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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蕉產區因位於亞熱帶，生長期間常遭

受不同天然災害影響，輕則生長發育延緩，

重則明顯減收。天然災害中，多以夏秋季之

風災影響最大、水災次之。另外尚有地區性

之寒害或霜害及零星發生之冰雹災害及雷

擊。 

（一）風災：颱風或強風常造成高大之蕉株

折斷或倒伏，為避免風害損失，需進

行下列之預防措施：

 1. 進入中株期後，宜儘早插立防風支柱

（選用熟度佳、節間短、直徑達4.6公分

且高度達4.8公尺之防腐支柱），插立深

度需達0.6公尺以上；並視蕉株高度，隨

時調整綁繩位置。

 2. 中株後，多施鉀肥，促進蕉株健壯度。

 3. 實施地面切除吸芽方式，避免以鏟深處

挖除吸芽地下塊莖，增加根系抓地力。

 4. 颱風季節預留1 ~ 2吸芽，以備母株受害

時替換。

 5. 颱風後，需及時復耕，將傾斜之蕉株扶

正。

（二）水災：為避免蕉園積水，宜選擇排水

良好地區栽植、設立高畦，以利排

水。豪雨導致蕉園積水不退，天氣轉

晴後，蕉園若仍呈浸水情況且達2 ~ 3

天然災害
（風災、水災、寒害、冰雹、雷擊）

圖一：未插立防風支柱之蕉株易受颱風侵襲，

並導致嚴重折斷或倒伏。

圖二：蕉園長期浸水後，蕉葉迅速黃化萎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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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上時，蕉株根系將開始腐敗，導

致葉片黃化及萎凋，產期隨之延後。

（三）寒害：香蕉屬熱帶果樹，不耐低溫。

冬季低溫寒流來襲，若溫度持續低於

13 ℃以下，輕則蕉葉黃化，嚴重時

蕉葉由黃轉黑；同時果指因表皮下之

乳導管受傷（凍傷，俗稱感冒），綠

色果皮變成灰白色，催熟後果皮暗

黃、無光澤，影響賣相。宜注意下列

預防方法：

 1. 灌溉：寒（霜）害來臨前加強灌溉，可

促進日間陽光熱能之吸收，增加土壤溫

度，保護根系。

 2. 加強套袋：溫度偏低時，採用兩層套袋

可增加套袋內溫度1~2℃。

 3. 葉面噴水：清晨進行葉面噴水洗除結

霜。

（四）冰雹：受冰雹危害之葉片常被撕裂，

蕉果表皮出現凹陷黑斑，致使蕉果採

收後無商品價值或收益損失。冰雹後

之蕉園宜採行下列措施：

 1.提早採收外觀尚可、且已飽熟之果串。

 2. 未抽穗蕉株葉片嚴重撕裂時，宜予以割

除、促進新葉生長，回復樹勢。

 3. 已抽穗蕉株若因受害只有2 ~ 3片新葉

時，幼果無法飽熟，宜予以砍除，促進

新吸芽之生長。

（五）雷擊：被雷擊之蕉株新葉葉尖萎黃，

離葉尖約20 ~ 30公分處之中肋常折

斷，並吊掛在蕉株上，最後整葉枯

萎。嚴重時，由葉片中肋之褐化現象

會延伸至假莖，導致維管束褐化，假

莖最後軟腐。嚴重受害之蕉株宜砍除

並重新補植。

圖四：受冰雹危害之蕉果表皮傷痕纍纍。圖三：輕微寒害（圖左）及嚴重寒害（圖右）

之蕉株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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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考文獻
 1. 朱慶國。1988。八一四豪雨蕉園受害情

形與復舊措施。果農合作 491:44-47。

 2. 蔡雲鵬。1992。香蕉天然災害防範之

道。果農合作533: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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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kstein, K. and C. Fraser. 1996. Effect of 

hail on banana fruit grown with or without 

bunch covers. Citrus and Subtropical Fruit 

Research Institute information Bulletin 

2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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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set. CAB International. 544pp.

 6. Robinson, J. C. 1993. Climate-induced 

problems of growing bananas in the 

subtropics. Citrus and Subtropical Fruit 

Institute Information Bulletin 245:16-22.

