碑於大石板(鄉場)告示: 

“---縣屬地面遼闊，四山多以栽蓄蟲樹為生、植樹養蟲與種稻養蠶事
同一體。蟲會開園期內，前往他人蟲園竊搶滋事者，嚴加忝辦，勿稍寬縱。

---規定會期應赴公平買賣，不准園外私相授受，藉免事端。”等＜就是最
好的產銷範例。＞圖四是清‧嘉靖二十年(1815)涼山地區典儅蠟蟲蟲園的

一張契約書，言明典儅蟲園三年，任由「掛蟲收蠟」儅價銅錢六千文，言

明”書取之日，錢到地樹回”，十分有趣，也是中國蠟蟲養殖史上的一樁趣
事。 

白蠟蟲與白蠟生產一直是我國西南山區，特別是少數民族的一種傳統

經濟行業，我們不僅要珍惜這種傳統，還應更科學的、更合乎生態環境的、

更能持久永續經營的，奮力振興此一上千年的民族傳統！當然僅靠「掛蟲

收蠟」，已不再能產生任何有經濟價值的效益，其未來研究、發展、經營

必須另闢蹊徑，從生物科(Biotechnolo gy)、分子生物(Molecular Biology)
及遺傳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的新觀點去找尋突破及新機會，說不

定老樹新枝，又另有一番新天地! 

伍、結論 

我國用蠟歷史久遠，而且用途多種多樣。脫蠟鑄件以戰國時曾國器盤尊最古，為

公元前五世紀之青銅精品。蠟染花布為我國西南民族之傳統工藝，現出土者以漢代傳入

蠟染織物最珍貴。以蠟砑光之硬黃紙手寫卷子，敦煌石室已現世極多，為寫經名紙，唐

時已極盛行。蠟燭亦始於漢，但西晉以後使用始多，至唐代時方漸普及於民間照明，明

代時白蠟用於製燭則已取代黃蠟。其他蠟工藝品、蠟封、蠟拋等應用，見諸文字者，多

在西晉時期或稍後。 

昆蟲蠟為我國古代用蠟之主要來源，昆蟲蠟除蜂蠟外即蟲白蠟。蜂蠟乃工蜂分泌

以築蜂巢者，蜂採百芳而釀蜜於房(巢)。煉蜜，蠟為蜜渣，故蜂蠟又稱蜜蠟，古時用蠟

多由此出。因蜜蠟色黃，唐以後習稱黃蠟。蟲白蠟乃由白蠟蟲所作，白蠟蟲俗稱蠟蟲，

原產地在我國西南，為我國所特有之養殖昆蟲。掛蟲收蠟元代前已有，明時大盛，今日

川滇仍多有養殖，以四川最著名，所以也稱「川蠟」。蟲白蠟色白，習稱白蠟，「白蠟」

因為是中國的特產，所以西方直稱其名為「中國蠟」(Chinese wax)。黃蠟與白蠟二名

在唐時已分用，《元和郡縣圖志》開元貢賦中即分有黃蠟與白蠟二者。 

目前蜂蠟仍用於化粧品配料，白蠟則用於精密鑄模、高檔次化粧品

配料等特殊用途，致於蠟燭則已由價廉之石油蠟取代。由用蠟歷史之考

察，不僅可增加對我國昆蟲養殖史之了解，亦可加深對我國技術工藝發展

史之認實。筆者認為中國少數民族在「昆蟲養殖」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有傑

出而驚人的貢獻，特別是西南少數民族，但未能受到應得的評價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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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未來大家能攜手合作，推動中國昆蟲養殖史的研究，並在下一世紀「西

部大開發」的前進路途上，為中國寶貴的昆蟲資源開拓新的方向，做出實

質有益的貢獻。 



 -11- 
 
 
 

參考文獻: 

