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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全年發生，1980年後至今已取代葉斑病

成為臺灣最主要之葉部病害，研判由東南亞

一帶傳播至臺灣。該病害不但危害蕉葉亦可

感染蕉果形成黑斑，對蕉果外觀品質影響極

大。

二、病徵
危害葉片表面，出現許多黑褐色至黑

色之突起小點，斑點為圓形，直徑約1公厘

左右，周圍呈水浸狀。斑點最初在中肋出現

而漸擴及於葉片，黑斑有時聚集成黑色條

帶。本病亦可感染果實，在香蕉抽穗後開始

出現，初期斑點為紅色或棕色，突起於果皮

表面，而使果皮粗糙不平，斑點直徑約1公

厘，周圍呈暗綠水浸狀，果實成熟時斑點轉

成黑色。

三、病害概述
（一）分類地位：

Ascomycota

Ascomycetes

Botryosphaeriales

Botryosphaeriaceae

Guignardia musae Racib

（anamorph Phy l l o s t i c t a musa rum

（Cookie）van der Aa）

香蕉黑星病
病原菌學名：Guignardia musae

英文：Banana freckle

圖二：感染黑星病之蕉果，外觀賣相不良。

圖一：感染香蕉黑星病之葉片表面黑斑累累，

粗糙如砂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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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布

東南亞（中國、香港、印度、巴基斯

坦、尼泊爾、斯里蘭卡、孟加拉、菲律賓、

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印尼、不丹、紋內

及臺灣）；大洋洲（美國三毛屬地、澳洲、

庫克島、斐濟、夏威夷、新加勒多尼亞、紐

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索羅門群島、東

加、西三毛）；非洲（多明尼克共和國、牙

買加、聖路西亞）。

（三）寄主

香蕉。

（四）形態

子囊殼球形具乳突狀，直徑70 ~ 220 

μm；子囊棍棒狀有短柄，具8子囊孢子，

大小為35 ~ 85 × 20 ~ 25 μm。子囊孢子單

細胞，卵圓形，17 ~ 22 × 8 ~ 10 μm。無

性世代之柄子器單獨或聚集分布，直徑60 

~ 170 μm（平均135 μm），褐黑色。一

小病斑多含5個柄子器，大斑點具70個柄子

器。分生孢子單細胞圓桶狀，頭圓有外鞘，

具8 ~ 16 μm長之鞭毛，尾部具短柄，約10 

~ 20 × 7 ~ 13 μm大小。12小時內即可發

芽，並形成附著器，精囊器大小與柄子器相

似。V-8培養基可產生極小黑色之菌落，但

生長緩慢，兩個月僅長2公厘。

（五）診斷技術

藉由病徵或孢子形態予以鑑定。

四、發生生態

本病菌無性世代分生孢子依靠水傳播，

病葉經雨水或露水濕潤後，分生孢子隨即

從柄子器內向外溢散流動，隨水滴流到健康

葉片及果實引起感染。因病原菌孢子靠水傳

播，斑點在葉片上可隨雨水流動途徑呈條狀

分布。常因套袋破裂，在果房上形成局部性

感染。有性世代子囊孢子，全年在乾枯葉片

病斑上形成。以低溫之冬季形成量最多，尤

其是寒流過境後產生量最多。在夏天，高溫

多雨季節6 ~ 9月間，子囊孢子產生最少。

病葉遇潮濕時，很快就釋放子囊孢子。如病

葉沾濕15分鐘後，子囊孢子就釋放出來，2

小時內有50 % 左右釋放，而且可連續釋放6

天。一般在9 ~ 10月及11月被感染者，潛伏

期最短僅16天，在5 ~ 6月及7月中旬以前被

感染者，潛伏期較長，可達64天。蕉把著生

位置及不同果齡，其感染性略同，年幼葉片

較具抵抗力，隨葉齡增加，被本病感染的葉

片壽命僅有健康葉片的一半。

五、防治方法
進入中株期蕉園，雨季（4 ~ 9月）以

系統性藥劑配方（如25 % 三泰芬可溼性粉

劑）為主，旱季（10 ~ 3月）採用保護性藥

劑如80 % 鋅錳乃浦可濕性粉劑配方，每3 ~ 

4週防治一次。任選一種下列防治方式及藥

劑配方：

（一）雨季：

以噴藥車或動力微粒噴霧機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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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 % 待克利乳劑0.2公升，加水至30

公升。

（2）8.8 % 環克座溶液0.5公升加展著劑

Sando vit 100倍，再加水至30公升。

（3）23 % 亞托敏水懸劑0.4公升加展著劑

Agral90 1500倍，加水至30公升。

（4）33 %鋅錳乃浦水懸劑4公升，加水至30

公升。

（二）旱季：

33 % 鋅錳乃浦水懸劑4公升，加水至30

公升，以噴藥車或動力微粒噴霧機噴施。

本病發生嚴重時，在噴藥之前必需採取

下列措施：

（一）將蕉株病葉包括枯葉及有多數黑星斑

點者徹底割除燒燬。

（二）未採收之老蕉株，其枯葉及嚴重病葉

應割除燒燬，經採收後之蕉株儘速砍

除，並徹底清園。

（三）上述割葉燒燬工作，在香蕉生長初期

更應徹底執行，每2 ~ 3週割除1次。

（四）抽穗後1個月內之蕉果，很容易感

病，因此應提早套袋，以減少感染機

會。在抽穗期，將病葉及苞片割除，

以減少感染機會。每公頃施用40 % 

腐絕可濕性粉劑90公克加上來著通90

公撮，加水至90公升。第1次施藥在

香蕉抽穗後、果房第2至第3苞片脫落

時進行，第2次在摘花、去蕾、整房

時實施，其間相隔約7 ~ 10天左右。

第2次施藥後即行套袋，袋子上端在

果軸上繫緊，減少雨水滲入果房。

六、參考文獻
 1. 蔡雲鵬、黃新川。1985。香蕉黑星病。

香蕉栽培手冊。臺灣香蕉研究所印行。

95頁。

 2. Chuang, T. Y. 1981. Isolation of Phyllosticta 

musarum, causal organism of banana freckle. 

Transactions of the British Mycological 

Society 77:670-671.

 3. Chuang, T. Y. 1983. Chemical control 

of banana freckle caused by Phyllosticta 

musarum . P lan t Pro t ec t ion Bu l l e t in

（Taiwan）25:15-22.

 4. Chuang, T. Y. 1984. Ecological studies 

of banana freckle caused by Phyllosticta 

musarum . P lan t Pro t ec t ion Bu l l e t in

（Taiwan）26:335-345.

 5. Jones, D. 2000. Diseases of banana, abaca 

and enset. CAB International. 544pp. Persley, 

D. 1993, Diseases of fruit crops. Queensland. 

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 Brisbane, 

Australia. 178pp.

 6. Stover. R. H. 1972. Banana, Plantain and 

abaca diseases. Commonwealth Mycological 

Institute, Kew. 316pp.