 7. Robinson, J. C. 1996. Bananas and Plantains. 

Crop Production Science in Horticulture 5, 

CAB International, Walingford, UK, 238pp.

 8. Stoverm, R. H. and N. W. Simmonds. 1987. 

Bananas, 3rd edn. Longma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UK. 468pp.

（作者：趙治平）

圖五：被雷擊之蕉株外觀。



��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8

一、前言
1960年代已在臺灣中南部出現，整區蕉

株葉緣明顯枯乾褐化，嚴重影響蕉株正常發

育、產量及品質。病因於1978年被鑑定出與

磚窯場不當排放氟化氫污染引發鄰近蕉區葉

片受害有關。1980 ~ 1990年代期間，陸續

於南投縣集集與竹山、台南縣左鎮以及高雄

縣旗山等地磚窯場鄰近蕉區發生此一公害問

題。近年來，因磚窯工廠逐漸關閉，蕉園受

害疫情逐漸趨緩。

二、病徵
在蕉株生長中期以後長出之新葉開始出

現病徵，初期病斑出現在上方第2 ~ 3幼葉，

初為暗綠色或萎黃斑紋，稍帶水浸狀，斑點

之顏色很快加深，呈深褐色之壞疽斑，嚴重

時葉緣20公分處散生多數斑紋，因易受到

圓星病病菌之侵入，因此鄰接之健康組織變

淡黃色。嚴重被害病葉後期葉緣呈波浪或齒

狀邊界之枯焦帶，被害組織褪色而呈灰白至

淡褐色，4 ~ 5葉期以前之幼蕉，不易發生，

即或發生症狀亦輕微，至中株期（1 ~ 2公尺

高）普遍發生，尤以雨後，病斑進展迅速。

    

三、病害概述
（一）病因

係由空氣傳播之氟化氫氣體引起。與正

常蕉株葉片所含之36 ~ 82 ppm氟化氫濃度

相比，受害緣枯葉片氟化氫含量高達117 ~ 

2,119 ppm。

（二）分布

臺灣。

（三）受害作物

香蕉、鳳梨、橄欖、楊桃、梨、葡萄、

水稻、玉米、甕菜、韭菜、冬瓜、咖啡、可

可椰子、唐菖蒲、腎蕨、相思樹、檳榔。

（四）診斷技術

香蕉緣枯病
Banana marginal scorch

圖一：受到氟化氫危害之蕉區葉片，初期葉緣

出現水浸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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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區同一受風面植株上方數葉葉片葉緣

處普遍發生褐化或枯乾徵狀，且多位於磚窯

場下方處。必要時可分析病組織之氟含量，

予以確認，與施肥不當造成之傷害區別。

四、發生生態
全年發生，病害發生程度與風雨飄散氟

化物有明顯相關性。順風飄散時，危害區域

可達數十公里遠。

五、防治方法
（一）減輕附近之污染源，即磚窯場附近避

免種植。

（二）改善磚窯場之排氣系統，以降低氟化

氯之排放。

六、參考文獻
 1. 林茂盛、張瑞明、陳淋湖。1994。空氣

污染危害農作物症狀圖鑑。行政院農委

會農業試驗所。206頁。

 2. 孫岩章。2001。環境污染與公害鑑定。

科技圖書。384頁。

 3. 黃新川、鄭允、莊再揚。1979。香蕉保

護技術。22頁。

 4. 蔣慕琰。2004。公害污染對植物之影響

與鑑定案例介紹。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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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鴻基、柯文雄、莊再揚、黃明道、黃

新川。1978。香蕉緣枯病之病因研究

－尤其是污染空氣之氟化物與此病之關

係。臺灣香蕉研究所研究特刊第21號。

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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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set. CAB International. 544pp.

 8. Sun, E. J. 1994. Air pollution injuries 

to vegetation in Taiwan. Plant Disease 

78:436-440.

