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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果腐病最早在民國 68 年發現由

Pestalotia引起而命名，在田間其可以感染葉

片釋出分生孢子（圖一、二）；在果實上危

害，會產生紫色與褐色二種病斑，果實受害

情形非常普遍，其嚴重性又依不同地點及栽

培管理有所不同，早期曾有果實受害率達15

﹪ 以上；葉片受最高可達49.3﹪。

病原菌侵害蓮霧的葉片及果實後出現典

型病徵。感染葉片則出現淡黃褐色病斑，表

面散生黑色小點，此為分生孢子盤構造，常

發生於破損葉片或生長勢較弱的植株；受感

染植株在新梢的修剪傷口附近可見病班，病

斑表面黑色小點突起，為分生孢子盤內有分

生孢子，可由表面頂點孔處釋出。感染果

實，則出現褐色（圖三）或紫色水浸狀病斑

（圖四），病斑擴大後呈圓形，表面散生黑色

分生孢子堆，突出表皮；相對溼度高時，果

實表面因孢子量多，吸收水份後則形成一灘

如墨汁的狀態在病斑表面，果實受害後期會

皺縮、脫水、乾枯成木乃伊化，容易落果，

掉入紙袋底層，造成連續性感染。

蓮霧果腐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Pestalosphaeria sp.

無性世代：Pestalotiopsis eugeniae Thuem

英名：Pestalotiopsis fruit rot

圖二：蓮霧果腐病病斑後期於表皮上出現大量

黑色分生孢子。（蔡叔芬）圖一：蓮霧葉片感染果腐病病斑。（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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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類地位

Melanconiales 黑盤胞目

Melanconiaceae 黑盤胞科

Pestalotiopsis 擬盤多毛胞屬

（二）分布

主要分布於熱帶地區，P. psidii的分布紀

錄遍及熱帶地區國家如印度、馬來西亞、緬

甸、波多黎各、厄瓜多、委內瑞拉等國；P.

eugeniae則寄生於蓮霧，臺灣是一個重要發

生地區。

（三）寄主

Pestalotiopsis屬可危害多種果樹，於貯後

病害紀錄如檬果、番石榴、荔枝、酪梨等皆

曾發現；國內則在鳳梨、荔枝、檬果、番石

榴、枇杷、可可椰子等報導危害的紀錄外，

另有木本植物如茄苳等也有記載發生；在臺

灣蓮霧其主要寄主，番石榴果實上經人工接

種後具有病原性。

（四）形態

Pestalotiopsis eugeniae Thuem ，有性世代

Pestalosphaeria sp.，其分生孢子紡綞形5室，

中央3室暗褐色，最中色澤最深且較粗，兩

端細胞透明無色，未成熟孢子偶為4室，頂

端有2 ~ 3支附屬絲（appendages，setulae）；

分生孢子大小19 - 24 × 6 - 7μm，附屬絲6 ~

12μm，底細胞連接一小梗透明無色約 5μ

m 長（圖五），分生孢子於分生孢子盤內形

成，成熟的分生孢子堆會突破組織表皮，表

皮開口呈船形或紡綞形，溼度高時，即將分

生孢子釋出。

除在葉片上發現分生孢子盤外，另發現

同一病斑表皮出現不規則裂口，無黑色小點

露出，此種裂口後期會出現子囊果及子囊孢

子，子囊果大小為233 × 128μm，子囊孢

子3胞，大小為12.5 - 22.5 × 5 - 7.5μm視不

同地而異。

圖三：蓮霧紫斑型果腐病徵。（林正忠） 圖四：蓮霧褐斑型果腐病徵。（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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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診斷技術

果實感染初期出現紫色水浸狀病斑為主

要判別病徵；另一型病徵為果實褪色呈淡黃

褐色病斑，表面與紫色病斑相同，中央佈滿

黑色小點，並有黑色液體出現在小點先端；

顯微鏡檢病菌分生孢子的型態則為進一步確

認此一病害。

病原菌性喜高溫，24 ~ 32 ℃皆為生長高

峰期，28℃為最適生長溫度，根據調查發現

蓮霧葉片受害率，呈夏、秋兩季低而冬季

高，並不十分規則；同一果園第二年的發病

率高於前一年，顯示病原菌在田間會逐年累

積增加，病菌感染發生視當地果園管理情形

而異。採收期由冬季至春季，皆可發現果腐

病發生；葉部幾乎全年發生，曾連續3年多

次調查，發現葉片罹病率在 32.5 ﹪ ~ 49.3

﹪，僅2次調查未在葉片發現病害，顯示其

危害非常普遍。

（一）田間衛生：根據調查資料得知葉片的

感染率頗高，為田間主要的接種源，

防治果腐病首先需針對果園內的落

葉、枯枝及修剪下的枝條集中一處，

加以掩埋或移離果園減少感染源。

（二）物理防治：果實在小果期經過疏果，

先去除帶有傷口的小果或果實成熟過

程中容易因表皮相接觸摩擦形成傷口

者，再行套袋防止病菌及果實蠅危

害。

（三）耕作防治：果園選擇單一種果樹種

植，避免與其他果樹混植，增加管理

困難；適時修剪枝條使果園通風良

好，降低果園中微氣候的相對溼度，

有助於抑制分生孢子的釋放，果園若

使用自動噴霧灌溉設施管理果園水份

時，自動噴霧灌溉設備附近植株樹冠

及其週遭的相對溼度會提高，需特別

注意。

（四）藥劑防治：目前蓮霧果腐病尚未有正

式推薦防治藥劑，但蓮霧炭疽病則有8

種藥劑可供防治，其中50﹪撲克拉錳

4,000倍及53﹪腐絕快得寧1,200倍2種

藥劑防治炭疽病外，也可同時防治果

腐病。圖五：蓮霧果腐病分生孢子。（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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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水傷於1982年發現，由於當年冬季

