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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香蕉生產體系之研發與建立

世 1*、張 、陳 、陳 、 平

摘　要

香蕉 (Musa sapientum L.) 是國際貿易上交易量最大的水果商品，也是世界上

最大眾化的水果。在民國五十年代，臺灣香蕉外銷量曾經高達 34.4 百萬箱 (12.5
公斤/箱)，在日本香蕉市場的佔有率高達九成，民國 100 年，外銷量已不到 1.0百
萬箱，由土生性病原菌感染引發的香蕉黃葉病 (Fusarium wilt) 是導致臺灣香蕉產

業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強調土壤品質管理的有機農業正在扮演農業永續生產的

主流，台灣香蕉研究所自民國 84 年起進行有機香蕉栽培管理研究與生產，體認

香蕉生產採行有機農法管理較其它農作物相對易行，此外，透過有機農法作好土

壤品質管理，以抑制土生性病原菌對香蕉植株之威脅，可大幅降低香蕉黃葉病罹

病率，是對抗香蕉黃葉病的最佳策略。

臺灣有機香蕉的栽培品種以華蕉系 (Cavendish, AAA) 品種為主，南華蕉 
(Pisang awak, ABB) 居次，前者多種植於高屏之平地蕉園，後者則多分佈於嘉義

及南投之山坡地區。通過有機驗證 (含有機轉型期) 並登記有香蕉品項的農地面積

約為 100 公頃，實際種植有機香蕉的面積則不到 50 公頃。有機香蕉的主要銷售

管道包含消費合作社、有機商店、超市、分裝業者及加工業者等通路。建立臺灣

有機香蕉產業須採行大面積栽培並開發外銷市場是必要的條件。

前　言

香蕉自大陸華南地區引進臺灣種植已超過 250 年。在民國五、六十年代，香

蕉外銷日本的鼎盛時期，不僅幫助許多農民度過艱困的日子，也讓不少人致富，

為我國賺進鉅額外匯，扶植工商業發展功不可沒。雖然香蕉產業自此以後一路下

滑，外銷量從 3 千 4 百餘萬箱 (12.5公斤/箱) 銳減，至今已不足 1 百萬箱，香蕉

產業的定位已由外銷轉變為內銷導向，但是香蕉依然是臺灣農產品外銷的第一品

項，且在內需的消費上有其固定的基本量，目前每年的種植面積大約維持在一萬

公頃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對農民而言，香蕉仍是勞而有利的重要作物，惟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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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在香蕉產業的政策上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一旦外銷市場不復存在，香蕉產

業將和其它作物一般，淪入「蕉金」、「蕉土」、任由內銷業者擺佈的命運，受

害農民將又增加一個族群。

近 20 年來，世界主要產蕉國家的種植面積持續在增加中，香蕉在國際貿易

的交易量上一直呈現上揚的趨勢，有機香蕉亦然，顯示世界香蕉產業仍處於蓬勃

發展狀態，產蕉國家多積極規劃擴展香蕉種植面積。反觀臺灣香蕉的外銷量持續

在萎縮中，非農民無意種植，亦非蕉農高齡化、後繼無人之故，原因在於臺灣香

蕉產業面臨以下的困境：(1) 蕉園土壤品質劣化、(2) 香蕉黃葉病 (Fusarium wilt of 
banana / Panama disease) 猖獗、(3) 香蕉風味品質漸失、(4) 蕉園生產能力衰退、

(5) 蕉園規模無法擴大、(6) 主管單位決策偏失等，使香蕉產業的永續發展處於極

大的危機中。台灣香蕉研究所 (TBRI) 鑑於前四項因素，並配合政府推展有機農

業政策，於民國 84 年起開始進行香蕉有機栽培的初始研究，民國 90 年取得全台

首家有機級香蕉驗證，其間陸續輔導 30 位熱心有機香蕉種植的農民，並協助其

開拓有機香蕉銷售管道，為健康、環保、永續的有機香蕉芻形產業投入心力。

何謂有機香蕉

有機香蕉係有機栽培香蕉的簡稱，指在一土壤、水源及空氣均未受污染的蕉

園中，其生產管理過程均遵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的「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

品驗證管理辦法」，且通過授權驗證機構稽核流程所生產的香蕉。狹義的解釋，

即是在整個香蕉生產過程中，以不使用化學肥料、化學合成農藥、生長調節劑等

化學合成物質、不污染現有生產環境的栽培管理方法，並符合驗證單位要求所生

產出的香蕉產品。香蕉屬更年型水果，在有機香蕉到達消費市場前，綠熟有機青

蕉需經過人工催熟及運輸，待果肉軟化後始可銷售及食用，在催熟及運輸過程仍

須確保有機蕉果不得與其它非有機產品混雜處理。綠熟青蕉進入後熟階段的激發

物質應是由酒精催化加熱產生的乙烯 (C2H4)，或是由碳化鈣與水作用所產生的乙

炔 (C2H2，電石氣)。以人工催熟的商品化有機香蕉在口感、風味、櫥架壽命和貯

運上，均優於自然黃熟的有機香蕉。

香蕉有機栽培研究

台灣香蕉研究所進行有機香蕉栽培管理研究與生產，蕉園在採行有機栽培模

式管理十年後，改善了土壤物理、化學及微生物整體特性，提升蕉園土壤品質，

簡單歸納如下：(1) 有機質、微生物生質碳及微生物生質氮含量增加；(2) 土壤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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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密度降低，土壤孔隙度增加；(3) 土壤微生物如細菌、真菌、游離固氮菌及溶

