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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注射法防治香蕉假莖象鼻蟲研究 1
鄭允 2 阮忠清 3
摘要：試驗以陶斯松（Chloropyrifos）乳劑取代以往蕉特靈（Banadrin）防治香
蕉假莖象鼻（Odoiporus Iongicollis Olivier）之方法。試驗中測定藥劑用量、濃度、注
射位置、大小植株的影響以及藥害問題。防治效果良佳，注射後五天，成蟲死亡率
達 85~94%，幼蟲者為 70~100%。推薦方法為，稀釋 40.8%陶斯松乳劑 1,000 倍，以
特有之注射針頭注射 150 西西於受害蕉株，位置為中等高度偏心注射，中央 6 公分
之軸心不可注射。亦可注於蟲孔下方 10 公分處。其他益害蟲均告死亡，此法經濟有
效，若不慎而注入軸心，則有 80%的藥害率，使用不可不慎，應當用以治療已受害
蕉株，不可用以預防該蟲。
前言
貢穀紳首創蕉特靈（Banadrin）注射法防治假莖象鼻蟲（Odoiporus longicollis
Olivier）(1)。於民國 44~50 年間，試驗 12 種藥劑，效果以蕉特靈最佳，其他藥劑在
殺蟲有效濃度時均有藥害。故蕉特靈為實際使用之唯一藥劑。蕉特靈停用後，迄今
仍無其他藥劑可資取代。自外表使用之地特靈（Dieldrin）禁用以後，部份蕉園又受
此蟲危害，且有蔓延擴大可能。66 年 7 月，台中地區調查結果，蕉園受害率達 10%
左右。
假莖象鼻蟲之幼蟲由生活於香蕉假莖內，外部噴灑藥劑，並無直接觸殺作用，
故本試驗仍使用注射法。藥劑暫選用對球莖象鼻蟲（Cosmopolites sordidus Germar.）
效果良佳之陶斯松（Chloropyrifos）供試。陶斯松對哺乳類具低毒性，且非系統性藥
劑，用於注射比較安全。因蕉特靈已禁止使用，故本試驗並無對照藥劑可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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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方法及材料
試驗場所分（一）注射技術研究及（二）田間防治效果試驗兩部份，注射技術
係於台灣香蕉研究所之蕉園內進行，研究內容為藥量、有效濃度、植株大小與藥液
分佈情形、注射部位、注射要領及藥害測定等項目。田間防治試地由台中青果合作
社及台灣香蕉研究所分別於彰化二水及屏東九如提供蕉園。
試驗注射工具係使用蕉特靈注射用針頭，旋接於 12 公升裝之半自動式噴霧器噴
桿上，流量測定為每五秒鐘噴出 150 西西，以手旋開關控制之。針頭側面具五孔，
其規格詳載於台灣植物保護工作昆蟲篇(3)中，係由台中永安農具機械廠製造(1)。
供試藥劑為 40%陶斯松（Chloropyrifos）乳劑，藥液分佈情形係以藍色染料測定。
一、注射技術試驗：
（一）注射部位及藥液分佈：以藍色染料加水稀釋，傾入半自動噴霧器內，分別注
射於不同蕉株之上、中、下三部份，每株注射 150 西西。注射後五至十分鐘，
砍下不同處理之蕉株，分層剝開假莖，比較染色情形，並照像記錄之。
（二）植株大小藥劑濃度及用量關係測定：於田間選擇受假莖象鼻蟲為害之蕉株，
180 公分以上，165~180 公分及 165 公分以下者各五株，分別由中央高度，偏
心注入（1）150 西西 1,000 倍水釋乳劑。
（2）150 西西 500 倍水釋乳劑及（3）
300 西西 500 倍水釋乳劑。分別於第 1， 3，5 天調查殺蟲率。
（三）藥害測定：於田間任意選擇五株香蕉，由中央高度，以 150 西西 1,000 倍水釋