多雨，屏東地區的農民發現蓮霧常出現水浸

狀斑點，且造成落果，經證實此疫病菌

Phytophthora palmivora 所引起，為蓮霧上一種

新病害。蓮霧為調整收穫期，果農常利用斷

根及浸水處理調節蓮霧產期，果園中如長期

太過潮濕，對本病害的發生有所影響。早期

蓮霧栽培尚未使用套袋保護小果，果實常裸

露引起病原菌接觸感染，近年來蓮霧從幼果

期即開始套袋，使此疫病的發生機率大大降

低，由於其他病害如黑腐病等發病初期類似

疫病病徵，往往造成診斷誤判，錯施防治藥

劑。

主要危害成熟果實，造成褪色病斑，病

斑表面不凹陷，紅色或粉紅色，色澤消失後

會擴展迅速，表面佈滿白色菌絲，約2 ~ 3天

即可造成全果腐爛，並伴隨濃厚酸味，會誘

引果實蠅前來，助長病原傳播。病果後期會

有白色菌絲佈滿果實表面，為疫病菌菌絲及

孢囊（圖一），果實於枝條上受害時易造成

落果（圖二）。

蓮霧疫病
病原菌學名：Phytophthora palmivora、Phytophthora cinnamomi、

Phytophthora citricola、Phytophthora cryptogea

英名：Phytophthora fruit rot

圖一：蓮霧果實感染疫病後出現白色氣生菌

絲。（林正忠）

圖二：蓮霧果實感染疫病易造成落果。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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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類地位

Peronosporales 露菌病菌目

Pythiaceae 猝倒病菌科，腐霉病菌科

Phytophthora 疫病菌屬

（二）分布

蓮霧疫病為疫病菌危害作物的新紀錄

種，熱帶及亞熱帶地區P. palmivora危害較嚴

重，P. cinnamomi及P. citricola為世界性廣泛

分佈的病原，而P. cryptogea多分布如歐洲、

北美、澳、紐及非洲的埃及等國，4種疫病

菌皆為世界性常見病原菌，且為多犯性病

原。

（三）寄主

4 種疫病菌感染多種作物，不同疫病菌

其感染對象略有不同，P. palmivora感染植物

種類最多達百種以上如柑桔、印度棗、木

瓜、枇杷及蘭花等； P. cinnamomi在臺灣主

要危害鳳梨、酪梨、柑桔、蓮霧、樟樹、土

肉桂或茶花等；P. citricola危害柑桔、草莓及

蓮霧；P. cryptogea危害果樹蓮霧及多種草本

花卉。

（四）形態

疫病菌菌絲生長快透明無色，無隔膜，

後菌絲會分叉呈樹枝狀，菌絲寬度較原菌絲

粗，皺摺狀亦較明顯。生長菌絲末端會形成

膨大的球型形孢囊（游走孢子囊），有一乳

頭狀突起，可釋出大量游走子，游走子腎

型，具二側生鞭毛可在水中可游動，侵入寄

主感染發病。疫病菌也常以球狀厚膜孢子。

有性世代卵孢子球形，可與附著於卵孢子上

的藏精器交配行有性生殖。P. palmivora易形

成大量的厚膜孢子，而P. cinnamomi菌絲易

形成較寬的菌絲膨脹體或稱泡囊（hyphae

swellings）。

（五）診斷技術

果實表面於高濕狀態下會產生大量白色

菌絲，而蓮霧的果實表皮紅色會褪色呈水浸

無色，菌絲至全果腐爛仍保持白色，為特點

之一；霉腐病菌菌絲初期白色，後期轉成黑

色，為二者重要區別；亦與果腐病的菌絲不

同，被感染果腐果肉組織則常變紫色，為二

者重要區分。

以Phytophthora palmivora（Butler）Butler.

為例，病菌常以厚膜孢子（resting spore）形

態存於土壤中，遇雨水或灌溉水即終止休

眠，長出發芽管生成菌絲，後菌絲先端再形

成游走孢子囊（zoosporangium），游走孢子囊

成熟後極易脫落隨風或雨飛濺高處，碰到果

實表面即侵入危害；亦可籍游走子侵入，游

走子於游走孢子囊內完成分化後釋出，經由

雨水飛濺到果實表面再發芽侵入，游走孢子

囊及游走子亦可藉附著果蠅體面而被攜帶至

果實上造成危害。臺灣南部冬季最低溫12.8

℃，夏季最高溫32.7℃，皆適合本菌生長，

在南部地方終年皆可生長，但以28 ~ 30℃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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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生長溫度，低於12℃仍可生長，但生長