一、史籍 

1.齊‧陶弘景校注《本草經集注》，小鳩尚真、森立之(日)重輯本。

南大阪印刷，大阪，1972影印手稿本。 

2.魏晉間人輯《名醫別錄》，那琦，謝文全重輯本。中國醫藥學院藥

學研究所，台中，民 66(1977)。 

3.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見清‧王灝輯《畿輔叢書》，清‧

光緒定州王氏謙得堂刊本。現收入嚴一萍《百部叢書集成》，藝文

印書館，台北，民 55(1966)縮影本。 

4.宋‧寇宗奭《圖經集注衍義本草》，宋‧許洪校正，《道藏》本。

現收入明刊正統《道藏》「洞神部，靈圖類」。藝文印書館，台北，

民 57(1968)縮影本。 

5.宋‧唐慎微撰，艾晟校《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光緒甲辰武昌柯氏

重校本。正言出版社，台南，民 66(1977)影本。 

6.宋‧朱輔《溪蠻叢笑》，見明‧陸楫輯《古今說海》，清‧西山堂

重刊陸氏儼山書院本。現收入嚴一萍編《百部叢書集成》。藝文印

書館，台北，民 55(1966)縮影本。 

7.宋‧周密《癸辛雜識》，見清‧張海鵬輯刊《學津討原》。現收入

嚴一萍編《百部叢書集成》。藝文印書館，台北，民 54(1965)縮

影本。 

8.明‧汪瑀《安溪縣志》，林有年纂。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刻

本景印，現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福建省安溪縣志"。新文

豐，台北，翻印。 

9.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著手於 1552，成書於 1578，道刊於 1593)。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台北縣新店，民 65(1976)影本。 

10.明‧徐光啟《農政全書》，石聲漢校注本。明文書局，台北，民 70(1981)

翻印。 

11.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旋風出版社，台北縣中和，民 67(1978) 

翻印。 

12.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及《植物名實圖考長編》，楊家駱主

編「中國學術名著第五輯，中國科學名著第一、二集」。世界，台

北，民 63,64(1974,1975)再印本。 

13.明‧陳夢雷輯《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第 170卷，

「蜂部一蟲白蠟」,藝文印書館，台北，影印縮小本，528冊，43

葉。 

14.清‧楊芳燦等撰《四川通志》，清‧嘉慶 21年重修本(1816)[舊志

《四川總志》經明代正德、嘉靖、萬曆三修]，台灣華文書局，台

北，「中國省志彙編之七」第五冊，卷 74,75,<食貨、物產>。 



 -12- 
 
 
 

15.清‧曾國荃等撰《湖南通志》，清‧光緒 11年重刊本(1885)[沿明

本，清‧雍正 7年重修(1729)]，台灣華文書局，台北，「中國省

志彙編之六」第三冊，卷 60,61,<食貨、物產>。 

 

二、今文 

16.陶令仁<白蠟蟲>，見《資源昆蟲》，資源昆蟲編寫組編著，科學出

版社，北京，1984，115-173。 

17.《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農業出版社，北京，1993<森林工業卷>，

「蟲白蠟」，26。 

18.芶萃華、汪子春、許維樞等《中國古代生物學史》，科學出版社，

北京，1989。 

19.周堯《中國昆蟲學史》，天則出版社，陝西楊陵，1988。 

20.王思明、周堯《中國近代昆蟲學史》，陝西科技出版社，西安，1995。 

21.龍村倪＜黃蠟、白蠟及中國用蠟技術史＞，吳嘉麗、葉鴻灑編《新

編:中國科技史-演講文稿選輯(下)》，銀禾文化事業，台北縣永和，

1990，385-416。 

22.樊洪業《耶穌會士與中國科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1992。 

23.陳維稷主編《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份)》，科學出版社，北

京，1984，275-278。 

24.李迪主編《中國少數民族科學技術史叢書通史卷》，廣西科技，南

寧，1996,552。 

25.徐宗澤編著《明清耶穌會士譯著提要》「耶穌會創立 400年紀

念,1540-1940」，台灣中華，台北，民 47(1958),台翻印一版[原

書凡例署民 29(1940)]。 

26.方豪《中西交通史》，華岡出版社，台北，民 42(1953)，第四冊，

120-121。另見方豪<來華天主教教士傳習生物事蹟述概>見《方豪

六十自定稿》；「補遺五」，著者自印，台灣學生書局經銷，台北，

民 58(1969)，2913-2929。 

27.黃承宗＜談涼山歷史上的白蟲養殖業＞，《農業考古》，總 59期

(2000.9.30)，214-5。 

三、英文 

28.《 Arts and Sciences》 or <4th Ed. of “The English 

Enclopedia”>Conducted by Charles Knight, Bradbury, Evans, 
and Co.,London, 1868,VⅢ,784-785.  