鈣磷菌之密度增加；(4) 土壤團粒穩定度增加；(5) 土壤酸鹼值偏微鹼性。由於有

機蕉園之土壤品質較慣行蕉園之土壤品質優良，換言之，有機栽培蕉園土壤較慣

行栽培蕉園土壤「健康」，有利於香蕉植株生長，並明顯反應於黃葉病罹病率之

差異上，使香蕉種植之罹病損失較慣行栽培大幅降低，蕉農之植蕉收益相對增

加。採用有機栽培制度是目前蕉園土壤品質綜合管理的最佳策略。

此外，在夏、秋兩季所生產 '北蕉'、 '寶島蕉' 之果肉強度（穿刺阻力）可因

有機栽培管理而提高，增進口感品質。有機栽培管理還可提升 '北蕉 ' 之秋蕉及 '
寶島蕉 ' 之冬蕉之可溶性固形物含量，但不影響其任一季節蕉之果肉水份含量。

總之，有機栽培香蕉之口感、甜度及香氣等風味均不遜色於慣行栽培香蕉，高溫

季節食用有機栽培 '北蕉 ' 或 '寶島蕉 ' 之口感反較慣行香蕉為佳。

有機香蕉生產除了在栽培管理中有部份觀念和方法上的差異外，還有提升蕉

果品質、增加蕉果生產、免除健康威脅、滿足消費需求、再生資源利用、保育土

壤地力、維護生態環境、永續香蕉產業等價值特性。

有機香蕉生產管理體系

原則上，有機蕉園的建立和經營必須符合「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

證管理辦法」的各項要求，在執行實務上，農民可依照各自田區的性狀和條件作

適當的彈性規劃，只要瞭解香蕉特性，把握管理重點，有機香蕉栽培的經營管理

應較多數作物具有簡單、省工及效益的優點。茲將有機香蕉生產管理之重要事項

說明如下：

一、蕉園選擇與規劃

（一）蕉園土壤的評估與選擇為經營慣行香蕉栽培的第一要務，同樣亦為有機香

蕉栽培的擇園標準。有機栽培蕉園宜選擇土壤有輕微坡度、內部及外部排

水良好、土層深厚、富含有機質、肥力中等以上、獨立園區或位處有機栽

培專區、不受鄰近慣行園栽培管理影響、不曾被廢水及廢棄物污染、無空

氣污染之虞、有專用地下水源、無土壤沖蝕問題、土地邊界、所有權、經

營權明確，且為「農業發展條例」中規定為農作使用的農地為最佳標的。

有機蕉園的經營除重視生產與品質外，應兼顧有機栽培的宗旨，心存保

育、永續的理念與精神。因此，有機蕉園用地以蕉農自有耕地或可長期租

用的農地最為理想。

（二）蕉園周邊與慣行農田為鄰時，應設置圍籬、綠籬、土堤或土溝等為緩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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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以足夠的空間明確與慣行園區分隔，其寬度應以避免鄰田或外來的任