不佳，超過36℃時則不能生長。

由於果園常添加有機質作為基肥，不同

的堆肥比例對疫病菌的殘存有所影響，牛糞

比例高的堆肥疫病菌殘存時間愈長，因此未

有土壤存在或土壤全面淹水，疫病菌殘存長

達5.5月，土壤添加牛糞後殘存時間長達14

個月。雨水由空中落至地面會使水滴反彈拋

向空中，試驗發現游走孢子囊可被帶至50公

分的高度，加上微氣流的作用，疫病菌所能

危害的高度會超過1公尺。

其他三種疫病菌感染蓮霧果實也如上

述。近年蓮霧栽培流行套袋防治果實蠅，套

袋將果實從小即被一紙袋保護並與外界隔

離，故疫病發生機率降低，若果實套袋後，

因外來的破壞如颱風、雨水滲漏等紙袋保護

不完全，病菌才能侵入危害果實。

防治疫病依目前的管理除蓮霧果實早期

套袋外，首重田間衛生如清除病果，避免牛

糞與疫病果共處，以縮短病菌殘存期，降低

病菌密度；利用藥劑撲滅土壤表層殘存的疫

病菌，減少病菌再度感染；修剪近地表的枝

條，以防疫病菌容易藉雨水滲濺侵入袋中危

害；栽種草生植被防止雨水飛濺感染。果園

發病嚴重時，在樹冠範圍的地表及樹幹 1.5

公尺以下，可噴灑殺菌劑如 80 ﹪福賽快得

寧、43.5﹪嘉賜快得寧可濕性粉劑、27.12﹪

三元硫酸銅水懸劑或81.3﹪嘉賜銅粉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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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 2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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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進入經濟栽培初期曾是最重要的病

害，隨著栽培技術的改進，套袋實施減少果

實受害，但相對溼度大時，如套袋前連續陰

雨或花期及小果期遇雨，都會使炭疽病的發

生率提高。目前果園炭疽病仍會發生，其嚴

重性視果園管理不同及氣候而異，果園管理

良好與否，對炭疽病的預防及控制有極顯著

差別。

果實受感染後會形成褪色水浸或黑色病

斑，表面因紙袋中溼度偏高，常可見鮭魚肉

色的分生孢子著生，並有同心輪紋環出現，

在病斑中有時可發現無性世代分生孢子盤及

有性世代子囊果兩種（圖一、二）。炭疽病

感染枝條或葉片，枝條表面會出現綠色轉褐

色的不規則病斑；葉片上則呈黃褐色或淡黑

褐色病斑（圖三），葉肉組織出現壞死，病

斑上表面常出現小點突起或破裂，為炭疽病

菌分生孢子盤及分生孢子釋出。

（一）分類地位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蓮霧炭疽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Glomerella cingulata（Stoneman）Spaulding & Schrenk

無性世代：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Penz.）Sacc.

英名：Waxapple anthracnose

圖一：蓮霧炭疽病病徵（無性世代）。

（林正忠）

圖二：蓮霧炭疽病病徵（有性世代）。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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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larials 炭角菌目

Polyatigmataceae 疔座煤科

Glomerella 小叢殼屬

（二）分布

分布世界各地，又以熱帶、亞熱帶發生

較為嚴重，溫帶發生較輕微。

（三）寄主

其寄主植物包括芸香科柑桔、檸檬、萊

姆、葡萄柚等；溫帶、熱帶多種野生或經濟

栽培蔬果、特用作物如茶及果樹如蘋果、酪

梨、香蕉、葡萄、檬果等皆可受害，無論經

濟作物或野生植物皆可受危害。

（四）形態

炭疽病菌形成二個世代，有性世代為子

囊菌，子囊殼形成時，呈倒洋梨型，從頂端

會開口釋出子囊孢子，子囊孢子單胞無色，

兩端鈍尖，中央略寬，大小16 ~ 22 × 5μm

（圖四、五），從病斑釋出子囊孢子感染新患

部，形成下回感染的接種源。無性世代以分

生孢子出現在葉片及果實表面，分生孢子粘

稠，常藉雨水、露水稀釋後傳播，分生孢子

短桿狀，單胞，兩端鈍圓，大小約為 20 - 24

× 5μm（圖六），生於分生孢子盤（acevuli）

或稱分生子堆上；另有一種分生孢子呈彎月

型，單胞，大小為 24 × 2.5 - 3μm，為同屬
圖三：蓮霧炭疽病葉部病徵。（林正忠）

圖四：蓮霧炭疽病葉部病斑產生子囊果（有性

世代）。（蔡叔芬）

圖五：蓮霧炭疽病子囊及子囊孢子（有性世

代）。（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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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種炭疽病菌。

