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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8

香蕉假莖象鼻蟲
學名：Odoiporus longicollis  （Olivier）

英名：Banana stem borer weevil 

別名：香蕉莖象鼻蟲

一、前言
本蟲往昔屬於香蕉經濟害蟲，危害後輕

則造成蕉株莖部流膠，重則引發葉片枯萎、

假莖折斷或果軸斷裂而無收成可言。蟲體附

著香蕉上，亦常造成外銷損失。

二、危害狀
成蟲產卵於香蕉假莖組織內，卵孵化

後幼蟲蛀食假莖內，被害假莖汁液外流而枯

折，鑽入果梗或葉片主脈危害，使蕉葉枯黃

或果梗失去支持力而折斷，造成嚴重損失，

被害部份隧道縱橫，水分及養分無法上升，

致無法收穫。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鞘翅目 Coleoptera

象鼻蟲科 Curculionidae

（二）分布

源自東南亞，發生地區包括日本、香

港、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泰

國、越南、緬甸、寮國、印度、尼泊爾、斯

里蘭卡及臺灣等地。

（三）寄主

香蕉、芭蕉、煮食蕉、馬尼拉麻。

（四）形態

成蟲深色或赤褐色，胸背有2條縱走黑

色條紋，老熟成蟲全身轉為黑色，體表點

刻較細，有光澤，雌體長1.5公分、雄1.3公

分。卵為白色，略呈圓筒形。幼蟲頭紅色，

體乳白色，無足，體長為1.45 ~ 1.55公分。

象鼻蟲類
學名：Odoiporus longicollis （Olivier）（香蕉假莖象鼻蟲）

Cosmopolites sordidus  （Germar）（香蕉球莖象鼻蟲）

圖一：造成香蕉假莖流膠、出現蟲孔（圖左）

之香蕉假莖象鼻蟲幼蟲（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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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活史

一年發生4世代以上，以成蟲或幼蟲越

冬。成蟲產卵於香蕉假莖組織內，卵經3 ~ 5

天孵化；幼蟲經25 ~ 27天老熟，在莖內作繭

化蛹，蛹經3 ~ 5天羽化為成蟲，成蟲具良好

飛行能力。

四、發生生態
本蟲於10月至次年春季間，發生密度較

高。除幼蟲鑽入危害外，常見成蟲棲息於枯

葉之枯柄與假莖交接處，偶爾也蛀入組織內

取食。

五、防治方法
（一）經常清園，並割除枯葉、砍碎老株。

（二）成蟲選用推廣藥劑如40 % 三落松乳

劑稀釋1,600倍，施於葉鞘至假莖

部位，每株施用稀釋液300 ~ 500公

撮。

（三）幼蟲可用40.64 % 加保扶水懸劑稀釋

1,000倍液，自假莖流膠部位下方10

公分處，注射150公撮。

（四）參考植保手冊中之聯合防除球莖象鼻

蟲方法。

（五）充分水洗或沖洗清除附著果實之蟲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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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球莖象鼻蟲
學名：Cosmopolites sordidus  Germar

英名：Banana corm （root）borer weevil

別名：香蕉根象鼻蟲

一、前言
此蟲為全球香蕉產區最重要之經濟害

蟲，大部份藉由種苗長距離遷移擴散。常發

生於老舊蕉區，成蟲易受蕉株、尤其球莖

（塊莖）或吸芽切片組織揮發氣體之吸引而

潛入危害。造成蕉株樹勢減弱，產量降低，

甚至明顯失收。

二、危害狀
幼蟲孵化後，即向塊莖內部蝕食，在塊

莖內形成不規則之隧道，周圍之組織變黑，

中央充塞紅褐色之排泄物，一旦蟲體由孔道

穿透塊莖表皮，土壤中之各種生物，立即沿

此孔道深入塊莖內部吸食，擴大蕉株受害程

度。幼蟲喜食生長點，經常1隻幼蟲即可蝕

死1株新植蕉苗。由於此種習性，少數球莖

象鼻蟲即可在田間造成嚴重之枯心率。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鞘翅目 Coleoptera

象鼻蟲科 Curculionidae

（二）分布

源自東南亞，遍及臺灣、亞太、澳洲、

非洲、中南美洲、西印度群島、墨西哥、佛

羅里達、夏威夷等地區。

（三）寄主

主要寄主為香蕉、煮食蕉、馬尼拉麻、

纖維蕉，零星危害甘蔗及水芋。

（四）形態

成蟲，黑色，體表有粗大點刻及黃色細

圖一：香蕉球莖象鼻蟲幼蟲（圖左）及成蟲

（圖右）。

圖二：香蕉球莖象鼻蟲危害之塊莖切面出現不

規則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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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欠光澤，雌蟲體長1.3公分，雄蟲體長

1.1公分。卵橢圓形，白色。幼蟲乳白色至

黃白色，頭赤褐色，體長1.4 ~ 1.5公分。

（五）生活史

卵通常散生於葉鞘間、假莖及塊莖附

近，孵化後成幼蟲穿孔進入塊莖。一世代

需30 ~ 40天，卵期5 ~ 7天、幼蟲期15 ~ 20

天，蛹期6 ~ 8天。成蟲沒有食物的來源，仍

可存活2年，行動隱密，夜間較易發現，具

功能翅，偶而飛行。

四、發生生態
本蟲整年發生，一年4 ~ 5世代，老舊蕉

區種植之蕉苗，在3 ~ 6月間最易受危害。成

蟲棲息於塊莖附近或腐爛殘株內，夜間產卵

於球莖周圍、表皮下或土面上，卵孵化後幼

蟲侵入球莖內部，穿蛀取食破壞，造成老株

萎凋及幼株枯心現象。利用塊莖切塊或縱剖

之假莖組織置放於蕉園地面誘集，可監測該

蟲密度。

五、防治方法：
（一）時常清園，殘株連根挖出砍碎，曬

乾。

（二）選用推廣藥劑，如10 % 托福松粒

劑，按每株施藥量，將藥劑均勻噴施

於莖周圍15公分處之土面及球莖葉

鞘殘株上。

（三）參考植保手冊推廣方法與球莖象鼻蟲

聯合防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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