（作者：趙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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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仍被視為危害全球香蕉產區最嚴重

之病害，對香蕉作物之生存威脅至鉅。此病

不但直接危害蕉株葉片，影響蕉株健葉數，

導致產期延後或減產。亦可間接造成香蕉外

銷船運期間，因採收株葉片數不足，引發蕉

果果齡偏高過熟而黃化廢棄。最早於1963年

被報導發生於斐濟，國內最早記載於1927

年，但缺乏考證。1960年代在國內蕉區大流

行，曾造成相當嚴重之損失，惟自1978年賽

洛瑪颱風，高屏蕉區被夷為平地後，舊蕉園

葉斑病菌初期感染源密度明顯降低，加上全

面執行葉部病害防治作業後，葉斑病發生地

區由屏東往高雄旗山主產區逐年減少，目前

僅侷限於臺灣東半部台東關山以北至花蓮壽

豐之間，在西半部僅零星發生於高雄美濃至

台南楠西一帶。

二、病徵
初期病徵通常出現在第3或第4片葉背

面，為紅棕色小條斑，大約5 ~ 10 × 0.1 ~ 1

公厘，與葉脈平行，通常集中在葉片左側和

葉尖部位。之後條斑擴大變黑，同時亦出現

在葉表面。至中期條斑擴大而呈橢圓形褐

斑，周圍有黃色暈圈。至後期轉呈黑褐色或

黑色病斑，而後病斑中間開始變灰色。受害

香蕉葉斑病
病原菌學名：Mycosphaerella fijiensis（= M. fijiensis var. fijiensis）

英文：Black sigatoka；Black leaf streak

圖二：受香蕉葉斑病感染之葉片（中後期病

徵）。

圖一：受香蕉葉斑病感染之葉片（中期病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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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片提早枯死。

三、病害概述
（一）分類地位：

Ascomycota

Ascomycetes

Dothideales

Dothideaceae

Mycospharella fijiensis

（二）分布

遍及全球60多個國家，包括1963年起

首先在南太平洋之斐濟發現，爾後3 ~ 4年

間擴展至菲律賓、臺灣等10處亞太地區；

1969、1980及1981年分別傳播至夏威夷、

大陸海南島及澳洲等15處。美洲葉斑病首先

於1972年出現於宏都拉斯，並陸續發生於巴

西、佛羅里達等17處。非洲則於1978年起

出現，並蔓延至20個國家。

（三）寄主

不同香蕉品種。

（四）形態

有性世代為子囊菌，子囊殼圓形，在

葉肉組織內有孔口突出葉表面，大小約42 ~ 

81 μm（平均57 μm），內產生多數子囊，

呈棍棒狀，28 ~ 34.5 × 6.5 ~ 8 μm，子囊

內有8個子囊孢子，子囊孢子透明，梭狀，

有一隔膜，中間縊縮，大小約14 ~ 20 × 4 

~ 6 μm（平均17 × 5 μm）。無性世代為

Paracercospora fijiensis，分生孢子梗為散生或

叢生，有0 ~ 3個隔膜，直線或稍彎曲，12 ~ 

55 × 3 ~ 6 μm。分生孢子透明。多胞、直

線或稍彎曲，約51 ~ 108 × 3.5 ~ 5 μm（平

均774 μm），孢子脫落痕跡明顯。

（五）診斷技術

初步藉由葉斑病病徵辨識。本菌在PDA

培養基生長緩慢，26 ℃下，經38天後，僅

生長1公分。培養基面有突起之分生孢子

座、絨毛狀且呈淺灰色至灰褐色，10 ~ 21

天後，可產生分生孢子。20 ℃下，在pH 6

時之V-8培養基最易產胞。低於98 % 以下

之相對溼度，子囊孢子停止產生。利用本

菌在葉片及培養基上之無性世代，可與

黃型葉斑病菌M. musicola及其他相似菌類

區隔。分生技術可利用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RFLP）以及由Internal 

Trascribed Space（ITS）鑑定本菌ribosome 

DNA上之區域。

（六）發生生態

5 ~ 10月是發病嚴重時期。本病發生與

氣候有密切關係，溫度與溼度對病害之發生

關係最為密切。感染適溫是25 ~ 29 ℃，在

氣溫25 ℃以下或35 ℃以上時感染率低。1

星期內連續50小時以上、濕度在95 %時，或

3星期內降雨量達76公厘時即會感染。其發

生過程為罹病葉片被雨水潤濕後，產生在葉

肉內之子囊孢子射出並經風傳播感染幼葉，

當被感染葉片出現第2期病斑時，有大量分

生孢子產生，靠雨水沖刷或露水流動，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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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幼葉。分生孢子在20 ~ 30 ℃下發芽，

28 ℃最適發芽。本病潛伏期及出現各期病

斑之時間有季節性差異，通常在7 ~ 9月高溫

多濕時發病嚴重，10月以後氣溫逐漸降低，

雨量亦趨減少，病勢進展逐漸緩和。

（七）防治方法

 1. 清園：蕉園應全年割除罹病枯葉，立即

燒燬，以降低感染源，增加防治效果。

 2. 施藥時期：東南部春夏蕉栽培區，自5月

中旬至隔年3月下旬止。5月及12 ~ 3月各

施藥1次，6 ~ 11月間需視雨量多寡及濕

度、溫度等氣象因子，施藥2 ~ 3次（颱

風過後仍需按時施藥）。施藥時期依蕉

株大小，或以當年雨期之早晚隨時調整

提早或延後；施藥工作應於溫度30 ℃以

下，風速低於每秒5公尺時進行。

 3. 施藥方法及種類：

（1）雨季採用系統性藥劑（如20.67 % w/v

凡殺護矽得乳劑等），旱季則採用保

護性藥劑（如80 %鋅錳乃浦可濕性粉

劑）。為增進雨季期間葉斑病藥劑防

治效果，可添加礦物油，避免雨水沖

刷。

（2）除了採用上述藥劑配方外，雨季期間

亦可輪流採用下列一種添加礦物油6公

升及展著劑（來著通X-114等）72公撮

之藥劑配方，以減少葉斑病菌抗藥性

之發生。藥劑包括每公頃施用80 %鋅

錳乃浦可濕性粉劑，或70 %甲基鋅乃

浦（Propineb）可濕性粉劑；50 %免賴

得（Benomyl）可濕性粉劑0.6公斤。

四、參考文獻
 1. 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1989。65頁。

 2. 蔡雲鵬、黃明道、陳新評、劉盛興。

1986。香蕉嵌紋病發生生態。植物保護

會刊28：383-387。

 3. 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灣香蕉研究所印行。95頁。

 4. Carlier, J., Mourichon, X., Gonzales de Leon, 

D., Zapater, M. F., and Lebrun, M. H. 1994. 

DNA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in Mycosphaerella  species causing banana leaf 

spot diseases. Phytopathology 84:751-756.

 5. Chuang, T. Y. and Jerger, M. J. 1987a.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idence and severity 

of banana leaf spot in Taiwan. Phytopathology 

77:1537-1541.

 6. Chuang, T. Y. and Jerger, M. J. 1987b. 

Predicting the rate of development of black 

sigatoka（Mycospaerella fijiensis  var. 

difformis）disease in southern Taiwan. 

Phytopathology 77:1542-1547.

 7. Johanson. A. Molecular method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detection of Mycospaerella 

fijiensis  and M. musicola, the causal agent of 

Sigatoka leaf spots of banana in banana and 

plantain. Mycologia Research 97:67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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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Jones, D. 2000. Diseases of banana, abaca 

and enset. CAB International. 544pp.

 9. Persley, D. 1993: Diseases of fruit crops. 

Queensland. Dept. of Primary Industries. 

178pp.

10.Stover. R. H. 1972. Banana, Plantain and 

abaca diseases. Commonwealty Mycological 

Institute, Kew. 316pp.