（五）診斷技術

田間以病斑表面出現鮭魚肉色的分生孢

子及分生孢子盤為主要診斷依據。蓮霧果實

實行套袋若相對溼度偏高時容易由色澤辨認

出炭疽病；在葉片上，因大氣溼度略低，故

分生孢子往往會乾燥、緊縮、顏色變淡、成

淡粉色或偏白的乳黃色，表面無光澤，為鑑

定依據之一；另外炭疽病有性世代為子囊

果，子囊果頂端略突出表皮，釋出的子囊孢

子無色，乾燥時呈頂端白色，可藉顯微鏡鑑

定孢子的形態及大小而判別病害種類。

目前蓮霧的生產皆用套袋保護果實，故

蓮霧果實從小在吊鐘期即由紙袋套好至採收

期，此一時期約2個月以上，故炭疽病菌若

在套袋後，再行由紙袋破裂處入侵危害，或

由昆蟲攜帶入內，在果實上常會表現出典型

的炭疽病徵。

炭疽病在田間常以子囊果殘存於落果、

落葉及枯枝上，遇雨時子囊果內成熟子囊孢

子釋出，藉氣流上昇到葉部感染新葉，造成

田間的感染來源，並由葉片感染小果造成危

害，果實近成熟時甜度會提昇病斑則顯現。

南部地區果實採收期11月至翌年1或2月，

此時為冬季乾旱期炭疽病發生較少，民國92

年因11月米勒颱風發生，導致當年冬季果實

腐爛率大幅提高，調查病害時陰雨條件下大

氣中常蒐集到炭疽病孢子（圖七），顯示大

氣相對溼度愈高危害情形愈嚴重，故4 ~ 6月

間為南部梅雨季節，果園中晚收的果實易感

染炭疽病。果園自動噴霧灌溉設施雖可減少

果園的管理勞力，但果園因所設施的噴霧出

口常在果樹的頂端，將水或養液、殺菌或殺

蟲劑由上往四周及下方噴施，此種管理方式

圖六：蓮霧炭疽病無性世代分生孢子。

（林正忠）

圖七：大氣中捕獲炭疽病菌培養出分生孢子。

（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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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造成樹冠部位水份滯留葉片或枝條表面，

此種滯留水可以助長及保護孢子的萌芽與侵

入，故此種設施並不能改善蓮霧病害的防

治，反促進病害的發展及傳播機率。

（一）田間衛生：注重果樹整理、修剪病枝

及徒長枝，使果樹通風良好，除可防

止病害發生外，亦利藥劑灑佈均勻；

將病枝條、落葉、落果集中燒毀或搬

離果園，降低病原菌密度減少病害發

生。目前蓮霧樹在採果後常強修剪及

藥劑處理造成全株落葉以便調節產

期，此時可順便去除病枝條，並噴施

藥劑增加防治效果。

（二）耕作防治：目前蓮霧果園採自動噴霧

灌溉設噴灑營養液或補充水份防止乾

旱，然頂式噴灌設備會促進病害發

生，建議應改採地表補充水份，特別

於通風不良的果園，要降低病害的發

生，先降低果園的相對溼度，減少孢

子發芽侵入的機會。

（三）物理防治：套袋保護，在蓮霧幼果

（吊鐘期）先施殺菌劑保護預防感染，

待小果乾後立刻套袋，可收到良好防

治效果。

（四）藥劑防治：目前已知有8種藥劑推薦於

田間防治蓮霧炭疽病，如53﹪腐絕快

得 寧 、 5 0 ﹪ 撲 克 拉 錳 、 5 6 ﹪ 貝 芬

硫?、 50 ﹪保粒快得寧及 43 ﹪嘉賜貝

芬等可濕性粉劑及44.2﹪克收欣、23

﹪亞扥敏等水懸劑等多種藥劑來進行

防治。

1.林正忠。 1985 。蓮霧炭疽病。興農雜誌

204：40-42。

2.林正忠、溫宏治、蔡叔芬。2002。蓮霧病

蟲害防治管理技術手冊。臺灣蓮霧產業策

略聯盟及農委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編印。

30pp.。

3.梁文進。 1988 。蓮霧炭疽病流行學及防

治。屏東農專學報 29：27-36。

4.C. M. I. Descriptions of pathogenic fungi and

bacteria. No. 315. Glomerella cingulata.

（作者：林正忠、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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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真菌性病害近年來逐漸增多，蓮霧

種植面積雖未大幅增加，其可能因栽培年代

已久，近年由植物或果品的輸入特別是如榴

槤、紅毛丹、紅龍果等，使病原菌隨果實傳

入國內，經調查顯示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

Pat.為進口熱帶水果的一個重要病害，其有

類似潛伏感染的特點，即調查結果發現在果

實採收後至輸入國內期間，發病百分率隨著

時間增長逐漸增加，應值得檢疫方面去了

解。國內蓮霧黑腐病係首先由梁氏等報導，

並列為蓮霧果實重要病害之一。

蓮霧果實及葉片皆可受感染，在果實上

病徵初期果皮紅色會褪色、水浸狀、果肉轉

淡色，此一過程非常類似疫病初期病徵，因

此很容易被誤判成疫病（圖一），受害部位

會擴大，中後期病斑中央會出現褐化，表面

出現小黑點，為病菌柄子殼，受害果後期會

蓮霧黑腐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Botryosphaeria sp.（Physalospora rhodina Berk ＆ Curt. apud Cooke.）

無性世代：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 Pat.

英名：Botryodiplodia fruit rot

圖一：蓮霧黑腐病初期

病徵。（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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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果轉成黑色，表面密生黑色小點，為柄子

殼頂未部突出果皮組織，並有白色分生孢子

未成熟被擠壓露出於頂部（圖二）。葉片上

會形成褐色病斑，病斑上生有黑色細小斑點

（圖三），此多發生於老化及成熟葉片：除葉

片外葉柄等組織也會受感染褐變，後期表皮

形成柄子殼並突出表皮（圖四）。

（一）分類地位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Pleosporales 格孢腔菌目

Botryosphaeriaceae 葡萄座腔菌科

Botryosphaeria 葡萄座腔菌屬

（二）分布

分布世界各地，主要出現南緯40度至北

緯40度之間，涵蓋赤道及赤道兩側國家，為

一兼性傷痍菌（facultative wound pathogen），

可單獨或與其他病原複合感染危害。

（三）寄主

主要危害酪梨、香蕉、楊桃、柑桔、蘋

果、葡萄等多種熱帶、亞熱帶水果計20種，

在臺灣危害落花生、棉花、瓊麻、香蕉、梨

及桃花心木，芒果蒂腐病亦屬此病菌危害；

圖二：蓮霧黑腐病後期病徵。（林正忠）

圖三：受黑腐病為害的蓮霧葉片病徵。

（林正忠）

圖四：蓮霧葉片受黑腐病菌危害，於葉脈或葉

柄出現柄子殼及分生孢子。（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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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則危害梨、香蕉（從臺灣輸入），可

