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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前言
1967 ~ 1968年臺灣香蕉栽培面積達5萬

公頃，外銷量45萬公噸，占世界產量第四

位，外銷收入6千多萬美金，占當年總外匯

的11％，外銷香蕉發生嚴重病害之損失對臺

灣經濟影響極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會引起

果實腐爛的香蕉炭疽病菌。此病最早是Cooke

及Massee於1873年在澳洲布里斯班地區發現

並記載，之後Halsted於1893年在運扺美國市

場的香蕉上也發現了炭疽病之存在，臺灣亦

於1919年由Sawada記錄。C. musae除了引起

炭疽病外，亦會引起軸腐病、梗腐病、black 

rot、ripe-fruitrot，是一種廣泛發生於全世界

香蕉市場上的儲運病害。除了會自傷口侵入

而造成果實腐爛外，尚能感染青香蕉果實，

並在果實上潛伏，直到果實熟化後再擴展，

產生病斑，降低商品價值。外銷或長途運輸

過程中，若部分果指發病，病原菌分泌乙烯

而催熟船運香蕉，導致著色不均影響品質，

又或在黃熟後出現嚴重炭疽病病斑，與產地

裝運前漂亮外觀呈現極大落差而發生貿易糾

紛。

二、病徵
香蕉炭疽病多發生於果指上，並且病

斑顏色有如黑炭而得名。在熟香蕉生理老斑

出現後，尤其是有擦壓傷的位置，會出現針

頭狀褐黑色斑點，之後會很快地擴大互相癒

合而成橢圓形或長橢圓形大病斑，其直徑可

大至3 公分以上，病斑稍為下陷，整個病斑

呈現褐黑色（圖一），並在中間出現桃紅

色或橘紅色的黏狀點液，是其分生孢子堆

香蕉炭疽病
病原菌學名：Colletotrichum musae  （Berk. & M. A. Curtis） Arx 

英名：Banana anthracnose

圖一：香蕉炭疽病病徵，果皮上出現褐黑色圓

或橢圓形凹陷斑，病斑中央並有粉紅色

或橘黃色黏液滴，為其分生孢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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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rvuli）。環境適合時，大病斑會癒合擴

大而使整條香蕉變黑腐爛，並深入到果肉部

位。

在青香蕉上，除非有極大的傷口存在，

或者開花期已受到很嚴重的感染，否則是不

會發病的。通常會在傷口周圍出現褐色暈圈

往外擴大，不會再繼續擴展，不過香蕉會提

早黃化，受傷部位很快地擴展出現病徵。花

器受到感染也會出現黑色小圓點病斑，並且

產生橘紅色分生孢子堆，若在開花時，受到

很嚴重的感染，通常會造成幼果整個果指變

黑、乾硬，亦即發生木乃伊化現象。葉片也

會在葉緣出現焦枯病徵，焦枯葉片過多也會

影響產量。

三、病原菌概述
（一）分類地位

有性世代：少數報告認為香蕉炭疽病菌

之有性世代為Glomella cingulata Sacc.，但是大

多數報告並未記錄其有性世代。有性世代G. 