（作者：柯文雄、趙治平）

圖二：受到氟化氫危害之蕉區葉片，後期葉緣

嚴重緣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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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蕉外銷日本船運或貯運期間，常因採

收包裝之青蕉來源熟度（果齡）不一，導致

整個船艙或貨櫃香蕉抵達日本港口前，因少

數過熟香蕉果把船運期間釋放乙烯氣，激發

一般正常香蕉產生大量內生乙烯，導致台蕉

抵達日本卸貨時，已呈黃熟狀態，失去商品

價值。

二、病徵
香蕉果房若未能適時採收導致過熟時，

即可能發生「青膨」或「黃膨」現象。「青

膨」蕉為果皮仍呈綠色但果肉已軟化之香

蕉；「黃膨」蕉為未經催熟之香蕉，但果皮

已黃化（圖一）。

三、發生生態
香蕉會發生過熟與下列因素有關：

（一）採收熟度過高。

（二）葉部病害（黑星病、葉斑病）危害嚴

重。

（三）採收後未儘速冷卻，在高溫環境下放

置時間太長。

（四）船運過程，冷凍機械故障或溫度太高

（14 ℃上）。

四、防治方法
（一）蕉園進入終花期後，每週即需以不同

色帶標示追蹤各蕉株果房之成熟度

（果齡）。參考「香蕉開花至採收日

數表」，適時採收不同季節之香蕉；

成熟度超過21天之果房，若果指未及

7 ~ 7.5分飽度，或徑周達3.5公分時，

仍一律嚴格淘汰，不可混裝。

（二）作好葉片保護工作，採收蕉株之活葉

數需達5 ~ 6片以上。

（三）採收至裝船或貯藏時間應盡量縮短。

（四）飽滿度太高者應予剔除。

青膨、黃膨
Yellow pulp、Mixed ripe fruit

圖一：黃膨之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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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確實注意冷凍機之維護與溫度控制。

（六）降低貯運溫度在13 ~ 14 ℃之間，減

少果實呼吸，亦可延後香蕉成熟。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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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es, D. 2000. Diseases of banana, abaca and 

enset. CAB International. 544pp. 

 3. Marriott, J. 1980. Banana: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of storage and ripening for 

optimum quality. CRC Critical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13, 41-88.

 4. Rippon, L. E. 1975. Knowing bunch age can 

increase grower's profits. Banana Bulletin 39 

(4), 2.

 5. Robinson, J. C. 1996. Bananas and plantains. 

CAB International. 238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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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ca diseases. Commonwealty Mycological 

Institute, Kew. 316pp.

 7. Turner, D. W. and Rippon, L. E. 1973. Effect 

of bunch covers on fruit growth and maturity 

in bananas. Tropical Agriculture (Trinidad) 

50, 235-240.

（作者：魏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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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夏季期間因高溫炎熱，採收之香蕉較易

發生果指日燒問題。

二、病徵
受害部位常出現於果串最上方、被陽光

曝曬之果把蕉指，且以指尖最早發生日燒病

徵（圖一），受害果指部位表皮由黃轉黑。

三、發生生態
夏季炎熱季節或蕉園因已進入採收後

期、透光率變大時，蕉果較易發生日燒問

題，尤以套用透明塑膠袋或近路邊之蕉株果

房日燒情形最為明顯。

四、防治方法
（一）使用褐色、透氣牛皮紙套袋防治日燒

效果最佳。如以藍色塑膠套袋保護果

房時，夏季期間宜在套袋上方或內部

另加附一層報紙，避免強光灼傷果指

表皮。

（二）作好葉片保護工作。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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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es, D. 2000. Diseases of banana, abaca and 

enset. CAB International. 544pp.

 3. Ke, L. S., Weng, M. H., Wang, S. L. and 

D. F. Ke. 1981. Effect of PE bunch covers 

with different colour gradings on sunburning, 

appearance and ripening of banana fruit.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Science 27, p.177-186.

 4. Kuhne, F. A. 1980. The use of bunch covers 

in banana cultivation. Farming in South 

Africa. Bananas G5, p.1.

 5. Rippon, L. E. and Turner, D. W. 1970. 

Summer bunch covers for bananas. Agriculture 

香蕉果指日燒
Sunburn

圖一：果指日燒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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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zette of New South Wales 81, p.344.

 6. Robinson, J. C. 1996. Bananas and plantains. 

CAB International. 238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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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ca diseases. Commonwealty Mycological 

Institute, Kew. 316pp.