可椰子。

（四）形態

感染的葉片及果實上首先出現無色未成

熟的分生孢子，單胞，釋放成熟孢子則可能

出現雙胞的分生孢子，孢子黑褐色，表面有

縱向條紋（圖五、六），孢子大小28 - 34 ×

12 - 16μm，與檬果蒂腐病比較，略大於蒂

腐病孢子。在病斑上亦可發現有性世代的子

囊著生在子囊座（ascostroma）中，頂端略突

起，子囊雙膜，紡綞型，內有子囊孢子8個

無色，大小20 × 7.5μm。

（五）診斷技術

此一病害的診斷以病原菌分生孢子為

主，具雙胞，褐色至黑色，表面有縱紋，然

因未成熟的分生子也非常容易釋出，其單胞

無色，紡綞至卵圓形透明孢子，大小約25μ

m；以往將此類孢子放在Macrophoma屬，今

已知其成熟孢子形態如上（四）中敘述，故

可將孢子作為鑑定依據。田間病斑常在感染

後變成全果黑色，或葉部感染部位邊緣黑

色，可當作判別的初步了解；病原菌感染葉

柄，不出現與葉及果實相同病徵，即邊緣轉

黑色現象。

病原菌可經風及雨水傳播，病原菌孢子

能在土壤中傳播病害外，受感染的種子及昆

蟲的媒介攜帶病菌孢子也有助於病害傳播，

故病原菌能藉多種傳播途徑將病害擴散。目

前國內熱帶水果中病原菌會造成芒果蒂腐

病、香蕉冠腐病，此外由東南亞進口的水果

如榴槤、山竹等也常發現其危害，顯示氣溫

高的地區本病易發生。近年來由於全球溫暖

圖五：黑腐病菌黑色分生孢子雙孢，無色分生

孢子單胞。（蔡叔芬）

圖六：黑腐病菌有時出現黑色三胞的分生孢子

（大小34×16μm）。（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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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聖嬰效應，夏天溫度升高，冬季不冷，

好高溫型的病菌繁殖速率快，故本病在近年

愈發嚴重。

田間清潔果園，將落果、病枝條、落葉

盡快清除，降低病原菌密度，具良好防治效

果。套袋可降低蓮霧的果實病害。藥劑防治

可有效且快速抑制病害的發生，惟至目前為

止蓮霧黑腐病，尚未有推薦使用藥劑，但可

參考疫病及炭疽病的防治藥劑。

1.未具名。1984。日本有用植物病名目錄。

p.190。日本植物病理學會及植物防疫協

會編印。

2.林正忠、郭韋柏。2001。國外進口之熱帶

水果病原真菌種類鑑定圖鑑。p.39。行政

院農委會農試所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發

行。

3.楊宏仁。2003。檬果蒂腐病。p.82-86。植

物保護圖鑑系列 10 －檬果保護。行政院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出版。

4.梁文進、蔡富山。1994。套袋對蓮霧主要

病害之防治探討。植病會刊 3（4）：257

（年會摘要）。

5.蔡雲鵬。 1991 。臺灣植物病害名彙。

p.604。中華植物保護學會及植物病理學

會刊印。

6.C. M. I. Descriptions of pathogenic fungi and

bacteria. No. 519. 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 

7.Snowdon, A. L. 1990. A colour atlas of post-har-

vest, diseases ＆ disorders of fruits ＆ vegeta-

bles. Vol. 1. p.302. Wolfe Sci. Ltd. Press.

London. 

（作者：林正忠、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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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乾腐病為近年來新發現的蓮霧果實

病害，亦可感染蓮霧葉片，在田間發生的例

子並未普遍，國內發現葡萄房枯病、檬果蒂

腐病及國外柑桔流膠病原、番石榴褐腐亦由

相似病原菌危害。此一病原菌多分佈於熱帶

國家如中南美洲、澳洲及非洲等地，未來若

全球氣候愈來愈趨高溫，是否會成一蓮霧的

重要病害，應加以注意。

葉片及果實皆會感染。蓮霧果實初受感

染時，果皮褪色，呈淡褐色或淡紫色（圖

一），溼度高時病般邊緣出現白色菌絲，與

果腐病差異為果腐病受害呈色較深，為紫

色。病斑中央後期漸出現黑色小點，由中央

處向邊緣成熟，係柄子殼，不呈輪狀，中期

整粒果實呈褪色水浸狀，表面會佈滿柄子

殼，後期全果呈黑色木乃伊狀（圖二），表

面會有淡黃色粉末出現，為其分生孢子。在

蓮霧葉片上出現褐色病斑，表面生黑色小

點，病斑後期，黑色小點頂部出現被擠壓而

呈現白色捲曲線狀的分生孢子堆。

（一）分類地位

蓮霧乾腐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Botryosphaeria sp.

無性世代：Dothiorella sp.