何污染為原則，尤其是鄰園種植檳榔樹的環境下。緩衝帶內所種植的任何

作物，其各項管理均應完全比照有機栽培區切實執行，並有完整的管理記

錄。

（三）在決定從事有機香蕉栽培後，應進行蕉園土壤及灌溉水採樣，將樣本送農

業試驗單位作一般肥力、重金屬含量及灌溉用水水質分析，以確定園區灌

溉水與土壤品質均符合有機栽培的基本要求後，才向驗證單位提出驗證申

請。土壤分析結果可作為未來蕉園肥培與土壤管理的參考。

（四）整地前應清除園內及其周遭的各種廢棄物，如塑膠布、塑膠繩、肥料袋、

農藥容器等，並移走有機園內禁止使用的資材和器具。所有垃圾不得在田

間以焚燒方式處理。

（五）避免選擇在低窪潮濕或地下水位偏高 (少於一公尺) 地區進行香蕉有機栽

培，如長久性水塘邊的農地，降低天然環境對促進葉部病害發生或根系浸

水傷害的機會。亦避免在雨季排水不良地區種植香蕉，除非能確實作好田

間及周邊排水系統。

二、品種選擇與定植

（一）驗證規定有機蕉園的轉型期間需時三年，香蕉種植的第一年即轉型期第一

年，在有機蕉苗研發生產尚未成功前，可選擇組織培養苗、吸芽苗種植，

或在舊蕉園保留吸芽行宿根栽培，第二、三年可再行宿根栽培或以本園之

吸芽苗種植，降低生產成本。視蕉株的生長勢或香蕉的生產需要，亦可選

擇以吸芽苗作更新栽培。

（二）華蕉 (Cavendish, 在市場上所見到的一般大蕉) 在臺灣的栽植品種以 '北蕉

' 、 '台蕉5號' 及 '寶島蕉' 為主，其中 '北蕉' 為臺灣種植面積最大的栽培品

種， '台蕉5號' 及 '寶島蕉' 為耐黃葉病品種。如考量提升夏蕉品質與經濟

效益，建議可選擇風味不錯、產量豐富的 '寶島蕉' 作為首要選擇。

（三）除華蕉以外，尚有一些形狀小巧、風味特殊的芭蕉品種，如  '南華蕉 ' 
(Pisang awak, ABB)、 '蛋蕉' (Kluai kai, AA)、 '玫瑰蕉' (cv. Rose, AA)、'呂
宋蕉'  (Latundan, AAB) 等，均可作為多樣化栽培的選擇。

（四）在有限的消費市場情況下，有機香蕉生產尚無大面積經營的條件，蕉苗宜

分批種植，以分散產期。在一年當中，冬、春季的市場需求量較大，可酌

情增加植蕉數量，夏季時，因多汁水果上市及出國旅遊所導致的季節性消

費量減少，宜減量種植，俾降低採收與銷售壓力，達到全年供貨的產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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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有機香蕉的生產如以外銷為主，則應採取大面積種植的策略，惟仍須

考慮夏季減產的原則。

（五）初次整地種植時，宜以大型機械進行深耕處理，打破土層中存在的犁底層 
(不透水層或稱牛踏層)，以改善土壤的內部排水機能，同時可混入有機質

肥料或石灰類土壤改良資材，提高其改良效能。

（六）採正方形種植模式時的種植密度，以行、株距 2.4 公尺× 2.4 公尺或 2.4公
尺× 2.1公尺為宜，每分地可種植 170~180 株。採寬窄行模式種植時，以寬

行 3.6 ~ 4.8 公尺、窄行 1.6 ~ 1.8 公尺、株距 1.5 ~ 1.8 公尺行三角形交叉

種植，每0.1公頃約 170~200 株，可使蕉株獲得充足日照，保持蕉園良好

通風條件，又可促進發育，降低病蟲為害，有利於蕉園管理。

（七）為防止蕉株倒伏，應使用未經化學防腐處理的竹竿或鍍鋅鐵管 (錏管) 作為

保護支撐，並隨植株成長調整綁繩位置。

三、水分管理

（一）香蕉為需水量相當高的大型作物，在蒸發量、蒸散量俱高的夏季及枯水期

的冬季應特別加強水分供給，每週 1~3 次，隨淹灌或噴灌的供水方式而

異。平均一個月的供水量至少需有 10 公分的累積水深始為正常，即每公

頃 1,000 公噸的水量。雨季時則視降雨強度和頻率作適當調整。

（二）為到達節水、省工及降低黃葉病發生的目的，蕉園灌溉宜設置輸水管線以

軟管噴灌行之為佳。以洒水器供水時，宜採低於植株的高度，以減輕葉部

病害的流行。

（三）水分供應以保持蕉園土壤經常性的潮濕為度，避免長期旱涝的土壤水分逆

境影響蕉株生長、花芽分化、果房發育及最終產量，

（四）蕉園內應實施良好的土壤管理及水土保持措施，建立適當排水管道，確保

地表及土壤內部排水順暢，避免大雨後發生土壤流失或積水不退，引發蕉

株根系受損及黃葉病的問題。

四、雜草管理

（一）容忍蕉園內一定程度的雜草發生。以人工或機械淺耕除草，不得使用化學

合成除草劑。

（二）於地表鋪設遮光網、雜草抑制蓆、銀色反光塑膠布，或以稻草、稻殼及香

蕉殘株枯葉等有機物敷蓋於植畦以抑制雜草。或撒佈所希望的草種，改變

草相，採行草生栽培。或以種植矮性匍匐作物、綠肥作物等覆蓋方式，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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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雜草發生。