乳劑注入正中軸心部份，視察其生長發育情形。為正確測定軸心生長部位之
大小及與假莖大小之比率，獲取 180 公分及 160 公分二種高度蕉株，由上而
下，每天砍除 30 公分一段假莖，24 小時後，心葉因生長而突出於切口之上。
因此可明顯分辨出生長及非生長部份。以尺量取兩者之直徑後，而行砍除 30
公分。共砍除四段，依次測定軸心寬度，定為注射針不可插入之危險區。並
由其比率，估計其他相等 麒軸心之大小。
二、田間成、幼蟲防除試驗：田間試驗係於台灣香蕉研究所及二水一處蕉園內同時
進行、每地選取 60 棵受害香蕉，以完全逢機設計，分為藥劑注射及不注射兩種
處理。每處理 3 重複，每重複 10 棵。處理技術以上述技術試驗結果為準，一棵
使用 150 西西 40%陶斯松乳劑 1,000 倍水釋液。注射於蕉株中央，偏心避過生長
軸心部份，分別於第 1，3，5 天調查葉鞘內成蟲死亡率，第五天時，挖開孔道，
檢查幼蟲死亡率。
三、採收之香蕉，送交台灣植物保護中心化驗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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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注射五分鐘後藥液分布情形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insecticide solution inside the banana pseudostem by the
injection method.
結果與討論
觀察結果，以此法注射，藥液分佈尚理想，而注射位置則以中央高度為最佳。
位置過高，藥液易由葉鞘溢出，太低又不符合假莖象鼻出之生態分佈。由中央高度
注射時，藥液染色分佈如圖一所示。
注射 150 西西 1,000 倍水釋乳劑，就中株及小株而言，已達理想防治效果，而
180 公分以上之大株香蕉亦可達 80%之防治率。提高濃度並不能提高殺蟲率太多，可
能係蕉株高大，150 西西藥液分佈不夠。當左右各注射一針，共計 300 西西時，第三
天達 100%之殺蟲率，此可證實前一論點。由上述結果，並就使用安全及殘留農藥之
顧慮，應以 150 西西 1,000 倍之乳劑水釋液偏心注射於植株中央高度部份即可。若效
果未達，可再行第二次注射。依貢穀紳建議(2)，並參考蕉特靈使用經驗(1)，注射於蟲
孔下方 10 公分處較為理想。因技術試驗係以高屏區香蕉為研究對象；台中區蕉株因
係宿根栽培，且冬季低溫，以致結實時，植株異常高大，應就上二者建議，自行調
整注射位置。若非蟲孔位置太低，注射位置不應低於株高之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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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劑量，濃度之陶斯松注射於大，中，小三種蕉株後，
假莖象鼻蟲之死亡率調查結果
Table 1. The mortality of banana pseudostem borer's adult in relation to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chloropyrifos concentration, inject volume and plant size.
植株大小
Plant size
大株（large）
＞180cm
中株（medium）
165~180cm
小株（small）
＜165cm