英名：Dothiorella fruit rot

圖一：蓮霧乾腐病病徵。（林正忠） 圖二：蓮霧感染乾腐病後期果實變黑。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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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lomycetes 腔孢綱

Sphaeropsidales 偽毬果目

Sphaerioidaceae 球殼孢科

Dothiorella 小穴殼菌屬

（二）分布

分布於世界各地，亞洲地區如日本、印

度及馬來西亞，中南美洲如委內瑞拉、波多

黎各，澳洲及非洲等地皆有紀錄。

（三）寄主

多犯性，以果實為主，如葡萄、檬果、

番石榴及酪梨等多種溫帶及熱帶果實皆會受

害，臺灣柑桔根部流膠病也是本菌引起的病

害之一。

（四）形態

蓮霧乾腐病由Dothiorella sp.引起，為不

完全菌，具有柄子殼（圖三），一般埋生於

組織內，柄子殼黑色，在葉肉組織上略突出

表面，露出黑色口孔，柄子殼離生；在葉脈

上，柄子殼可略突起，超出葉脈。柄孢子

（分生孢子）為透明無色、梭型、單胞，大

小為 12 - 22.5 × 6.3 - 7.5μm（圖四）。

（五）診斷技術

受害初期的蓮霧果實顏色變淡紫至淡褐

色，產生黑色小點狀柄子殼外，利用光學顯

微鏡鏡檢測分生孢子的型態及顏色，其與黑

腐病、果腐病的差異，為果腐病菌孢子在果

實表面呈現墨汁粘液狀具光澤反射；黑腐病

菌孢子為橢圓型，大小為 30 × 14 μ m 之

間，成熟孢子雙胞黑色，表面有縱向條紋，

較本病原菌孢子大，且形態不同容易區別。

果實病害發生時期以冬季較多，主要發

生在12 ~ 1月間，病原菌於3、5、7月在田

間的葉片上可發現病原菌的柄子殼及分生孢

子，故初步認為本病原菌在南部蓮霧果園可

圖三：蓮霧感染乾腐病自組織表皮長出分生孢

子。（蔡淑芬）

圖四：蓮霧乾腐病菌孢子單胞無色。

（蔡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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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生長或存在，可藉空氣、罹病果實及葉

片來傳播病害。

果園在一般營養生長期應注意田間衛生

工作，為降低病原菌密度的最基本工作可利

用套袋配合徹底清園工作，更能有效減少病

害發生。

蓮霧每年皆進行產期調節，故果樹枝條

的修剪、落葉或遮光處理等措施會造成葉片

磨擦或撕裂產生傷口，有助病原菌的發生，

故降低蓮霧葉片的受害避免病菌入侵感染，

減少造成蓮霧損失。

由於此一病害係屬新病，尚未有正式推

薦藥劑可供防治。

1.安寶貞。2003。非疫病菌引起的柑橘流膠

病。p.218-221。植物保護圖鑑系列9（下

冊）－柑橘保護。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出版。

2.郭克忠、許秀惠。 2003 。葡萄房枯病。

p.111-114。植物保護圖鑑系列11－葡萄保

護。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出

版。

3.楊宏仁。2003。檬果蒂腐病。p.82-86。植

物保護圖鑑系列 10 －檬果保護。行政院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出版。

4.Lim, T. K. ＆ Khoo, K. C. 1990. Guava in

Malaysia, Production, Pests and Diseases. p.260.

5.Snowdon, A. L. 1990. A colour atlas of post-har-

vest, diseases and disorders of fruits ＆ vege-

ables. Vol. 1. p.302. Wolfe Sci. Ltd. Press.

London.

（作者：林正忠、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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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霉腐病為蓮霧果實成熟後發生的一

種傷痍病菌，主要由傷口侵入感染，果園施

肥時常利用植物性有機物如豆渣或豆餅粉來

提供氮肥，此種有機肥會誘發霉腐病的發

生。近年來蓮霧栽培果實常有嚴重裂果的問

題，裂果產生巨大傷口可誘發本病害的發

生。果園如有施肥及通風不良，果實常於收

穫時或採收後嚴重發生，需加以注意。

病菌並不危害未成熟果實或葉片，主要

危害成熟果實（圖一、二），可形成大量的

菌絲及孢囊，並造成落果。病菌危害果實初

期病徵與疫病較相似產生白色菌絲，但後期

孢囊梗頂端著生暗色孢囊，稍一碰觸大量黑

色粉狀分生孢子即會掉落，孢囊會由病斑中

央先出現，病斑擴展快速外圍新生菌絲保持

白色，向內形成暗色至黑色菌絲，此與疫病

形成白色菌絲及游走孢子囊有所不同（圖

三）。

（一）分類地位

Zygomycetes 結合菌綱

Mucorales 黴菌目

蓮霧霉腐病
病原菌學名：Rhizopus sp.

英名：Rhizopus rot

圖一：蓮霧霉腐病病果。（林正忠） 圖二：腐黴病菌由果頂裂口侵入感染。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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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oraceae 毛黴科

Rhizopus 根黴菌屬

（二）分布

分布世界各地。

（三）寄主

主要以腐生狀態存在於多種植物根圈附

近土壤中或腐葉上，偶爾也存在於木瓜、草

莓、甘藷、棉花、核果類等表面危害；為19

種溫帶及熱帶水果貯藏性病害如蘋果、櫻

桃、梨、葡萄、柑橘、檬果、番石榴等，多

由傷口侵入並造成組織水浸狀腐爛。

（四）形態

蓮霧霉腐病菌絲粗，初期為透明或無

色，無隔膜，在蓮霧果實表皮常密生毛狀黴

（圖四），菌絲向下著生假根，假根處會向上

垂直長出孢子囊梗（圖五），頂端圓形膨大

著生球狀孢囊，孢囊內生有大量黑色分生孢

子，圓形或不規則。

（五）診斷技術

蓮霧霉腐病菌與疫病初期症狀極為相

似，果實褪色並為水浸狀，菌絲初期白色數

天後轉成黑色至暗橄欖色，在菌絲上方出現

許多黑色小點，此點易與疫病菌區別，其菌

絲並向外側生長，果實表皮可見短毛狀物，

此為田間診斷方式。

圖三：感染腐黴病菌果實後期菌頂端著生黑色

孢子囊。（林正忠）

圖五：腐黴病菌由假根處長出數根直立孢子囊

梗，其上長出一孢囊。（林正忠）

圖四：腐黴病菌頂端著生黑色孢子囊。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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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霉腐病菌主要危害成熟果實，南部