（作者：魏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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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果把在採收、搬運、分把、選別、裝

箱、運輸等過程中，如操作不當，易發生擦

壓傷（圖一）。蕉果受機械傷害後，傷口由

水浸斑轉褐化，影響外觀品質至鉅。

二、發生條件
蕉農將果把從蕉園運至集貨場時，直接

將果把彼此疊放，而未將果把分層以清潔棉

被疊放在車上運送時，最易引發香蕉表皮發

生擦壓傷。集貨場過磅秤重時，疊放之蕉把

易發生擦壓傷。洗蕉池進行清洗，果把數量

堆積過多，清水無法充分進行沖洗時，蕉把

之間亦常引發擦壓傷。

三、預防方法
（一）香蕉集運時，需以乾淨之棉被分層放

置。

（二）集貨場進行磅重前，磅重盤中之各果

把需以泡棉襯墊逐一隔開。

（三）整串香蕉進場分把後，直接放入水池

清洗。

（四）放入洗蕉池之果把避免疊放，而需充

分沖洗。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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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inson, J. C. 1996. Bananas and plantains. 

CAB International. 238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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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ca diseases. Commonwealty Mycological 

Institute, Kew. 316pp.

（作者：魏彥青）

香蕉擦壓傷
Scarrings and bruises

圖一：擦傷嚴重之果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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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台蕉外觀品質之主要缺點之一，為

蕉果集運期間造成之蕉乳污染問題，歷年來

常受日本進口業者詬病，對外銷市場售價影

響極大。

二、病徵
集運包裝之香蕉果指表面出現黏稠、深

褐色之區域（圖一），受污染後之果把常無

法將表面之蕉乳污染源清除。

三、發生條件
香蕉終花期前（果指尚未上彎時），未

能及時摘除果指花蒂，在雨季或至採收集運

期間方將果指花蒂摘除時，可引發果尖處流

出蕉乳。果串在田間分把後，果把未能以清

潔棉被分層放置，彼此疊放進行集運時，果

軸切口處之蕉乳亦常滲出污染下方疊放之果

把。果把運送至外銷集貨場，果把切軸面經

選別人員整修後，若放置在洗蕉池吐蕉乳時

間不足15 ~ 20分鐘時，包裝集運之香蕉亦有

蕉乳污染之風險。

四、預防方法
（一）終花期確實摘除香蕉幼果之花蒂。

（二）果串上之各果把逐一分把後，在田間

先放置在蕉葉上以利蕉乳吐出，然後

一層棉被一層香蕉分層疊放積車運送

至外銷集貨場。

（三）各果把在集貨場經選別人員分別整修

果軸軸面、進行磅重前，磅重盤中之

各果把需以泡棉襯墊逐一隔開。

（四） 大面積蕉園宜整串採收運送至集貨

場，直接吊掛分把後放入洗蕉池清

洗。

（五）香蕉放入含有明礬之流動清水（呈灰

白混濁色）洗蕉池中清洗15 ~ 20分鐘

以上。

蕉乳污染
Latex stain

圖一：蕉乳污染之果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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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果把包裝前，宜濾除水分並以電扇促

進乾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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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inson, J. C. 1996. Bananas and plantains. 

CAB International. 238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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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ca diseases. Commonwealty Mycological 

Institute, Kew. 316pp.

（作者：魏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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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香蕉種植至採收期間，不當施用病蟲草