cingulata尚不明，僅提供其分類地位如下供

參考。

Ascomycetes（子囊菌綱）

Xylariales（炭角菌目）

Polystigmataceae（疔座煤科）

Glomerella（小叢殼屬）

一 般 認 為 香 蕉 炭 疽 病 菌 乃 為

Colletotrichum musae 屬於不完全菌，其分類

地位如下：

Deuteromycotina 半知菌門

Deuteromycetes 半知菌綱

Coelomycetidae 腔室菌亞綱

Melanconiales 黑盤胞目

Melanconiaceae 黑盤胞科

Colletotrichum 刺盤胞屬

（二）分布

全世界各地香蕉產區及消費地皆發病嚴

重。

（三）寄主

除了Plan t a i n s外，所有香蕉（Musa 

spp.）都是C. musae之寄主。某些研究發現

以人工接種方式尚能在酪梨、芒果及葫蘆

（upo）、長豇豆（cowpea）、番石榴、馬尼

拉麻（abaca）產生病斑。

（四）形態

香蕉炭疽病菌主要以分生孢子為傳播

與感染構造，其著生於分生孢子堆（盤）中

（acervulus），形狀為長橢圓單胞，兩端各

有一個大而明顯的油滴，孢子透明無色。脫

落之分生孢子擠出分生孢子堆（盤）後團聚

成球形，內含有橘紅色黏液，外觀成橘紅色

或粉紅色。C. musae分生孢子的大小，依不

同實驗者而有差異，如Stover之記載為10.4 ~ 

14 × 3.2 ~ 5.2 μm，而von Arx之記錄為 12 

~ 18 × 4.5 ~ 6.5 μm，顯然比前者大。

至於其有性世代之地位尚不清楚，筆者

在臺灣香蕉植株上從未發現有性世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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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生生態
田間感染源多來自蕉株之老葉、枯葉上

殘存的病原菌，經水滴濺噴而落在果實上。

因此田間炭疽病感染率乃與枯葉數目成正

比，高溫多濕有助於本病傳播，因此夏天雨

季生產的香蕉，其發病率最高。臺灣以6 ~ 8

月中發生較普遍。

臺灣香蕉炭疽病菌菌株菌絲生長及產

胞的最適溫在25 ~ 30 ℃間，若在15 ℃以下

生長會停滯，當RH在98 ~ 100 ％時，6 ~ 12

小時孢子便會發芽，但RH降至92 ％時，孢

子便不發芽，而孢子在低溫及高溫或在自然

界之下，卻可存活達60天之久。Simmonds報

告，分生孢子若在分生孢子堆中，可存活達

8個半月之久，但若在載玻片上乾燥後則無

法存活太久。而pH 4 ~ pH 8之間最適合菌絲

生長及產孢，pH 2時完全停止生長。

筆者以人工傷口接種，不同香蕉品種

對炭疽病菌之感病性有顯著差異，在臺灣

香蕉研究所提供之16種香蕉品種中最抗病

者為Lacatan、Petite、Naine、Grand Nain及

北蕉（Pei-Chiao），次抗病品種是Nanica、

GT-5及Valery，又次為Cavendish，較感病為

Drawft Cavendish，最感病為Williams hybride及

Robusta。

五、防治方法
防治採收後香蕉果實上炭疽病應自田間

管理開始，栽植前即應妥善規劃防治策略，

綜合運用抗病品種、田間衛生及清園、藥劑

防治及早期套袋等技術生產出高品質的香蕉

果實，同時香蕉是一種後熟果樹，必須經過

處理才能均勻黃熟，所以處理場衛生維持及

適當處理與包裝都會影響採收後香蕉果實炭

疽病發生。

（一）栽植抗病品種：除了Plantains之外，

香蕉所有鮮食品種皆會受C. musae感

染，北蕉是一種較抗病的香蕉品種。

（二）田間衛生及清園：香蕉炭疽病菌會殘

存於香蕉所有組織上，尤其是殘花與

病葉更是，平時應定期割除病枯葉及

病果，終花後也應立即將殘花清除，

減少感染源。集貨場及處理場亦應注

意清除香蕉殘體，洗水池應隨時補充

淨水減少病源密度或添加漂白水殺

菌。

（三）減少傷口：香蕉炭疽病雖然具有潛伏

感染特性，但是當有傷口時則會加速

病斑出現速度，因此除了在田間管理

時應盡量減少果實蟲害發生及物理擦

壓傷外，採蕉、搬運、裝箱等操作時

更應注意避免擦傷；裝箱時內襯塑膠

袋可以減少運輸擦傷。

（四）及早套袋：果房整把疏果後，並經適

當藥劑防治後，套用褐色牛皮紙袋或

藍色PE袋，進行果房保護，可以減少

炭疽病菌再次感染果房機會。越早套

袋阻絕病原菌再次感染，則原潛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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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上之炭疽病菌存活並產生病斑的

機會越少。

（五）藥劑防治：使用25％普克利乳劑、40

％腐絕可溼性粉劑及80％鋅錳乃浦可

溼性粉劑等果房保護藥劑，可獲得良

好之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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