（三）在雜草開花結籽前適時毀傷植株，降低留置蕉園種籽密度。

（四）在周圍封閉的吸芽或宿根栽培蕉園內，引入適量的雞鵝鴨等家禽以啄食雜

草。

（五）運用人工、機械、地表敷蓋及植生覆蓋等綜合方法達到雜草防除目的。

五、肥培管理

（一）不得施用任何化學肥料、含有化學肥料的有機質複合肥料、有重金屬污染

或禁用資材的有機質肥料及微生物製劑。

（二）香蕉植株高大，但蕉園每年需補充的養分總投入並不多。初次種植時，可

以充分腐熟的自製堆肥或驗證單位核准使用的商品有機質肥料施於植穴內

作為基肥，或開溝將香蕉果串採收後留置園中之殘株枯葉掩埋，並保持土

壤潮濕，可收改善土壤品質、供應蕉株養分的效果。

（三）利用廚餘、果菜殘渣或其它天然有機資材經充份醱酵腐熟後，亦可作為蕉

株的養分來源。

（四）符合農委會「肥料種類品目及規格」所定肥料品目規格，包括磷礦粉肥

料（品目編號2-09）、粗製鉀鹽肥料（品目編號3-04）、貝殼粉肥料（品

目編號4-13）、白雲石粉肥料（品目編號4-19）、植物渣粕肥料（品目

編號5-01）、魚廢渣肥料（品目編號5-03）、動物廢渣肥料（品目編號

5-04）、禽畜糞堆肥（品目編號5-09，限重金屬鋅含量低於250mg／kg
者）、一般堆肥（品目編號5-10）、混合有機質肥料（品目編號5-12）等

商品有機質肥料均可選擇使用。

（五）施用固態有機質肥料有緩效的缺點。以有機液態肥料或堆肥湯灌(噴)施於

蕉株樹冠下的地表，每月至少兩次。施用後隨即以噴帶噴水於施肥區，稀

釋並擴大液肥的分散面積及均勻度，可提升肥效，促進生長與發育。

（六）使用購買來的資材時，應先確認其來源與成分均符合有機栽培的相關規

定，並記錄使用情形。

（七）有機液態肥料的製造配方甚多，製作原則大同小異，均須經充分打氣攪動

醱酵至少一個月以後，始取其液體部份施用。打氣醱酵可以鼓風機加裝

定時器控制行之，打氣頻率以每 4 小時運作 30 分鐘為原則，視製作量增

減，增加打氣頻率，則可縮短醱酵時程。有機液態肥料應提前製作備份，

以供下次施肥時使用。

（八）可作為磷肥的長期供應源的磷礦石、海鳥糞不得經化學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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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加強施用草木灰、棕櫚灰、碳化稻殼、煙葉，以滿足蕉株的高需鉀特性

（十）天然鉀礦如鉀長石 (Orthoclase, K(AlSi3O8))、鉀鹽鎂礬 (Kainite, Mg(SO4)

KCl·3H2O)、光鹵石 (Carnallite ore, KMgCl3·6H2O)、鉀鹽 (Sylvite, KCl)、

無水鉀鎂礬 (Langbeinite ore, K2Mg2(SO4)3)、硫酸鉀 (Mined potassium 

sulphate) 等含鉀量高的礦石資材亦可申請使用。

（十一）施用礦產石灰、苦土石灰、蚵殼粉、石膏及矽酸爐渣等除可降低土壤酸

度、改善物理性外，亦可作為提供鈣、鎂的營養源。

（十二）以上供應蕉株所需的磷、鉀、鈣、鎂等資材均可作為基肥全量施用，使

用時宜與土壤充分混合，並應隔年監測土壤中鹽份的累積情形。

（十三）重視氮、鉀肥供應的均衡性，在花芽分化期與抽穗時採集葉片樣本進行

分析，以瞭解植株營養狀況，供作以後調整肥料施用種類與劑量的參考。

六、植株病蟲害管理

有機蕉園的病蟲害管理不得使用化學合成農藥及對人體有害的植物性萃取物

與礦物性材料，惟其管理基本原則同慣行蕉園管理。平時應密切觀察、檢視植株

及蕉園病蟲發生情形，並在發生初期、族群密度尚低時，即採取適當管理措施。

有機蕉園的病蟲害管理可採行栽培管理防治、物理隔離防治、天然資材防治及種

植忌避植物等方法。適時進行除萌作業，清除蕉株周邊可能作為病蟲藏匿孳生的

無用吸芽。

（一）葉部黑星病管理

1. 香蕉黑星病 (Freckle disease) 係真菌性葉部病害，其流行與多濕高溫的

季節有極大關聯，尤其在雨季剛結束後的高溫期要特別留意並防治。

2. 平時即注意黑星病的流行狀況，保持蕉園良好通風條件，降低葉片周遭

濕度，強調勤割病、老葉，至少每旬一次。將割除的葉面朝下鋪於畦

表，減少病原菌孢子擴散，又可抑制雜草發生。

3. 如欲加強黑星病防治，可自中株期始，將無患子 (soapberry) 皂乳液乳

化調製的食用油 (1:9) 稀釋 100 倍後以動力噴霧器噴佈葉面，或將前述

乳化食用油 10 公撮 (cc) 加入大蒜辣椒米醋液中，攪勻製成 1000 公撮

(1:100) 的溶液，稀釋 5～10 倍後，以動力噴霧器噴佈葉面，每隔 10~15
天施用一次，應著重下方老葉的噴施。

4. 在發病嚴重難以掌控的蕉園，可於採收後行更新栽培。

5. 葉斑病在臺灣多數蕉園中已不復見，若發生，其處理方式同黑星病。

有機香蕉生產體系之研發與建立
Research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Organic Banana Production System



國際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研討會專刊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dustry

138

（二）黃葉病管理

1. 黃葉病係土生性真菌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Cubense, Race 4 由香蕉根