害防治藥劑，有引發蕉株藥害及發育不良之

虞。藥害輕則延後蕉株生長，重則導致蕉株

枯萎或蕉果外觀不良、不具商品價值。國內

蕉區藥害問題又以除草劑藥害最為常見。

二、藥害種類與預防
（一） 除草劑藥害：新植組培蕉苗區灌溉

後，雜草生長旺盛，此時期蕉苗植株

極矮小，不當施用除草劑，極易造成

蕉苗植株藥害。輕則葉片產生褐斑，

重則導致蕉株葉片組織萎縮或呈畸形

發育，甚至枯萎。

為預防蕉株種植初期藥害問題，建議蕉

農注意下列事項：

 1. 整地時期，不宜先行施用嘉磷塞或2,4-D

類之系統性除草劑，避免殘留藥劑引發

蕉苗藥害。

 2. 田畦舖設銀灰塑膠布定植蕉苗，可兼具

雜草防除、避免藥害及減少嵌紋病發生

之效用。

 3. 幼苗期若必須施用除草劑，避免在風雨

日噴施，且宜使用如固殺草或巴拉刈類

之接觸性除草劑。

（二）果房藥害：蕉株進入抽穗期後，果房

逐漸展開，葉部黑星病等噴藥防治作

業時，若使用之系統性藥劑不當噴施

藥害

圖一：蕉株幼期分別由巴拉刈（上圖）及嘉磷

塞（下圖）除草劑引發之藥害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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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果房時，常引發蕉果藥害問題（圖

二）。

為避免果房發生藥害，請參考下列建議

措施：

 1. 施藥前進入終花期之幼果需先行套袋。

 2. 若未能及時將幼果予以套袋時，需避免

將葉部防治藥劑噴施至果房。

三、參考文獻
 1. 袁秋英。2003。果園之雜草管理。雜草

學與雜草管理。p.225-239。

 2. 黃振文、胡建國。1996。除草劑促進植

物病害發生的副作用與防治法。除草劑

安全使用及草類利用管理研討會專刊。

p.37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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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set. CAB International. 544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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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ca diseases. Commonwealth Mycological 

Institute, Kew. 316pp.

（作者：趙治平）

圖二：香蕉果房噴施系統性藥劑後，易發生藥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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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香蕉組織培養苗從苗圃馴化假植至移植

田間定植初期，此病一般零星發生，發生率

多在1 % 以下，管理不良之馴化苗圃曾導致

30 % 以上之缽苗枯萎。1996年數筆新地蕉

園定植後，蕉苗枯心率高達50 ~ 95 %。

二、病徵
受害蕉苗心葉無法正常抽展，或抽展緩

慢、逐漸枯萎黑化，展開之新葉常黃化或在

葉緣褐化，根系變黑且根尖多腐爛，球莖基

部或莖頂分生組織部位常出現凹孔。

三、病害概述
（一）病因

係因缺乏鈣及硼元素所致。

（二）分布

臺灣。

（三）受害作物

香蕉。

（四）診斷技術

多發生於新植蕉區，檢查是否出現上述

徵狀。球莖象鼻蟲雖可引發蕉苗心葉枯萎或

黑化之類似徵狀，但其僅在老舊蕉區危害，

且在球莖內部形成隧道。

四、發生生態
採用混合碳化稻殼之砂土介質假植蕉

苗、苗缽太小、蕉苗老化或苗圃地面有積水

蕉苗枯心病
Heart rot of banana plantlets

圖一：發生枯心病之組培蕉苗心葉不易抽出且

常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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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熱之虞時，皆易引發此病。

五、防治方法
（一）苗圃假植土宜先行混合1 %（w/w）之

硫酸鈣及1 %（w/v）之硼砂，再行假

植。苗圃假植後，定期噴施含鈣硼元

素（鈣100倍、水硼5,000倍稀釋液）

之液體肥料1 ~ 2次。

（二）添加充分發酵有機肥於介質中，並選

用較大苗缽假植，以利根系正常生

長。

（三）將苗床墊高並做好馴化苗圃之排水。

（四） 苗缽底部直徑僅約8 ~ 10公分大小

時，2 ~ 4月假植之蕉苗苗齡達60天、

5 ~ 6月假植苗達30 ~ 45天以上時，為

避免蕉苗老化枯心，即需移至田間種

植。

六、參考文獻 
 1. 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1996。p.55-60。

 2. Ko, W. H., S. P. Chen, C. P. Chao and S. C. 

Hwang. 1997. Etiology and control of heart 

rot of banana tissue culture plantlets. Plant 

Pathology Bulletin （Taiwan） 6: 31-3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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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Hwang, S. C., C. L. Chen, J. C. Lin, and H. 

L. Lin. 1984. Cultivation of Banana using 

plantlets from meristem culture. HortScience 

19:231-233.