（作者：趙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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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香蕉細條病最早發現於臺灣，為常見之

香蕉葉部病害之一，多輕微發生，非香蕉主

要病害，通常發生於春、秋兩季。

二、病徵
主要發生於葉片背面，發病初期，在

葉背面出現褐色至黑褐色小斑點，細如針頭

狀，多數小斑點往往聚集而呈斑塊。病斑

後期沿小葉脈平行成黑色細條斑，長約1.0 ~ 

4.0公厘，寬約0.3公厘，本病病斑一般在抽

穗前蕉株第六片以下之老葉出現，感染部位

嚴重時，發生壞疽，最後整葉黃化乾枯。

三、病原概述
（一）分類地位：

Deuteromycetes

Moliniales

Moliniaceae

Acrodontium simplex

（二）分布

臺灣、越南。

（三）寄主

香蕉。

（四）形態

分生孢子梗單生或呈分叉狀，與菌絲

垂直成T字形，分生孢子柄長40.8 ~ 90.2 

μm，其上可連續長出許多分生孢子而成穗

香蕉細條病
病原菌學名：Acrodontium simplex  （Mengenot）de Hoog

英名：Leaf speckle of banana

圖一：香蕉細條病在葉背上初期病徵 圖二：香蕉細條病在葉背上後期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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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分生孢子橢圓形，大小2.9 ~ 3.8 × 1.9 

μm。本菌生長最適溫度是25 ℃，30 ℃以

上或13 ℃以下則不生長。

（五）診斷技術

香蕉葉背初期有明顯褐色至黑褐色小

點，後期延伸成黑色細條斑，與小脈平行，

感染部位發生壞疽，最後整葉黃化乾枯。

四、發生生態
本病潛伏期，夏季約1個月，冬季約2個

月。除了2倍體AA群之Musa accuminata及臺

灣山區之野生蕉具有抗病性以外，其他香蕉

品種均會受感染。

五、防治方法
葉部黑星病防治藥劑對本病皆有防治效

果。

六、參考文獻
 1. 黃新川、陳其麗。1986。A new leaf-

speckle disease of banana caused by 

Acrodontium simplex in Taiwan。植物保護

學會會刊28:413-415。

 2. 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灣香蕉研究所印行。95頁。

 3. Jones, D. R. 1999. Diseases of Banana, Abaca 

and Enset. CABI Publishing. 544pp.

 4. Hwang, S. C. and H. J. Su 1980. The 

forecasting system for controlling banana 

leaf spot in Taiwa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ntrol measures. Banana Res. Bull. 

（Taiwan） 1:1-12.

 5. Hwang, S. C. and C. L. Chen 1981. 

Identification of the causal agent of banana 

leaf speckle. Plant Prot. Bull. （Taiwan） 

23:276.（Abstr）.

 6. Stover, R. H. 1972. Banana, Plantain, and 

abaca diseases. Commonw. Mycol. Inst., Kew, 

Surrey, England. 316 pp.

 7. Vic tor iano J. P. 2008. M.S Thesis.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ngtung, Taiwan. Biological 

study on Acrodontium simplex causing leaf 

speckle disease of banana（In press）.

（作者：蘇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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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輕微危害香蕉葉部或果實，較常見於馬

尼拉麻（纖維蕉）。

二、病徵
可危害葉片、果實。多為直徑2公厘以

下小斑點，呈紅色至棕色，斑點周圍呈暗綠

色暈圈，狀酷似黑星病，惟在果皮上呈水浸

斑，小斑點不突起、且罹病果皮不粗糙，此

為與黑星病斑點不同之處。多發生於葉緣及

下方之老葉。

三、病害概述
（一）分類地位：

Deuteromycetes

Moniliales

Moliniaceae

Deightoniella torulosa

（二）分布

分布極廣，遍及亞太地區（菲律賓、

泰國、越南、澳洲、巴布亞新幾內亞、夏威

夷、臺灣等）；美洲（宏都拉斯、哥斯大黎

加、牙買加、巴西等）、非洲（烏干達、索

馬利亞、南非、甘比亞等）。

（三）寄主

香蕉、馬尼拉麻。

（四）形態

孢子柄單生或零星聚集、褐色且頂端膨

脹、可分枝6條。孢子單獨著生於孢子柄頂

端，35 ~ 70 × 13 ~ 25 μm、直立或略為彎

曲、淺無色至淺橄欖色，細長棒狀、具3 ~ 

13個假隔膜。

（五）診斷技術

藉由病徵或病菌培養鑑定。

四、發生生態
整年受害。本病病原菌感染源來自病葉

或殘留地面上之枯葉。當天氣溼度較低時，

香蕉黑點病
病原菌學名：Deightoniella torulosa（Syd.）Ellis

英文：Deightoniella leaf spot

圖一：發生香蕉黑點病之葉片中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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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由空氣傳播。幼葉較感病，當植株弱化或

溼度較高時，發生較明顯。

五、防治方法
於花苞脫落後以25 % 普克利乳劑稀釋

1,000倍、40 % 腐絕可濕性粉劑90克加展著

劑「來著通」90毫升或80 % 鋅錳乃浦可濕

性粉劑2.3公斤加展著劑「來著通」25毫升

皆可防治。

六、參考文獻
 1. 莊再揚。1982。感染香蕉組織培養苗

之Deightoniella torulosa。植物保護會刊

24:275。

 2. E l l i s, M. B. 1957. Some spec ies o f 

Deightoniella. Mycological Papers 66:12pp. 

 3. Jones, D. 2000. Diseases of banana, abaca and 

enset. CAB International. 544pp.

 4. Meredith, D. S. 1961. Fruit spot（’

speckle’）of Jamaican bananas caused by 

Deightoniella  torulosa（Syd.）Ellis. I-III.  

Transactions of the British Mycological 

Society 44,95-104, 265-284, 391-405.

 5.Persley, D. 1993, Diseases of fruit crops. 

Queensland. 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 

Brisbane, Australia. 178pp.

 6. Stover, R. H. 1972. Banana, Plantain and 

abaca diseases. Commonwealth Mycological 

Institute, Kew. 316pp.

 7.Deightoniella  torulosa （Distribution map）. 

1983. CAB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maps of 

plant diseases（Edition 4）Map 175.

（作者：趙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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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分布極廣，但屬輕微葉部病害。當葉片

弱化、老化、處逆境、營養不良、有傷口或

受其他生物感染時，危害較明顯。

二、病徵
病斑大，橢圓形，呈同心圓，淡褐色或

黃色。病斑中心為灰色、周圍繞有鮮黃色暈

圈；病斑有時會融合擴大，或在葉片邊緣銜

接而使整個葉緣枯掉，本病通常只在老葉發

生。

三、病害概述
（一）分類地位：

Deuteromycetes

Moniliales 

Moniliaceae

Cordana musae（Zimm.）Hohnel

（二）分布

臺灣、印尼、馬來西亞、東加、澳洲、

中美洲。

（三）寄主

香蕉。

（四）形態

孢子柄直立或彎曲、有節、具齒狀排

列、聚集單生、淺褐色。長150 μm、直徑

4 ~ 6 μm。孢子為雙細胞、梨形、淺褐色

至無色、尖端處具臍痕、14 ~ 18 × 8 ~ 10 

μm。C. musae分生孢子明顯小於目前僅出現

於澳洲、呈卵形之另一圓星病菌C. johnstonii 

Ellis 孢子，19 ~ 26 × 14 ~ 26 μm。

（五）診斷技術

藉由病徵即可正確鑑定。

四、發生生態
整年發生。於夜間有露水時，在葉下

表面之病斑上產生大量分生孢子，濕度降低

時，孢子自動射出，隨空氣流動而傳播。

圓星病
病原菌學名：Cordana musae（Zimm.）Hohnel

英文：Cordana leaf spot

圖一：香蕉圓星病病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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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治方法
葉部黑星病防治藥劑對本病皆有防治效

果。

六、參考文獻
 1. 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灣香蕉研究所印行。95頁。

 2. E l l i s ,  M. B.  1971. D em a t i a c e o u s 

Hyphomycetes. X. Mycologia Papers 

125:1-30. 