系傷口侵入維管束，阻礙水分及養分之輸送功能後，導致葉片黃化、假

莖縱裂、蕉株死亡、失收的嚴重病害。

2. 蕉園一旦出現黃葉病感染的蕉株，最佳的處理方法是保持蕉株塊莖不受

攪動，亦即作到不剷吸芽、不挖塊莖、不移蕉株的「三不」原則，以降

低散佈病原菌及擴大蕉株感染的機會。

3. 吸芽管理以平切為主，平切後如能挖除生長點更佳，應避免縱切除萌，

傷及根系，導致香蕉黃葉病的蔓延。不完全去除植株的吸芽在颱風及多

雨季節還有穩固植株、減少倒伏的功能。

4. 其它措施如蕉園採噴帶灌溉、避免浸水、增加土壤有機質含量、施用鹼

性土壤改良劑、種植 '寶島蕉'、 '台蕉5號' 、或 '玫瑰蕉' 等耐黃葉病品

種，可降低罹病率。

（三）病毒病管理

1. 香蕉病毒病 (Virus diseases) 係指經由蚜蟲所傳播的嵌紋病及萎縮病，周

年均可發病，管理的對象為蚜蟲。蚜蟲的密度與氣候環境有很大的關

聯，南部植蕉地區在每年溫暖的 2 月至 5 月間、雨水來臨前是香蕉組培

苗蕉株最易罹換病毒病的季節。

2. 見病株應隨時剷除，以減少田間存在的病源，可避免蚜蟲吸取汁液而傳

播。

（四）蚜蟲管理

1. 蚜蟲喜棲息於日照不足，密植或繁盛不通風的環境中取食及產卵。種植

規劃時應選擇適當的低種植密度，以確保園內的日照充足，通風良好。

2. 第一次植蕉或蕉園更新時，應慎選無病毒感染植株的吸芽苗或以組織培

養苗種植；在 2~5 月間梅雨來臨前定植組織培養苗的蕉園應在植畦上鋪

設銀色反光塑膠布，或加強噴灌頻率，提高園內濕度，以驅離蚜蟲。

3. 氮肥應適量施用，避免蕉株因生長快速，組織細嫩多汁，以降低蚜蟲侵

噬的機率。

4. 保持蕉園四周環境清潔，剷除蕉園附近出現蚜蟲寄主作物或雜草，如月

桃、薑花，遠離瓜類、豆科、十字花科等作物，園內禁止與其間作。

5. 蚜蟲喜棲於高莖作物，蕉苗定植前，可在蕉園四週種植或間作玉米，將

蚜蟲誘引至玉米再將玉米割除。

6. 有機蕉園處於作物相複雜地區時，自蕉苗種植始，即採定期且密集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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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措施，可以用大蒜辣椒米醋液、菸葉浸出液、或苦楝油添加無患子皂

乳後輪流噴施於蕉株上，或在蕉株四周撒佈菸葉碎屑，安置黃色黏蟲

板，達到忌避病媒蚜蟲、降低密度的效果。

（五）葉螨 (紅蜘蛛) 管理

1. 屬蕉園之次要蟲害。

2. 蕉園應保持良好通風，降低濕度以縮減紅蜘蛛族群。

3. 為蕉園之次要害蟲，多集中於老葉背面。

4. 以糖蜜或糖醋液添加大蒜辣椒米醋液或苦楝油 (Neem oil) 噴施葉片背

面，使忌避或撲殺。

5.可施放草蛉、瓢蟲、花椿象、捕植蟎等進行生物天敵防治。

（六）象鼻蟲管理

1. 屬蕉園之次要蟲害。

2. 象鼻蟲分為假莖象鼻蟲和塊莖象鼻蟲，在新植蕉園較少發生象鼻蟲蹤

跡，老蕉園採行有機栽培時，則較易發生象鼻蟲為害的問題。設立有機

蕉園時，應採用健康蕉苗或慎選不帶蟲體的吸芽種植。

3. 蕉園內應隨時保持清潔，割除病、老葉，以減少象鼻蟲躲藏場所。

4. 廣設陷阱誘捕，取香蕉殘株之假莖約 45~60 公分從中央剖開，將之置於

蕉株旁，切開面朝下平鋪地面，數天後翻開陷阱檢查，可滅除部份成

蟲。

5. 在蕉株四周撒佈菸葉碎屑、草木灰、辣椒粉或石灰粉，可達到預防成蟲

在假莖附近產卵的忌避效果。

（七）其它香蕉害蟲如花編蟲、挵蝶 (捲葉蟲) 等均屬次要害蟲，終年可在蕉園

見到，乾旱期大量發生，對香蕉生育及果房影響極微，可忽略或噴施大蒜

辣椒米醋液、糖蜜或糖醋液添加大蒜辣椒米醋液或苦楝油於葉片背面驅趕

之。挵蝶可於少量發生時以人工摘除。

七、果房病蟲害管理

葉部黑星病病原孢子亦可感染香蕉果房，影響蕉果外觀品質，是香蕉果房最

重要的病害。花薊馬是香蕉果房管理中難度最高的蟲害，果房位置甚高，不僅操

作不易，且經常造成不良外觀的水銹斑 (corky scab)，導致嚴重損失，其罹患率和

季節性氣候有極密切的關聯，可以調節香蕉抽穗時機作為預防策略。

（一）黑星病預防管理 
1. 勤割病葉 (葉片感染面積達三分之一)，減少病源，保持蕉園良好通風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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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降低果房周遭濕度。