（作者：柯文雄、趙治平）

圖二：枯心蕉苗球莖基部出現黑色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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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採收之青蕉經由乙烯氣體及16 ~ 20 ℃ 

4 ~ 6天降溫溫控環境人工催熟作業後，青綠

果皮一般漸由綠轉黃。若香蕉催熟後，果皮

黃化不均或始終維持青綠的情況，稱為「兩

段著色」蕉（或俗稱陰陽蕉），日本人常稱

為「青丹蕉」。兩段著色蕉明顯發生時，常

導致其商品價值，售價滑落。

二、症狀
輕微兩段著色蕉的部份果指轉色稍慢，

但仍能逐漸轉黃；反之，嚴重的兩段著色蕉

即使果肉已軟化，果指上的生理斑點（芝麻

點）也出現，果指仍然青綠。

三、發生條件
（一）兩段著色蕉多發生在12月至隔年3月

低溫期抽穗，4 ~ 6月採收之春蕉，為

臺灣香蕉所獨有的季節性問題。 

（二）國內主要外銷香蕉品種中，兩段著色

發生情形以「北蕉」較低，「寶島

蕉」略高。

（三）同一果串中以上方較大之前三果把兩

段著色發生比率最高。

香蕉兩段著色
Uneven degreening

圖一：果皮轉色不均之兩段著色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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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防措施
（一）植蕉管理方面：去除大把蕉。

（二） 在12月至隔年3月低溫期間抽穗之春

蕉果房，在果串終花時，宜套用褐色

牛皮紙套袋，或以藍色PE袋內襯報紙

或半張牛皮紙套袋保護。

五、參考文獻
 1. 柯立祥。1987。臺灣香蕉採收後生理之

研究。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園藝學

研究所。318頁。

 2. 柯立祥、柯定芳、張春梅。1988。殺草

劑施用對香蕉初期生育之影響。中國園

藝34（4）:318~319。

 3.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1986。p.31-36。

 4.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1991。p.45-50。

 5.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1995。p.56-58。

 6.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2001。p.47。

 7. 鄭正勇、張春梅。1993。蕉園適當施肥

好處多。果農合作547:12-16。

 8. 蔣世超、張春梅、陳美珍。1996。氮肥

適用量對「北蕉」生育、產量與品質之

影響。中國園藝42（1）: 68-77。

 9. 鄧澄欣、戴奇協、湯興宗。1996。香

蕉營養系選種的應用：兩段著色防治可

行性之探討。中國園藝學會八十五年年

會。p.11。

10.Chiang, S. C., C. Y. Tang, C. P. Chao, and 

S. C. Hwang. 1998.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the prevention on uneven degreening 

of bananas in Taiwan. In V. Galan Sauco 

（ed.）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anana in the subtropics. Acta 

Hort. 490:511-518.

11.Jones, D. R. 1999. Diseases of banana, abaca 

and enset. CAB International. 523pp.

（作者：柯定芳、張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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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正常黃熟的香蕉果肉，質軟易折，若果

肉未能正常軟化，甚至曲而不折時，稱為硬

心（rubbery banana；hard lump）。目前除臺

灣外，位於亞熱帶之澳州、南非蕉區以及菲

律賓800 ~ 900公尺海拔之華蕉蕉區曾發生

硬心蕉問題，印度之呂宋蕉亦曾出現此一問

題。

二、症狀
明顯硬心之香蕉果肉硬脆、甜度低，嚐

如半熟的紅蘿蔔。

三、發生條件
（一）具季節性，高峰期硬心香蕉，與「兩

段著色」蕉相似，多為經過低溫期抽

穗、且在4月至6月間採收之果串。

（二）硬心蕉多發生在新植蕉園且飽滿度較

高之大把蕉。

（三）硬心蕉果肉鐵、鈣含量較低，但鉀含

量則較高。

四、預防措施
在未能完全瞭解硬心發生之機制前，根

據多年來收集之資料與試驗結果，提出以下

因應措施，以減少發生硬心機率：

（一） 篩選無果肉硬心之優良品系種苗種

植。

（二）宣導蕉農正確蕉園土壤管理觀念，施

用石灰或其它含鈣資材，提昇土壤鈣

含量。

（三）冬季時，留意寒流來襲時機，加強蕉

園灌溉，保持地溫穩定與根系活力。

（四）落實疏除大把蕉作業。

五、參考文獻
 1. 王秀玉。1999。硬心香蕉熟成酵素與物

香蕉硬心
Pulp rubberiness

圖一：左方為嚴重硬心之香蕉果肉不易折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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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質之研究。碩士論文。屏東科技大