 3. Jones, D. 2000. Diseases of banana, abaca and 

enset. CAB International. 544pp.

 4. Persley, D. 1993, Diseases of fruit crops. 

Queensland. 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 

Brisbane, Australia. 178pp.

 5. Priest, M. J. 1990. Distribution of Cordana 

ssp. on Musa  in Australia. Mycological 

Research 94：861-863.

 6. Stover, R. H. 1972. Banana, Plantain and 

abaca diseases. Commonwealth Mycological 

Institute, Kew. 316pp.

（作者：趙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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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於1968年首次出現在屏東縣佳冬鄉「北

蕉」蕉區，由於當時未能立即採取隔離及撲

滅措施，致使本病害在1980年期間已由南臺

灣擴及台蕉所有主產區，目前為影響香蕉產

業發展最大的限制因素。

二、病徵
外部病徵：發病蕉株的下方老葉葉緣首

先黃化，並逐漸擴大至中肋，葉柄軟化，彎

曲下垂，最後枯萎。上方幼葉亦逐漸變黃，

終至整個蕉株枯萎死亡，有時病株假莖外圍

的葉鞘自基部發生縱裂。內部病徵：縱切病

株的假莖或塊莖可以發現維管束呈黃色至褐

色，在發病後期，黃褐色的維管束纖維上下

貫穿成長條形。

香蕉黃葉病
病原菌學名：Fusarium oxysporum f.sp cubense（FOC）

英文：Panama disease; Fusarium wilt of banana

圖二：感染黃葉病之蕉株塊莖及假莖維管束組

織明顯褐化。

圖一：香蕉黃葉病蕉株典型外部症狀為下方葉

片先行黃化萎凋、假莖縱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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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害概述
（一）分類地位：

Deuteromycetes

Moniliales

Tuberculariaceae

Fusarium oxysporum Schlect. f.sp 

cubense （E. F. Smith）Snyder 

and Hansen

（二）分布

東南亞（中國、印度、菲律賓、馬來西

亞、泰國、印尼及臺灣）；大洋洲（澳洲、

巴布亞新幾內亞）；非洲（坦尚尼亞、剛果

共和國、蒲隆地、烏干達、盧安達、奈及利

亞、南非）；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佛羅里

達、墨西哥、尼加拉瓜、古巴、巴拿馬、宏

都拉斯、哥斯大黎加、海地、巴西、馬拉

威、牙買加）；馬德拉島（葡萄牙）；加那

利群島（西班牙）；哥德洛普島（法屬）。

（三）寄主

香蕉、赫蕉、纖維蕉。

（四）形態

屬於真菌。與一般鐮刀菌外觀相似，香

蕉黃葉病菌大分生孢子呈鐮刀形、隔成4 ~ 8

細胞，頂端細胞細長，27 ~ 55 × 3.3 ~ 5.5 

μm 。小分生孢子卵形至腎臟形，5 ~ 16 × 

2.4 ~ 3.5 μm。厚膜孢子7 ~ 11 μm 。已發

現四種生理小種（1 ~ 4號），利用KOMADA 

II選擇性培養基可區分僅感染「呂宋蕉」之

第1生理小種及可感染「北蕉」、「 仙人

蕉」及「呂宋蕉」之第4生理小種；第4生理

小種在該培養基上菌落邊緣一般呈放射狀。

以營養親和性組別（Vegetative Compatibility 

Group, VCG）進行分類，目前全球已發現16

種VCG。臺灣當今黃葉病疫區出現之4號生

理小種，多屬於VCG 1213 ~ 1216系統，致

病力強，亦稱熱帶地區之4號生理小種。

（五）診斷技術

一般藉由蕉株病徵予以鑑定即可。必要

時，亦可斟酌利用KOMADA II選擇性培養基

生長特性鑑定，或以PCR分生技術配合專一

性探針進一步鑑定。

四、發生生態
整年發生，10月至隔年2月為發生嚴重

時期，由蕉株根部感染。病原菌可靠河水、

灌溉水、農具及病苗而傳播。

臺灣南部地區自1968年出現黃葉病以

來，病勢逐年擴散，現已波及多數蕉園，蕉

農將發病殘株廢棄於水溝和從病區取苗，乃

本病傳播迅速之主要原因。病原菌在病株組

織內可產生大分生孢子、小分生孢子和厚膜

孢子，但在土壤中主要以厚膜孢子存活，其

存活期可達數年之久。一般言之，本病在酸

性砂質地較易發生，又排水不良及傷根情況

下可促進本病發生。本病病原菌有4個生理

小種，引起台蕉（北蕉、仙人蕉）黃葉病者

為第4生理小種，引起呂宋蕉（Latundan）黃

葉病者屬第1生理小種。病原菌自感染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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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外部病徵，潛伏期長達5 ~ 6個月；南部蕉

園種植期多在3 ~ 5月，因此一般在每年10月

以後才開始出現外部病徵。

五、防治方法
（一）新地以種植抗病或耐病品種如「寶島

蕉」（亦稱新北蕉）或「台蕉五號」

（玉山）之健康組織培養苗防病效果

最佳。

（二）發病率低於10 % 之蕉園，如欲再種

植香蕉時，應做病株撲滅處理。發病

株以殺草劑巴拉刈10倍稀釋液裝於壓

力式噴霧器之藥筒內，噴頭裝上注射

針，每株注射5孔，每株約需殺草劑

稀釋液200公撮，經注射1星期後，病

株之葉片急速枯乾，待2個月後葉片

和假莖完全枯乾，即可引火燒燬。病

穴殘留有部份組織尚未腐爛，亦應挖

出切碎，連同假莖一併燒燬。又可注

射嘉磷塞於病株，可順便殺死吸芽。

（三）發病率超過10 % 蕉園，宜種植抗

（耐）病品種之吸芽苗，增加防病效

果。連作多年發病蕉區，若能轉作水

稻2年以上再種植香蕉，可明顯降低

土壤黃葉病菌密度，病區與旱作輪作

則無治病效果。

（四）栽培管理上其他應注意事項：選擇排

水良好，土壤深厚之砂質壤土，富有

機質之蕉區種植。從病區挖取吸芽苗

時，須將塊莖外層削除，並檢查根跡

及臍部組織，若有褐色斑點者即為病

苗，應予淘汰。發病蕉園在種植之

前，應多施有機肥（經醱酵之豬牛雞

糞、甘蔗葉）或綠肥，以提高防治效

果；減少造成根部、塊莖傷口之機

會，如吸芽自地上部切除等；採用噴

帶（灌）設施，改善蕉園排水；所有

處理病株後的工具，必須以火燒法或

以15 %福馬林浸洗，如此可避免工具

沾染病原菌，而感染其他健康蕉株。

六、參考文獻
 1. 孫守恭、黃振文。1996。臺灣植物鐮胞

菌病害。世維出版社。170頁。

 2. 張碧芳、張景宜、劉恩慈、陳盈如、黃

振文。2003。利用隨機增幅核酸多型性

分析及聚合酵素連鎖反應技術檢測香蕉

黃葉病菌。中華民國植物病理學會92年

年會。植物病理學會刊12(4):276。

 3. 黃新川、柯文雄、趙治平。1994。香

蕉黃葉病優良品系。植物保護學會會刊

36:281-291。

 4. 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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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Genetic variation among vegetative 

compatibility groups of Fusarium oxysp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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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國內香蕉主要病害之一，常發生