假莖象鼻蟲成蟲死亡率（%）
The mortality of adults
150 c.c. X 0.04 %
150 c.c. X 0.08 %
300 c.c. X 0.08 %
80.3±9.0

93.3±6.7

100

100

100

-

100

100

-

注射之強壓水力可嚴重毀傷生長組織(1)，若軸心受損腐爛，植株於 4~6 星期內發
生枯心而不能結實。經調查五棵中心注射之試株中有四棵發生此種情形，80%藥害
率，可謂相當嚴重。用切除法精確測定生長軸心大小之資料見表 2。
假莖直徑由上到下可介於 13 到 24cm 之間，但中央生長部份之寬度均未超過 6
公分。以距地面高度計算，高度 110 公分以上部份，假莖中央 1/3 寬度不得注射，而
110 公分以下者其假莖中央 1/4 左右不得注射。試驗中，其他部份注射之蕉株，均依
正確方法操作，六個月後，全無藥害發生，部份亦已抽穗結實，發育均屬正常。
田間防治試驗結果如表 3，係於二水及九如兩地測定，結果相近。注射一次以後，
成蟲之死亡率於五日內達 85~94%、70~100%之幼蟲也於五日內死亡，同時因藥液分
佈於假莖各層及所有葉鞘部份，各種棲息於假莖內之昆蟲、蜘蛛等均告死亡。
二水蕉園注射之防治效果較九如稍差，一個月後調查，又有 10%左右開始流膠，
符合表 3 之調查資料，其原因可能因蕉株異常高大之故，就一次注射能達 80%以上
之治癒率，其經濟價值，仍相當可觀。尤其高屏地區香蕉，因株高較低，以此法防
治可達 95%以上之治癒率（見表 3）。所採收之香蕉完全不含殘留殺蟲劑亦經台灣植
物保護中心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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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小蕉株假莖內生長及非生長部份寬度測定
距地面之高度
植株大小
調查項目
Heighth about the surfare
Plant size
Items investigated
50cm
80cm
110cm 140cm
(1)生長軸心直徑（cm）
5.7±0.1 5.2±0.2 5.1±0.2 4.8±0.3
Diameter of growing portion
大株（large）
(2)假莖之直徑（cm）
23.9±0.1 19.2±0.2 17.9±0.4 17.0±0.3
165~180cm
Diameter of pseudostem
(3)=(1)/(2) X 100%
24.0% 27.1% 28.6% 28.4%
(1)生長軸心直徑（cm）
5.7±0.1 5.2±0.2 5.1±0.2 4.8±0.3
Diameter of growing portion
小株（small）
(2)假莖之直徑（cm）
21.0±0.5 16.9±0.1 15.2±0.3 12.6±0.8
＜160cm
Diameter of pseudostem
(3)=(1)/(2) X 100%
24.1% 26.6% 29.1% 31.7%

表 3. 受害蕉株注射 150 c.c. X 0.04%陶斯松，假莖象鼻蟲成蟲，幼蟲死亡率調查結果
（九如及二水蕉園）
Table 3. The mortalities of adults and lavrae of banana pseudostem borer by inject 150 c.c.
X 0.04% chloropyrifos into the infested pseudostem（two locations）
殺蟲率（%）The mortality
Insent stages
location
treated plot
check plot
九 如
93.4±6.6
0
成蟲
二 水
adults
84.7±7.8
0
九 如
100±0
0
幼蟲
二 水
larvae
70±0
0
結論
藥劑注射為一針對假莖象鼻出設計之劇烈而有效的治療方法(1)，考其經濟價值，
250 西西 40%陶斯松乳劑可稀釋為 250 公升使用，每一公升可注射 6.6 株香蕉，共計
可注射於 1,667 株，蕉園中並非每一株均需注射，故 250 毫升可防治一甲以上之蕉園，
平均每株成本約新台幣 2 角左右。且陶斯松可用於他種作物，剩餘部份仍可利用。
若此法使用不慎，可嚴重傷害香蕉生長組織，導致枯死。推廣時期，擬由台灣香蕉
研究所訓練青果合作社推廣人員，並於現場督導防治工作，待一般農民熟悉此項方
法要領後，方可由農民自行防治。防治效果若因蕉株太大而降低時，應於 30 天後檢
查處理株之流膠情形，決定是否有第二次處理之必要。此法應當用以挽救已嚴重發
生流膠之植株，亦即重點治療。絕對不可全園注射用以作為預防該蟲之措施，蓋不
特浪費人力物力，亦且增加藥害發生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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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of Banana Psendostem borer, Odoiporus longicollis,
by Chloropyrifos Injection.
Edward Y. Cheng and Jung Ching Ruaan
Summary
Odoiporus longicollis in banana pseudostem can be controlled by a single injection of
150~300 c.c. of 1,000 X diluted 40% chloropyrifos E. G. A special injection needle with
five side holes was connected to the common spraying tank. The distribution of insecticide
solution inside the pseudostem is very uniform if the injection is made at the 1/2 heighth of
plant. Inject into center 1/3 width of pseudostem is to be avoidedasit will kill the plant
immediately. The mortality of borer’s larvae and adults ranged from 70~100% and
85~95%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effect is lower in the higher plant, increasing the inject
volume better than increasing the insecticide concentration indicates the killing action
resulted from direct contact of insecticide solution and borer. The residu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no Chloropyrifos entered fruits.

------------------------------------------------------------------------------------------------------------Researcher and technicians, respectively, Department of Plant Protection, Taiwan
Banana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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