地區蓮霧成熟時期從12月起至翌年6月，其

間皆可發生。果園不通風易引起本病蔓延，

病原菌由果實表皮傷口侵入，受害組織變成

灰褐色，並形成大量菌絲及孢囊，由於病原

菌生長快速，果園若管理不良，後期所收穫

的果實受害特別嚴重。果園內使用大量的豆

類廢棄物或有機肥料如豆渣或豆餅等氮素，

病原菌容在上面易腐生，並感染有傷口果

實，造成重大損失。

注意果園的清潔，清除病果；保持通風

良好；降低果園相對溼度；注意有機肥中豆

製品的含量，並避免在果實期使用含豆類製

品的有機肥；降低田間裂果率；此外果實再

行套袋，即可減少感染，降低病害的發生。

1.林正忠。1992。蓮霧病害。果樹病害研習

會講義。p.77-85。中華民國植病學會編。

2.C. M. I. Descriptions of pathogenic fungi and

bacteria. No. 110. Rhizopus stolonifer.

3.C. M. I. Descriptions of pathogenic fungi and

bacteria. No. 524. Rhizopus stolonifer.

4.Snowdon, A. L. 1990. A colour atlas of post-har-

vest diseases ＆ disorders of fruits ＆ vegetables.

Vol. 1.：General introduction ＆ fruits. Wolfe

Sci. Ltd., London. 302pp. 

（作者：林正忠、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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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星病是一普遍且歷史悠久的病害，主

要出現在香蕉的葉片及果實表皮，是臺灣香

蕉極重要的病害之一；除外木瓜葉枯病、柑

桔黑星病、番石榴黑星病、枇杷褐斑病等溫

帶或熱帶果樹亦受此菌感染，造成重大損

失，同亦危害多種蔬菜。在蓮霧上其卻是新

病害，最近一、二年蓮霧園皆可發現，但頻

率仍低。（未發表）

蓮霧葉片及果實皆會受害，葉片受害初

呈淡褐色病斑，後期呈深褐色，病斑表面會

產生細小黑點，為病菌的柄子殼（pycni-

dia），埋生於組織中央，僅頂端露出表皮，

受害樹葉不易掉落（圖一、二）。

果實受害病斑呈圓形凹陷（圖三），直

蓮霧黑星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Guignardia sp.

無性世代：Phyllosticta sp.

英名：Phyllosticta fruit rot

圖一：蓮霧葉片感染黑星病。（林正忠） 圖三：蓮霧果實冬季生長期易受黑星病感染。

（林正忠）

圖二：葉片表面產生黑色子囊殼。（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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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約1公分，中央黑色外圍近凹陷處褪色，

後期病斑黑色中央表面有淡粉色小細點為病

菌柄孢子（分生孢子）（圖四），病斑組織軟

化後面積並不迅速擴大，不若疫病、炭疽病

等，為此一病害特色之一。

（一）分類地位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Dothideales 座囊菌目

Mycosphaerellaceae 球腔菌科

Guignardia 球座菌屬

（二）分布

分布世界各地，在臺灣主要在高雄縣六

龜地區。

（三）寄主

蓮霧、香蕉、木瓜、番石榴、枇杷。

（四）形態

蓮霧黑星病病原菌無性世代可產生柄子

殼（pycnidia）及分生孢子，分生孢子無色透

明，短橢圓型，單孢，頂端有一附屬絲，分

生孢子大小10 - 12.5 × 7.5μm（圖五），與

番石榴黑星病分生孢子大小相近。有性世代

子囊孢子亦無色透明，單孢，紡綞狀，兩端

鈍狀並黏有透明膠質（圖六），子囊大小20 -

25 × 7.5μm。

圖四：被感染的果實底部出現病斑，中央有淡

粉色分生孢子。（蔡叔芬）

圖五：黑星病無性世代分生孢子。（蔡叔芬）

圖六：黑星病有性世代子囊孢子。（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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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診斷技術