於香蕉組培苗蕉園種植前期3個月內，引發

蕉農季節性補植困擾。一般發生率多在一成

以下，惟嚴重時，可造成95 % 之受害率。

1930年首次報導於澳洲，目前遍及全球，多

輕微危害。

二、病徵
罹病蕉株矮化，葉片簇生，葉幅狹窄

且短小。在幼葉片出現白色或黃色條斑，

向葉緣處擴張，形成嵌紋狀，有時有菱形

斑出現。老葉葉鞘往往會脫離假莖，或在

葉片及葉柄處有壞疽現象，在寒冷季節或

多雨季節，被感染蕉株心葉壞疽枯死，呈

現心腐現象。田間之香蕉病株，依病徵可

分為輕嵌紋型、嚴重嵌紋型、重嵌紋帶畸

香蕉嵌紋病
病原菌學名：Cucumber  mosaic virus（CMV）

英文：Cucumber mosaic of banana；Banana mosaic；
Heart rot; Infectious chlorosis

圖一：發生嵌紋病之病株新葉常呈畸形發育或

心腐。

圖二：蕉苗定植初期田畦舖設銀色反光塑膠

布，可忌避蚜蟲侵入，減少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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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及壞疽型等4型。

三、病害概述
（一）分類地位

Bromoviridae

Cucumovirus

（二）分布

澳洲、巴西、千里島、佛羅里達、海

地、哥德洛普島（法屬）、海地、科麥隆、

哥倫比亞、宏都拉斯、聖文森、哥斯大黎

加、委內瑞拉、波多黎各、西非、南非、摩

洛哥、印度、斯里蘭卡、菲律賓及臺灣等。

（三）寄主

共800多種，包括香蕉、瓜類、茄科、

豆科、十字花科、玉米、千日紅、矮牽牛、

龍葵、燈籠草及藜等多種雜草。

（四）形態

為球形20面體，直徑約28 ~ 30 nm具單

股核醣核酸（RNA），多數之胡瓜嵌紋病毒

（CMV）系統具3種基因組及1個次基因組，

少數系統另具第5種之衛星RNA。危害臺灣

香蕉之CMV系統屬於熱帶地區Group I。

（五）診斷技術

藉由病徵、指示植物、血清學或利用酵

素標誌抗體法（ELISA）及核酸聚合酵素連

鎖反應（PCR）技術可有效辨識。依據病徵

表現，危害香蕉之CMV可分為3種系統，分

別為引起蕉株嚴重嵌紋、新葉變小、細長、

畸形；強病毒系統，引起心腐、蕉株矮化及

壞疽死亡；引起蕉株嚴重嵌紋，但葉不成畸

形。

四、發生生態
整年發生，但秋季至春季（9月至隔年4

月）涼爽乾旱期間，危害較為頻繁。本病主

要由棉蚜媒介傳播，亦可經由黍蚜、桃蚜傳

播。並可由蕉園雜草、瓜類、茄科及豆科植

物等中間寄主傳至香蕉，以棉蚜由藜傳至小

蕉苗，1星期至1個半月出現病徵。高度達60

公分以上之組培蕉苗植株發病率明顯較一般

較矮小之組培蕉株發病率低，一般較大吸芽

苗之潛伏期較長，約3個月。

五、防治方法
（一）自苗圃領用組培蕉苗日起至定植後三

個月期間，每7 ~ 10天噴施1次加保扶

等防治藥劑防治蚜蟲。

（二）新地種植組培苗時，宜在田畦覆蓋銀

色反光布，忌避棉蚜類蚜蟲入侵傳

播。

（三）嚴重疫區宜種植吸芽苗，其植株較茁

壯、葉片厚，不易被蚜蟲叮咬而染

病。

（四） 蕉株出現病徵時，即應砍除燒燬，

並連同塊莖切碎，避免新吸芽再長

出。

（五） 清除蕉園雜草（如燈籠草，龍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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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避免毗鄰或在蕉園間作瓜類或茄豆科

植物。

六、參考文獻
 1. 吳孟鈴。1994。單元抗體之製備與應用

於香蕉嵌紋病原胡瓜嵌紋病毒之系統與

感染生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蟲

害學博士論文。176頁。

 2. 吳瑞鈺。1982。引起香蕉嵌紋病之胡瓜

病毒系統。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

碩士論文。

 3. 張翹楚。1974。臺灣香蕉嵌紋病之研

究。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碩士論

文。

 4. 趙治平、劉盛興、陳新評、黃明道、李

勳獎。1995。香蕉嵌紋病發生調查及防

治研究。植物保護會刊37:445-446。

 5.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1996。79頁。

 6. 蔡雲鵬、黃明道、陳新評、劉盛興。

1986。香蕉嵌紋病發生生態。植物保護

會刊28:383-387。

 7. 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灣香蕉研究所印行。95頁。

 8. Chou, C. N., C. E. Chen, M. L. Wu, H. J. 

Su, and H. H. Yeh. 2008. Biolog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Taiwanese 

isolates of Cucumber mosaic virus  associated 

with banana mosaic disease. Journal of 

Phytopathology . （ In press ）. 

 9. Hwang, S. C. and H. J. Su. 1998. Production 

of virus-free banana plantlets in Taiwa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FFTC extension bulletin. 

10.Jones, D. 2000. Diseases of banana, abaca and 

enset. CAB International. 544pp.

11.Owen, J., Shintaku, Aeschleman P., Ben Tahar 

S. and Palukitis P. 1990. Nucleotide sequence 

and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 of Cucumber 

mosaic virus（CMV） strains. CMV RNA 3. 

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 71, 2243-2249.

12.Persley, D. 1993, Diseases of fruit crops. 

Queensland. Dept. of Primary Industries. 

178pp.

13.Stover, R. H. 1972. Banana, Plantain and 

Abaca Diseases. Commonwealty Mycological 

Institute, Kew. 316pp.