學食品科學研究所。97頁。

 2. 陳震學。2002。果膠酵素與硬心香蕉形

成之探討。碩士論文。屏東科技大學食

品科學研究所。109頁。

 3. 張春梅、蔣世超、陳美珍、柯定芳。

2004。香蕉的後熟生理障礙－果肉硬

心。中國園藝50（4）:544-545。

 4. 黃新川、趙治平、楊儒民。1991。香蕉

果實硬心報告。臺灣香蕉研究所印行。

10頁。

 5. 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1997。p.46-47。

 6. 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1998。p.43-44。

 7. 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2000。p.71-77。

 8. 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2001。p.35-39。

 9. 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2002。p.46-49。

10. 蔣世超、張春梅、陳美珍、柯定芳。

2006。香蕉硬心發生原因與預防-從

礦物營養的觀點。臺灣園藝52（3）

:263-276。

11. Blake, J. R. 1994. Rubbery bananas. 

Food Preservation Rsch. Lab. Queensland 

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 （Personal 

communication）.

12.Brady, C. J. 1976. The pectinesterase of 

the pulp of banana fruit. Aust. J. Plant 

Physiology. 3:163-172.

13.Jones, D. R. 1999. Diseases of banana, abaca 

and enset. CAB International. 523pp. 

14. Mao, W. W. and J. E. Kinsella. 1981. 

Amylase activity in banana fruit: properties 

and changes in activity with ripening. J. of 

Food Sci. 46:1400-1403.

（作者：張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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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成熟斑之發生，常與香蕉熟度過高有

關，為採後品質另一主要瑕疵。在澳洲及中

美洲之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均曾發生華蕉類

成熟斑問題。嚴重時，曾造成20 % 之發生

率，因外觀不良，不具商品價值。和成熟度

較低之香蕉比較，產生成熟斑之蕉果果皮轉

色較快，櫥架壽命較短，可溶性固形物較

低。

二、症狀
香蕉成熟斑係一生理性病害。當蕉果成

熟度偏高時方行採收，常在外輪果指兩側部

位出現細微之銹斑狀或褐色花紋。隨著果齡

增加，褐色銹斑漸趨明顯，危害面積亦逐漸

擴及果指前後端，形如眉毛。

三、發生條件
（一）延後採收：延後採收或熟度過高之蕉

果均會產生成熟斑。

（二）品種：國內現有華蕉品系中以「寶島

蕉」發生率較高。

（三） 成熟斑的發生被認為和大雨季節、

高溫、高濕度和鉀/鎂失衡等逆境有

關。

四、預防措施
宣導蕉農依據「香蕉開花至採收日數

表」及時採收香蕉。

五、參考文獻
 1. 張春梅、蔣世超、柯定芳。2005。「寶

島蕉」之成熟斑與後熟特性。中國園藝

51（4）:409。

 2. 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2003。p.28-30。

 3. 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2004。p.25-27。

 4. 臺灣香蕉研究所年報。2005。p.30-33。

香蕉成熟斑
Maturity stain （or bronzing）

圖一：發生成熟斑之蕉指，果皮常出現如眉毛

之褐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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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Jones, D. R. 1999. （ed.）. Diseases of 

banana, abaca and enset. CABI Publishing 

London UK. p.331-332.

 6. Stover, R. H. and N. W. Simmonds. 1987. 

Bananas. 3rd ed. Longma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317-318.

（作者：蔣世超、張春梅）

香  蕉  開  花  至  收  獲  日  數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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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寒
露

霜
降
立
冬

小
雪
大
雪

冬
至
小
寒

大
寒
立
春

雨
水
驚
蟄

春
分
清
明

穀
雨
立
夏

小
滿
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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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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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大
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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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白
露

開
花

旬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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