2. 採物理隔離法，終花前/時儘早以紙套袋包裹果房，並束緊套袋上端，避

免攜帶病原孢子的露、雨水由沿果軸滲入套袋，感染果房，可免除噴施

任何防治資材；套袋下端也同時束緊，可避免蟲鳥侵入。

（二）花薊馬管理

1. 每年天氣乾燥溫暖的四、五月及十、十一月間，是蟲口密度較高的季

節，此時抽穗的香蕉要嚴加注意花薊馬的危害。

2. 在蕉園內及其四周廣置白色黏板或藍色黏著帶，亦可降低其密度。把握

花苞初露時的防治時機(此點極為重要)，在蕉株頂端旁設置藍色黏板，

或將無患子皂乳液乳化調製的食用油 (1:9) 10 公撮 (cc) 加入大蒜辣椒

米醋液中，攪勻製成 1,000 公撮 (1:100) 的溶液，攪勻後稀釋 5～10 倍
後，以動力噴霧器噴施於花苞伸出位置，大量抽穗期至少每隔 5 天一

次，全園巡視，直至終花，其它如菸葉浸出液、苦楝葉片或種子磨粉浸

出液等均可使用。

3. 及早將果房以套袋保護，降低花薊馬接觸果房的機會。

4. 在蕉園地表覆蓋遮光網，除可抑制雜草蔓生、減少土壤水分蒸發外，又

可遏止老熟幼蟲入土化蛹，降低田間蟲口密度。

（三）粉介殼蟲、螺旋粉蝨及螟蛾類管理

為香蕉果房之次要蟲害。儘早於終花時即以紙套袋隔離，保護果房，

並束緊套袋下端，可免除噴施任何防治資材。割除無效枯葉，以清除害蟲

棲息溫床。或以糖醋液添加大蒜、辣椒、苦楝或蘇力菌噴施假莖，驅離或

撲殺粉介殼蟲及蛾類幼蟲。

八、果房管理

（一）果房於套袋前不得噴施任何保護性藥劑或生長激素。

（二）當抽穗蕉株果軸下彎或稍後終花時 (約為第一把蕉開始上彎時)，應在最短

時間內完成摘花、疏果、整把及套袋工作，並紮緊套袋上、下兩端，防止

病、蟲及鳥、鼠入侵，傷害果房，可免除任何防治資材的使用。

（三）果房保護套袋以未經藥劑處理的褐色牛皮紙袋為最佳選擇。使用牛皮紙袋

有數項優點為藍色PE套袋所無：(1) 防止日燒，避免損失；(2) 使用簡單，

省時省工；(3) 降低兩段著色(果指轉色不均)的缺點，提升外觀品質；(4) 
減少黑星病、介殼蟲危害及灰塵的污染。

（四）果房套袋時，同時作好抽穗或套袋日期的標示工作，或繫以色帶，作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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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果房成熟度、判定果房採收時機及避免果房過熟採收的重要參考。色帶

可採慣行栽培使用的顏色系統，分為黃、銀、褐、白、綠、紅、藍等七種

顏色，依每旬一種顏色的順序繫於果軸下端，循環使用。

九、採收與裝箱

（一）香蕉採收之適當時機應參考「香蕉採收預定表」 (表一)，自抽穗時算起，

確實掌握香蕉「熟度」，不以「飽度」作為採收時機的唯一依據，可避免

糖度降低，減少香蕉自然黃熟的發生，延長綠熟香蕉貯藏期限，並可避免

綠熟蕉遭受乙烯污染的困擾。＇寶島蕉＇可依表一延後 7~10 天採收，尚

不致造成果指成熟斑的發生。以判斷幾分飽度作為採收依據是不精準的模

糊概念，不應採用。

（二）採收時的環境條件應力求清潔，避免蕉果及使用的容器、工具等有污染的

疑慮。

（三）確實作好品質管制，淘汰品質不良果把。果把的外觀品質缺陷包括：不整

形、不清潔、擦傷、壓傷、刀傷、變異、裂果、連指、乳汁、病斑、蟲斑

等。

（四）謹慎處理合格果把，作業過程中嚴守不丟、不擦、不壓、不撞的「四不」

原則，相疊的果把間應置放保護膜，避免相互擦傷。

（五）分把、流汁後的果把應立即裝箱，置於陰涼通風處，避免太陽照射，並在

最短時間內送入冷藏庫預冷貯放。

表一、季節性香蕉開花至採收日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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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採收後蕉果處理