（作者：蘇鴻基、趙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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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目前全球最嚴重之香蕉病毒病，最早

記載於1889年之斐濟。危害程度與蕉園栽

培管理有關，嚴重受害時整區廢園。1892 ~ 

1958年期間曾於中部蕉區數度大流行，幾乎

造成台蕉主要栽培品種「北蕉」之滅絕。台

蕉主產區自1983年起推廣香蕉組培健康種苗

更新栽培制度，以及採用酵素標誌抗體法技

術（ELISA）檢測繁苗母材後，在新植蕉區

萎縮病發生率極為輕微，僅在宿根或老舊蕉

園較為常見。

二、病徵
危害全株。罹病蕉株矮化，假莖較細，

葉片狹小直立，葉柄縮短，葉片叢集於假莖

頂端而呈帚狀。新葉呈淡綠色，邊緣部份呈

白綠，沿中肋兩旁之葉色較濃，老葉則呈深

綠色，組織脆而易破，葉柄、葉脈及中肋有

香蕉萎縮病
病原菌學名：Banana bunchy top virus（BBTV）

英文：Banana bunchy top

圖一：受香蕉萎縮病危害之蕉株上方葉片常變

小直立且束集於莖頂。 圖二：葉鞘出現淺綠條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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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綠色斷續之線條。罹病蕉株往往不能抽

穗，若抽穗則果軸和果指極細小。

   

三、病害概述
（一）分類地位

Nanoviridae

Babuvirus 

（二）分布

非洲（加彭、蒲隆地、埃及、中非共

和國、剛果、剛果民主共和國、馬拉威、

盧安達）；大洋洲（澳洲、斐濟、東加及

關島）；美屬（所羅門群島、三毛、夏威

夷）；亞洲（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

菲律賓、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印度、印

尼、馬來西亞、越南、中國大陸、日本琉球

及臺灣）。

（三）寄主

芭蕉屬、纖維蕉、象蕉、觀賞蕉、美人

蕉、赫蕉及月桃等。

（四）形態

粒子體（virion）為20面體、直徑約

18 ~ 20 nm，具六條單股去氧核醣核酸

（DNA），每股核酸有1,000 ~ 1,100個核甘

酸長度，鞘蛋白20,000 Mr，沉澱係數46 S，

硫酸銫中之懸浮密度為1.29 ~ 1.30克/立方公

分。

（五）診斷技術

藉由病徵、酵素標誌抗體法（ELISA）

及核酸聚合酵素連鎖反應（PCR）技術可有

效辨識。依具病徵表現，BBTV可分為4種病

毒系統。系統1為強烈型系統，引起蕉株嚴

重之病徵，包括整株萎縮、葉片細小萎黃、

葉片叢集於株頂、葉脈透化及葉柄出現綠

條紋。系統2為中間型系統，引起輕度矮化

及葉片萎縮，葉脈透化清楚之病徵。系統3

為輕微型系統，僅引發輕微之斷續狀葉脈

透化。系統4為潛伏型系統，不引起任何病

徵，外觀與健株相似，接種植株越高，潛伏

期越長。

四、發生生態
整年發生。媒介昆蟲為蕉蚜（Pentalonia 

nigronervosa）。本病的潛伏期約30 ~ 70天。

在豪雨季節，蕉蚜活動力受限制，本病傳播

較慢。香蕉品種以2倍體AA基因組及3倍體

AAA基因組之香蕉種原最感病，含B基因組

之品種受害較輕微。

五、防治方法
（一）採用健康種苗。

（二）若採用吸芽時，吸芽苗來源必需採自

無病蕉園。

（三）以煤油噴射或灌注病株，可殺死病株

上之蕉蚜，並促使病株腐爛，大株病

蕉（2公尺以上）每株施用煤油300公

撮；中株病蕉（1 ~ 2公尺）每株施用

煤油200公撮；小株病蕉（1公尺以

下）每株施用煤油50 ~ 100公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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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理煤油後之病株，經5 ~ 7天開始腐

爛，即連塊莖掘出，砍碎曬乾，注意

勿使病株吸芽再長出。

（五）剷除蕉園附近蕉蚜之其他寄主，如月

桃及薑花。

（六） 若本病呈現惡化，可配合噴施殺蟲

劑，防治蚜蟲之藥劑有40.64 % 加保

扶水懸劑稀釋800倍、37 % 繁米松稀

釋1,500倍等。

六、參考文獻
 1. 吳瑞鈺。1987。香蕉萎縮病毒之特性及

其單元抗體。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蟲害

學碩士論文。212頁。

 2. 孫守恭。1965。香蕉萎縮病毒之研究。

「松本巍教授任教國立臺灣大學三十週

年紀念論文集」。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

專刊10號 :82-109。

 3. 曹麗玉。1998。香蕉萎縮病系統之生物

學與分子生物特性及其生態。國立臺灣

大學植物病蟲害學博士論文。132頁。

 4. 蔡雲鵬、黃明道、陳新評、劉盛興。

1986。香蕉嵌紋病發生生態。植物保護

會刊28:383-387。

 5. 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灣香蕉研究所印行。95頁。

 6. Hu, J. M., H. C. Fu, C. H. Lin, H. J. Su, and 

H. H. Yeh. 2007. Reassortment and concerted 

evolution in banana bunchy top virus 

genomes. Journal of Virology 81:1746-1761.

 7. Hwang, S. C. and H. J. Su. 1998. Production 

of Virus-Free Banana plantlets in Taiwa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Taipei, Taiwan, 

ROC. FFTC extension bulletin.

 8. Jones, D. 2000. Diseases of banana, abaca and 

enset. CAB International. 544pp.

 9. Persley, D. 1993, Diseases of fruit crops. 

Queensland. Dept. of Primary Industries. 

178pp.

10.Stover, R. H. 1972. Banana, Plantain and 

abaca diseases. Commonwealty Mycological 

Institute, Kew. 316pp.

11.Su, H. J., R. Y. Wu and L. Y. Tsao. 1993. 

Ecology of banana bunchy-top virus disease. 

Pages 308-312 in Proceeding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Banana Cultivation Technology, 14-18 

December 1992, Taiwan Banana Research 

Institute, Chiuju, Pingtung, Taiwan. INIBAP/

ASPANET, Montpellier, France.

12.Wu, R. Y. and H. J. Su. 1990. Pur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Banana bunchy top 

virus. J. Phytopathol. 128:153-160.

13.Yeh, H. H., H. J. Su and Chao, Y. C. 1994. 

Genome characterization and viral associated 

dsDNA components of Banana bunchy top 

virus . Virology 198:645-652.

（作者：葉信宏、趙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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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挖取吸芽或塊莖為種苗種植時，由於有

切面傷口，較易受到感染。南非曾發生華蕉

蕉園以塊莖定植時，30 % 蕉株感染此病。

以組織培養苗栽植之蕉區較少發生此病害，

目前在國內極少發生。

二、病徵
危害塊莖、假莖。罹病蕉株葉片黃化，

往往幼葉首先變黃，而底下老化葉片仍呈

綠色。切開假莖，其維管束組織呈水浸狀軟

腐、褐變，此病徵類似黃葉病，但軟腐病組

織有腐敗氣味之特徵，可與黃葉病區別。罹

病蕉株假莖軟弱，在發病後期容易曲折倒

伏。尤其抽穗後，病株不能載負果房重量而

倒伏。

三、病害概述
（一）分類地位：

Bacteria

Proteobacteria

Gammaproteobacteria

Enterobacteriales

Enterobacteriaceae

Erwinia

（二）分布

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哥倫比亞、衣索

比亞、南非及臺灣。

（三）寄主

華蕉、象蕉（Ensete）。

（四）生理生化特性及形態

Erwinia 屬細菌為革蘭氏陰性（gram-

n e g a t i v e）、兼性厭氧（f a c u l t a t i v e 

anaerobic）、不具氧化酵素活性（oxidase-

n e g a t i v e）。外觀形狀為桿狀（r o d -

shaped）、周生鞭毛（peritrichous），大小約

為0.5 ~ 1.0 × 1.0 ~ 3.0 μm，在Lunia-Bertani 

香蕉假莖、塊莖軟腐病
病原菌學名：Erwinia  spp.（E. carotovara subsp. carotovora或 E. chrysanthemi）

英文：Bacterial soft rot of rhizome and pseudostem

圖一：罹患香蕉塊莖及假莖軟腐病之假莖維管

束組織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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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r（LA）培養基上呈白色。E. carotovora 