29.《 Cyclopaedia:or ,an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English Chambers of Gentleman, London, 1728, V.

Ⅱ,355-356. 



 -13- 
 
 
 

30.《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or , a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Society of Gentlemen in Scotland, Edinburgh, 1771, 

V. Ⅲ,937-938. 

31.《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5th Ed., Chicago, 1995, 

V.3,238. 

32.《Everyman’s Encyclopaedia》，6th Ed., J.M. Dent and Sons, London, 

1978, V.10,123. 

33.May R. Berenbaum《Bugs in the System-Insects and Their Impact 

on Human Affairs》，Perseus Books, Reading, Massachusetts, 

1995. 



 -14- 
 
 
 

 

圖一 

宋元間, 周密著《癸辛雜識》(成書於元‧至元十八年至元貞二年, 1282-1296)

續集下記載江浙一帶蠟蟲養殖及白蠟生產情形, 為我國現知有關蠟蟲放養

見諸文獻之最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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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蠟蟲放養以女貞木為多，泌蠟則以雄幼蟲為主。蟲蠟雪白絲狀如花，滿黏樹

枝，稱”蠟花”，放養蠟蟲俗稱”掛蟲收蠟”。白蠟蟲雄成蟲(放大)，棲於樹枝
上雌成蟲(上)及包滿樹枝之蟲白蠟(下)，取自近人編《昆蟲圖鑑》。白蠟蟲

寄主樹－女貞為常綠灌木，單葉對生，在我國華東、華南、西南及華中均有

分佈，俗稱冬青樹，因最適於掛蟲，所以簡稱蟲樹或蠟樹。女貞在先秦古籍

《山海經》中稱貞木，其根、實皆可供藥用。女貞之宋代繪圖採自宋‧唐微

撰，艾晟校《經史證類大觀本草》（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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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蠟蟲放養以女貞木為多，泌蠟則以雄幼蟲為主。蟲蠟雪白絲狀如花，滿黏樹

枝，稱”蠟花”，放養蠟蟲俗稱”掛蟲收蠟”。白蠟蟲雄成蟲(放大)，棲於樹枝
上雌成蟲(上)及包滿樹枝之蟲白蠟(下)，取自近人編《昆蟲圖鑑》。白蠟蟲

寄主樹－女貞為常綠灌木，單葉對生，在我國華東、華南、西南及華中均有

分佈，俗稱冬青樹，因最適於掛蟲，所以簡稱蟲樹或蠟樹。女貞在先秦古籍

《山海經》中稱貞木，其根、實皆可供藥用。女貞之宋代繪圖採自宋‧唐微

撰，艾晟校《經史證類大觀本草》（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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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明代諸書記載蟲白蠟者漸多，李時珍《本草綱目》及徐光啟《農政全書》均

有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十九＜蟲部卵生類＞”蟲白蠟”條引汪機《本草彙
編》。汪機[明‧嘉靜(1522-1566)中人]首先指出，白蠟蟲食冬青樹汁，化作

「白脂」，不是小蟲所遺「白屎」，正確的認知了「分泌物」與「排棄物」的

不同，有其科學正確性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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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 清‧嘉慶二十年(1815)四川大涼山區典儅蠟蟲蟲園與人之契券－契券乃

出儅山地蟲樹人西番大約三(藏人)，言明典儅三年，儅價銅錢六千文，

三年間任由收儅人陳性根掛蟲收蠟契券下方有西番字(藏文)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