（一）有機香蕉與緩衝帶香蕉採收後應分開處理、包裝、貯存、加工與行銷，並

分別記錄採收日期、採收量、出貨日期、出貨數量與對象及標章使用情

形。

（二）冷藏庫(或催熟庫)中不得貯放任何有機栽培管理禁用的物資及可能的污染

源。

（三）盛裝綠熟蕉的容器應為有機香蕉專用，不得與慣行綠熟蕉混合使用。

（四）有機香蕉採收後不得以任何化學藥劑處理，如保鮮劑、殺菌劑。

（五）有機香蕉的催熟應以醱酵酒精加熱產生的乙烯或電石產生的乙炔進行。

十一、採收後蕉園管理

（一）香蕉採收後應將使用過的塑膠繩、紙套袋等全數移出蕉園，並妥善處理。

（二）香蕉殘株、葉片、果軸等有機物應整齊放置植畦上，作為敷蓋防草用，或

埋入土中作為土壤有機質的來源。

（三）下期作擬行宿根栽培的蕉園，應作留萌大小的規劃，以免未來產期發生集

中的問題。採收後的母株無需立即完全剷除，可保留約一公尺高的假莖，

暫時作為子代吸芽的快速養分供給源，其餘部份則可切成小塊，置於畦

上，作為球莖象鼻蟲的誘捕餌。

（四）果串採收後的子代吸芽生長迅速，應注意養分的持續供應，葉片保護工作

亦應持續進行。

（五）更新栽培的蕉園宜採不帶病蟲的健康吸芽，以分批少量種植的方式進行。

十二、運輸及銷售

（一）香蕉銷售應明確記載銷售對象、銷售數量、日期與標章流水號以備查。

（二）催熟後出庫的香蕉應在冷藏條件下即早運至銷售處或消費者手中，避免置

於室  (高)溫環境，損壞蕉果食用品質。

（三）香蕉出庫後至銷售處或消費者中間的運輸與裝卸過程，應避免遭受任何與

有機栽培管理不符的污染情形。

（四）包裝的容器上可標明「本產品係有機產品，不得重壓、重放與污染」的警

示語。

（五）銷售時，香蕉應置於具有冷藏功能的有機專櫃上，以確保品質，延長櫥架

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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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時，每一把蕉果均應在明顯位置貼上符合生產來源的有機驗證標籤。 

十三、生產記錄

有機蕉園的植株 (含緩衝帶植株) 在栽培期間的管理措施、使用資材、數量、

方法及日期均應詳細記載備查，並作為下期作栽培管理的參考。蕉園栽培管理記

錄應包含以下要點及內容：

（一）整地：深度、機械

（二）種植：品種、苗種、株數 
（三）施肥：種類、用量、用法

（四）雜草管理：作法

（五）黑星病預防管理：作法、用量

（六）蟲害預防管理：作法、用量

（七）除萌：方式

（八）灌溉：方式

（九）支柱：種類 
（十）套袋：種類、數量

（十一）採收：株數、重量 (緩衝區另記)
（十二）銷售：數量、對象 (緩衝區另記)

十四、資材及設備

（一）資材：商品有機質肥料、豆粕、黃豆、黃豆粉、米糠、肉骨粉、紅糖、糖

蜜、磷礦粉、溶磷菌、鉀礦石、海鳥糞、燻炭、草木灰、棕櫚灰、煙葉 
(絲)、苦楝油、食用油、無患子皂乳液、矽藻土、大蒜、辣椒、米醋、蘇

力菌、黏蟲板、遮光網、支柱、套袋、紙箱、酒精等等。

（二）設備：醱酵桶、打氣機、定時器、液肥過濾系統、軟管噴灌系統、動力噴

霧器、抽水機、地下水源、遮光網、除芽器、冷藏庫、催熟庫、乙烯發生

器等等。

商品化有機農業資材審查可至國立中興大學有機農業資材審查部門：

(04)2284-0549或E-mail至OMRI@nchu.edu.tw洽詢。

十五、驗證

有機香蕉之生產驗證可向農委會核可授權的民間驗證機構申請，全程接受有

機驗證單位的監督，於考核合格發給驗證標章後始可送至市場作為有機農產品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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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在取得有機驗證前三年的有機轉型期間，蕉園應確實依上述規範施行有機栽