subsp. carotovora及E. chrysanthemi在生理生化

特性上的差異為E. chrysanthemi會產生磷酸酶

（phosphatase）、蛋黃酵素（lecithinase）及

色氨酸酵素（tryptophanase，導致indole的產

生）、以及對紅黴素（erythromycin）敏感等

特性，而E. carotovora則不具這些特性。

（五）診斷技術

受害塊莖組織有腐臭味，且蕉株外部徵

狀似黃葉病。多發生於成株，不會感染同株

之吸芽。

四、發生生態
夏季高溫多濕多雨情況下，從塊莖傷

口或割葉後從假莖、葉鞘與葉柄傷口侵入感

染。雨季期間及排水不良蕉園，剛種植之蕉

苗在未成活前，亦會因本病菌感染而無法成

活。一般而言，此病菌不易侵入塊莖及吸

芽，且傳播與發病緩慢，不致猖獗成災。

五、防治方法
一般不需進行藥劑防治。

六、參考文獻
 1. 蔡雲鵬、黃新川。1985。香蕉塊莖及假

莖軟腐病。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灣香

蕉研究所印行。95頁。

 2. Jones, D. 2000. Diseases of banana, abaca and 

enset. CAB International. 544pp.

 3. Persley, D. 1993. Diseases of fruit crops. 

Queensland. Dept. of Primary Industries. 

178pp.

 4. Ploetz, R. C. 1992. Compendium of diseases 

of tropical fruit crops. APS. 

 5. Stover, R. H. 1972. Banana, Plantain and 

abaca diseases. Commonwealth Mycological 

Institute, Kew. 316pp.

（作者：李永安、趙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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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香 蕉 果 指 尖 腐 病 的 病 原 菌 屬 於

Burkholderia cepacia complex中的genomovar 

III。此病害於1934年首次出現於千里達華

蕉（Cavendish,基因組AAA）型香蕉。本病

以往因果肉褐化問題，曾被誤認由導致香

蕉細菌性萎凋病（Moko disease）之Ralstonia 

solanacearum（syn. Pseudomonas solanacearum）

引起；但因本病蕉株並未發生萎凋情形，故

又被稱為Mokillo disease。在宏都拉斯曾紀錄

12 % 之採收果串罹患果指尖腐病，且多發

生於果串較下方之果把。一把果手之蕉指

中，因常僅見一根果指受害，故被歸類為輕

微病害，無明顯經濟損失之虞。

二、病徵
受害果指較為細小、果指尾端筆直且突

出於同層果指排列面，果指腹面較為肥大。

果尖處果肉先發生褐化，再擴及果指前端果

肉組織。被感染之蕉指果肉切面呈黏稠狀，

進入採收期之香蕉果指尖腐病徵最明顯。

三、病害概述
（一）分類地位

Bacteria

Proteobacteria

果指尖腐病
病原菌學名：Burkholderia cenocepacia

英文：Bacterial finger-tip rot

圖一：發生尖腐病之蕉指常較細小且突出於果

指之排列面外。

圖二：果肉切面呈黏稠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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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proteobacteria

Burkholderiales

Burkholderiaceae

Burkholderia cenocepacia

（二）分布

中美洲、千里達、以色列、澳洲及臺

灣。

（三）寄主

華蕉類香蕉（如國內之主要栽培品種

「北蕉」、「寶島蕉」等）、洋蔥。

（四）生理生化特性及形態

革蘭氏陰性 （gram-negative）、好氧

菌（aerobic）、具氧化酵素活性（oxidase-

positive）。外觀形狀為桿狀，長度約為1.6 ~ 

3.2 μm，在Lunia-Bertani Agar（LA）培養基

上呈白色，並可在42 ℃下生長。

（五）診斷技術

B. cenocepacia可利用quinate做為生長的碳

素源，因此以quinate-yeast extract-tetracycline-

polymyxin （QY-TP）半選擇性培養基，可有

效自罹病香蕉組織分離出病原細菌。分離出

的病原細菌，可先接種洋蔥，以測試其病原

性，再進一步利用recA PCR-RFLP分析，即可

鑑定該菌為B. cenocepacia。

四、發生生態
幼果期即可出現典型病徵。國外認為

雨季期本病發生率較高，而國內則以冬季或

低溫期間抽穗之蕉株果房感染率偏多。果尖

出現傷口時較易造成感染。病原菌多存在花

部，極可能由昆蟲將病原菌由花部傳播至其

他花部。

五、防治方法
一般不需進行藥劑防治。香蕉終花期果

房整疏時，宜及時摘除果指花蒂，避免花蒂

硬化延後摘除時，引發果尖傷口感染。發現

罹患果指尖腐病之果指，即予以切除，以確

保良好果型。

六、參考文獻
 1. Buddenhagen, I. W. 1968. Banana diseases 

in the Pacific area. Pl. Prot. Bull. F.A.O. 

16-17-31.

 2. Chan, C. W. 2005. Isol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molecular typing of banana finger-tip rot 

Pathogen, Burkholderia cepacia . MS thesis. 

FuJen University. 85pp.

 3. Jones, D. 2000. Diseases of banana, abaca and 

enset. CAB International. 544pp.

 4. Lee, Y. A., C. W. Chan, Y. Y. Shiao and C. 

P. Chao. 2004.  Determination of genomovar 

status of Burkholderia cepacia  that causes 

banana finger-tip rot and development of a 

simple semi-selective medium for the isolation 

of the pathogen. Plant Pathology Bulletin 

13:177-184.

 5. Lee, Y. A., C. W. Chan and C. P. Chao. 2006. 



��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8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s 

of banana finger-tip rot and onion decay 

pathogens in Taiwan. Plant Pathology Bulletin 

15:117-124.

 6. Lee, Y. A. and C. W. Chan. 2007. Molecular 

typing of, and presence of genetic markers 

among banana finger-tip rot pathogen, 

Burkholderia cenocepacia , in Taiwan. 

Phytopathology 97:195-201.

 7. Persley, D. 1993. Diseases of fruit crops. 

Queensland. 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 

Brisbane, Australia. 178pp.

 8. Stover, R. H. 1972. Banana, Plantain and 

abaca diseases. Commonwealth Mycological 

Institute, Kew. 316pp.

（作者：李永安、趙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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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蕉果果手切軸面整修粗糙或不平滑時，

裝箱外銷船運期間，常引發裝箱之蕉果軸腐

問題。

二、病徵
危害果軸、果實。本病病原菌孢子在香

蕉分把後由切口處感染而引起，腐爛由果軸

開始，然後延伸至果肉，果軸全黑，略動果

指即會脫落。

三、病害概述
（一）分類地位：

Deuteromycetes

Moniliales

Moliniaceae

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

C e r a t o c y s t i s  p a r a d o x a 、

Collectotrichum musae及Fusarium 

spp.