培管理。

臺灣有機香蕉產業概況

過去，香蕉是臺灣農產品中具備高成熟度的產業。目前，有機香蕉在臺灣有

機農業領域中僅能算是點綴性的品項，除稻米、茶葉外，和大部份其它有機農產

品一樣，離產業化的路還很遙遠。整合各有機驗證單位提供的資料顯示，將香蕉

作為生產品項登錄的有機農地面積約為 100 公頃。惟因香蕉產量較大，在流通制

度尚不發達，後熟加工技術與設施投入意願低的情況下，有機農民多不敢貿然將

香蕉作為正式的生產標的，避免造成滯銷與損失的困擾，因此，實質上有香蕉產

出的有機蕉園面積不到 50 公頃。

有機香蕉的栽培品種以華蕉系品種為主，南華蕉居次，前者多種植於高屏地

區的平地蕉園，後者則分佈於嘉義及南投的山坡地區。每公頃有機香蕉平均產量

如以 15 公噸計算，則全年總產量僅約 750 公噸，對有周年供應需求的有機市場

而言，其量可謂不多。復因流通制度不發達，收購有機香蕉的中盤商尚未產生，

有機香蕉的催熟加工市場亦未受到重視，部份有機香蕉是有機農民以簡單傳統的

催熟方式處理，或委託慣行香蕉加工業者代催後送到市場上，其外觀、口感及風

味等品質均不如慣行香蕉，誤導部份消費者以為有機香蕉的各項品質如其所見，

事實上，有機香蕉的品質要作到完全符合商品化香蕉的標準是已非技術層面的問

題，臺灣有機香蕉在品質改善方面仍有相當大的空間。有機香蕉多透過有消費合

作社、有機商店、超市、宅配系統、有機市集、分裝及加工業等通路為主要銷售

管道，在協助有機農民處理有機香蕉的販售上分別扮演重要的角色，未來如有

更多的通路商加入行列，將對有機香蕉種植和有機香蕉產業發展具鼓勵與促進作

用。

結　語

臺灣香蕉產業自從民國 94 年農委會解除由青果運銷合作社單一窗口集貨外

銷的香蕉貿易制度，滿足少數不肖政客及野心貿易商的私心，開放自由出口的香

蕉貿易以來，每年外銷總量不增反減，徹底打破自由貿易可以提振農業產業的虛

幻迷思，蕉農利益受損，產業發展受挫，應驗「錯誤的政策比貪污更可怕」。臺

灣蕉園受黃葉病嚴重危害，已無淨土可言，有機栽培提供蕉園土壤品質改善，黃

葉病罹病率降低的效果，生產健康無農藥殘留的有機蕉果，應是臺灣農民植蕉的

新生機，具有輔導蕉農、維護蕉業任務的台灣香蕉研究所將在香蕉種植管理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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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推動上善盡心力。

對臺灣的蕉農而言，「有機栽培」為一觀念新穎、作法特殊的蕉園管理制

度。在技術層面上，有機香蕉的生產管理和慣行香蕉栽培管理有相當的差異，尤

其前者在管理效率上的提升有不小的空間，包括資材的選用、養份的供應、及成

本的降低等，但在實際工作上，兩者間有很高的重疊性。相對而言，香蕉在亞熱

帶臺灣地區採行有機栽培方式生產最容易成功的作物之一，惟仍需建立在具備有

機栽培的「理念與認知」、「毅力與恒心」的基礎上。在推廣香蕉有機栽培的過

程中，栽培理念的宣導、栽培管理的調整、蕉果採後通道的建立等等，都是有待

加強的課題。本生產管理要點詳細描述有機香蕉栽培的原則和方法，是經台灣香

蕉研究所十年試驗結果所累積而成的高可行性、低成本及高效益的寶貴經驗，可

作為有機香蕉生產的參考資料，同時期待有更多農民參與有機香蕉種植，讓臺灣

有機香蕉在不久的將來能走向產業化的生產。

臺灣慣行香蕉外銷日本的產業式微，貿易商除了應積極開發其它國家地區的

香蕉市場，護持臺灣香蕉產業，避免蕉賤傷農外，同時應密切關心與了解國外有

機香蕉的市場資訊，未來或可協助有志延續臺灣香蕉產業的有機農民，將臺灣有

機香蕉再度推廣行銷至國外，創造另一項新的農業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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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Organic 
Banana Production System

Shih-Chao Chiang2*, Chun-Mei Chang, Hsin-Ping Chen, 

Mei-Jen Chen, and Chih-Ping Chao

ABSTRACT
Bananas (Musa sapientum L.) are the main fruit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most popular one in the world. In the 1960s, the quantity of Taiwan export bananas 
peaked at 34.4 million cartons a year (12.5 kg per carton) which accounted for an 
occupation rate of ninety percent in the Japanese markets, as compared to less than 
1.0 million cartons in 2011. Fusarium wilt of bananas infected by soil-borne disease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Cubense of race 4 wa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for the 
huge decline in the banana export industry. Organic agriculture tha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soil quality management is now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s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Taiwan Banana Research Institute (TBRI) 
has launched researches and productions of organic bananas since 1995 and found out 
that adoption of organic farming system in banana plantation made banana production 
management relatively more feasible in comparison with many other crops. Results 
from the researches also showed that organic farming was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cope with the Fusarium wilt for the fact that good soil quality resulting from organic 
farming tended to slow down the threat of Fusarium wilt and reduce the damage due to 
the disease incidence in banana production.

Cavendish (AAA) is the major cultivar planted in organic banana orchards, 
followed by Pisang awak (ABB). The former is primarily grown in the southern 
lowland regions of Kaohsiung and Pingtung, the latter in the highlands of Nantou 
and Chiayi. The total area of certified organic farms including transitional farms 
that have bananas registered as product may approximately amount to one hund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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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ctares according to our survey. In fact, the area that planting bananas could be less 
than fifty hectares. The majority of organic bananas are sold to consumers through the 
distributions of consumers' cooperatives, organic stores, supermarkets, re-packers, food 
processing, etc. To develop the organic banana industry in Taiwan, the establishments 
of large-scale banana plantations and export markets are two essenti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