（二）分布

分布極廣，遍及全球。

（三）寄主

香蕉。

（四）形態

可由多種真菌（Bo t r y o d i p l o i d i a 、

Fusarium、Cephalosprorium、Ceratocystis、

Collectotrichum、Verticillium）引起香蕉切軸發

霉，一般多由Fusarium pallidoroseum（Cooke）

Sacc或Collectotrichum musae 2種真菌引起。

（五）診斷技術

藉由病徵或培養鑑定。

香蕉軸腐病
病原菌學名：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黑腐病菌）

Ceratocystis paradoxa（軸腐病菌）

Fusarium  spp.（軸腐病菌）

Collectotrichum musae（Berk. and Curt.）Arx（炭疽病菌）

英文：Crown rot of banana

圖一：發生香蕉軸腐病之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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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生生態
整年發生，但夏季發生多，在果軸、

果柄及果指上則引起腐爛、落指、頂腐或污

斑。在夏季貯藏及運輸中最容易發生的傷痕

感染病害，其發病所需要之溫度較香蕉炭疽

病尤高，約在31℃左右。黑腐病之發生，

最初起源於腐敗的花被或花柱之內部，由此

處逐漸向果實頂部擴展蔓延，使果皮呈墨黑

色，當果實成熟時，此黑色腐敗部份可達

全果指的2/3甚至全部。果皮變黑軟化並皺

縮，果實表面或表皮下出現黑色之顆粒，此

即病原菌之孢子腔。大氣濕度適宜時，常在

黑化、皺縮及已形成孢子腔的果皮上產生極

為稠密、綠灰色及鼠灰色之菌絲層，將果皮

遮蔽；被害嚴重者，果指軟化腐敗成半液化

狀態，並散發甜香味，但失去食用價值。在

同一果指上雖蔓延甚快，但果指與果指間的

感染則需時較長。

五、防治方法
（一）採蕉、搬運、裝箱等各項操作時，盡

量避免擦傷。

（二）果把切軸軸面務必平順，加強清水淋

洗。配合日本進口規定不再淋浸90 %

腐絕或50 %免賴得藥劑，避免農藥殘

留。

（三）香蕉裝箱後及催熟前保存在16 ℃。

六、參考文獻

 1. 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灣香蕉研究所印行。95頁。

 2. Johanson A. and Blazquez. 1992. Fungi 

associated with banana crown rot on field-

packed fruit from the Windward Islands. Crop 

Protection 11:79-83.

 3. Jones, D. 2000. Diseases of banana, abaca and 

enset. CAB International. 544pp.

 4. Persley, D. 1993. Diseases of fruit crops. 

Queensland. Dept. of Primary Industries. 

178pp.

 5. Ploetz, R., G. A. Zentmayer, G. A. Nishijima, 

W. T., K. G. Rohrbach and H. D., Ohr. 1994. 

Compendium of Tropical Fruit Diseases. 

American Phytopathology Society Press, St 

Paul, Minnesota, 88pp.

 6. Stover, R. H. 1972. Banana, Plantain and 

abaca diseases. Commonwealth Mycological 

Institute, Kew. 316pp.

（作者：趙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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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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參考文獻
 1. 楊宏仁、莊再揚。1996。營養對香蕉炭

疽病菌附著器形成及潛伏感染之影響。

植物保護學會會刊 38:247-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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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dium of Tropical Fruit Disease. 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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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Shillingford, C. A., and Sinclair, J. B.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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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 Sci. 20: 373-424.

10.Simmonds J. H. and Mitchell, R. S. 1940. 

Black end and anthracnose of the bana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Gloeosporium musa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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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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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存在於全球香蕉栽培區中之植物寄生

性線蟲種類甚多，其中分布最廣且危害最

嚴重者為穿孔線蟲（Radopholus similes）、

根腐線蟲（Pratylenchus  spp.）、螺旋線蟲

（Helicotylenchus multicinctus）、根瘤線蟲

（Meloidogyne spp.）及腎形線蟲（Rotylenchus 

reniformis）等5種。熱帶地區以根瘤線蟲、

腎形線蟲及根腐線蟲最為常見，臺灣亦不例

外。根瘤線蟲為具高適應力的絕對寄生性植

物病原，分布於全世界，且幾乎可寄生於所

有高等植物種類上。特點是寄生部位的根

系、葉片或莖部腫大成瘤狀，因而得名。

二、病徵
被根瘤線蟲感染的香蕉根系可於主根及

次生根上出現明顯瘤腫後而腐敗。

連作蕉園中因感染源線蟲族群較高，根

尖感染後腫大，生長受阻，根系變少。罹染

根瘤線蟲之香蕉植株於幼苗期即易見發育不

良，葉片黃化最明顯始於入秋之後。

三、病原概述
（一）分類地位

Nematoda

Chromadorea

Rhabditida

Tylenchina

根瘤線蟲
病原菌學名：Meloidogyne incognita（Kofoid & White, 1919） Chitwood, 1949

M. javanica（Treub, 1885）Chitwood, 1949
英名：Root-knot nematodes

圖一：香蕉根系瘤腫黑腐。 圖二：香蕉罹根瘤線蟲病黃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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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lenchomorpha

Tylenchoidae

Meloidogynidae

Meloidogyne

M. incognita

M. javanica

（二）分布

北非洲及其西北方之加那利群島、西非

洲、南非洲、巴西、馬丁尼克、臺灣、北葉

門及菲律賓等地。

（三）寄主

寄主範圍甚廣，有紀錄之作物及雜草，

約在3,000種之譜。

（四）形態

雌雄異形。雌成蟲呈水滴狀，長0.3 ~ 

3公厘，直徑0.3 ~ 0.7公厘，半透明至乳白

色，頭尖尾圓，埋存於植物組織中。

雄成蟲呈蠕蟲狀，長1 ~ 2公厘，尾短

圓，交接刺強壯，無交接囊，游移於土壤

中。2齡幼蟲約0.45公厘長，細小，蠕蟲

形，尾尖呈皺縮波浪狀。

（五）診斷技術

香蕉根系的腫瘤，切開後可見其中之雌

成蟲及卵塊。葉片黃化病徵頗似老化及缺鉀

病狀，惟莖中無維管束褐化情形，與鐮胞病

菌引起之黃化病有所不同。

四、發生生態
臺灣香蕉園一年四季，只要土溫高於15 

℃，根瘤線蟲皆可完成其生活史，最有利繁

殖之氣候條件為高溫多雨，土壤條件最佳者

為砂質或砂質壤土。

五、防治方法
香蕉園的根瘤線蟲目前並無推薦藥劑

可防治，因此種植香蕉時須特別注意田間衛

生：

（一）寄主雜草之減除

圖三：香蕉根瘤線蟲雌成蟲及卵塊。 圖四：香蕉根瘤線蟲發育中之雌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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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地常見的160種雜草中，有19

科，45屬，60種雜草為根瘤線蟲寄主，其中

對本蟲有高感受性者佔41 %。果園常見的白

花霍香薊、昭和草、西番蓮、龍葵、燈籠酸

漿、山芥菜、香附子、黃花酢漿、馬齒莧、

藍豬耳、鱣腸、滿天星、通泉草及早苗蓼等

雜草都是根瘤線蟲之寄主植物。線蟲寄生

後，可大為孳息繁衍，成為一個感染源的大

本營。

（二）作物斷根之清除

在施肥、土壤翻耕後，罹病田中有許

多截斷根，附有許多的根瘤線蟲成蟲、幼蟲

及卵塊，在4個月後，卵塊中之卵依然可孵

化成幼蟲侵入根部。最好能將截斷根集中銷

燬，以免造成下一次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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