蓮霧黑星病病原菌感染果實，在病斑周

圍會產生明顯褪色環，病斑中央表面呈細點

狀淡粉白至淡黃色，乾質，與炭疽病孢子在

大氣相對溼度高時易吸水潮解有所差異；另

可取葉片及果實上的病斑鏡檢其分生孢子或

子囊孢子進行鑑定。

蓮霧黑星病病原菌殘存期長，冬季蓮霧

果實生長期長偶爾可發生，其他季節尚未發

現其發生；葉片上的病斑可長存果樹枝條，

未來是否具高潛力發病能力可值得研討。

（一）田間衛生：清除病果及剪除病枝條可

減少感染源，降低感染率。

（二）物理防治：施行套袋，套袋前應將幼

果徹底噴施殺菌劑後再行套袋，藥劑

暫以炭疽病推薦的防治藥劑如腐絕快

得寧、貝芬硫 、撲克拉錳等。

1.邱人璋。1955。柑桔黑星病之研究。農林

學報 4：186-202。

2.林正忠、賴秋炫、蔡叔芬。2003。番石榴

果實新病害黑星病及其他病害生態調查。

植保會刊 45：263-270。

3.劉顯達。1977。木瓜主要病害及防治。植

物保護學會會報 1：12-24。

4.蔡雲鵬。 1991 。臺灣植物病害名彙。

p.604。中華植物保護學會及植物病理學

會編印。

5.簡和順、黃金池。1967。香蕉黑星病之發

生生態調查與藥劑防治試驗。植保會刊

9：21-38。

6.C. M. I. Descriptions of pathogenic fungi and

bacteria. No. 85. Guignardia citricarpa .

7.C. M. I. Descriptions of pathogenic fungi and

bacteria. No. 467. Guignardia musae.

（作者：林正忠、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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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黃腐病為蓮霧新病害之一，近年來

已成為蓮霧早期採收最重要病害之一，高雄

縣六龜鄉曾於冬季早期採收的蓮霧上發病嚴

重，受此病原菌感染的蓮霧病果腐爛率高，

佔全部腐爛果實的50﹪顯示病害發生的嚴重

性。民國 92 年底至 93 年春調查，發現由蓮

霧黃腐病菌引起的果實病例佔全部病果率雖

不高，但同袋腐爛落果卻無一倖免，此一現

象對須套袋的蓮霧管理模式未來可能成為一

重大的病害潛勢值得重視。

蓮霧黃腐病病原菌可同時感染果實及葉

片，受感染果實病斑呈水浸狀褪色，中央有

不規則褐色分佈、表皮出現皺摺；中期病斑

邊緣褪色更明顯，且邊緣表面出現環帶狀白

色菌絲，與病斑邊緣相接包圍整個病斑，病

斑中央漸轉淡黃褐色、凹陷，病斑漸漸擴大

至全果且會相互愈合（圖一、二）；後期病

斑表面出現黃色及白色的表層，為病原菌的

分生孢子梗及分生孢子（圖三），病斑色澤

全偏向黃褐色，有異於前述的果腐、黑腐等

黑色病徵，故稱黃腐病。人工接種病原菌於

果實雖無傷口，仍可感染果實並產生大量白

色菌絲，顯示其具強病原性。

蓮霧黃腐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Calonectria sp.

無性世代：Cylindrocladium sp.

英名：Cylindrocladium fruit rot

圖一：蓮霧黃腐病初期病徵。（林正忠） 圖二：蓮霧黃腐病後期病徵。（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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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類地位

Hyphomycetes 絲狀菌綱

Hyphomycetales 線菌目

Moniliaceae 線菌科

Cylindrocladium

（二）分布

分布世界各地。

（三）寄主

危害寄主廣泛如大葉桉、木瓜、花生及

採後的番石榴等；對木本植物幼苗的葉部產

生黑腐或葉斑等病徵；對茶樹根部造成腐爛

等。曾利用白鶴芋所分離到的菌株與蓮霧果

圖五：接種白鶴芊分離菌株（左）發病較輕

微。（林正忠、蔡叔芬）

圖六：黃腐病菌柵狀分生孢子梗。（蔡叔芬）

圖三： 黃腐病分生孢子梗上著生分生孢子。

（林正忠）

圖四：由蓮霧及白鶴芊分離培養的菌落形態。

（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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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分離得到的菌株分別接種蓮霧果實後可

產生相同的病徵（未發表）（圖四、五）。

（四）形態

蓮霧黃腐病係由 Cylindrocladium sp.引

起，菌絲為透明無色，分生孢子梗呈直立柵

狀，常出現在氣生菌絲表面，上平行著生分

生孢子（圖六）。分生孢子長桿狀無色，二

端呈橢圓型，成熟孢子為二胞（圖七）無色

透明，偶爾有三胞，大小為42.5 - 50 × 5 - 6

μm。有性世代為子囊菌Calonectria，子囊

果卵型，具單囊壁子囊及8個子囊孢子。

（五）診斷技術

受感染果實及葉片皆會出現白色黴狀

物，成點狀分佈為分生孢子梗及分生孢子，

組織褪色後期呈淡黃色，肉眼可診斷，另可

藉顯微鏡鑑定其是否具有特殊的圓柱狀分生

孢子。

蓮霧黃腐病在田間發生生態不明，但其

可經空氣、落果及病葉釋放分生孢子，並藉

風及雨水等飛濺至果表造成感染，高濕有利

病原菌發展，蓮霧易發生該病害。病原菌夏

季可在葉片上越夏，冬季以果實越冬。果園

在冬季第一期果採收前即已感染，至採收時

即可發現病徵，受感染的果實常一粒果實感

染後，同一袋中其餘也會相繼感染，而造成

落果並產生黃腐病徵。早期國內曾引入白鶴

芋其葉部及根部等組織受病原菌感染，因該

病菌具強腐生性，氣候潮濕及土壤含水量多

時，則容易發病。

蓮霧園應長期清園，將各種枯枝、落

葉、落果掃除，移離果園，由於本病原菌可

危害茶樹及白鶴芋根部，具強腐生能力，故

上述枯枝、葉及病果等不適宜混入土中做堆

肥，果實套袋也是一種防治方法，目前尚無

正式推薦的化學藥劑可供防治施用。

1.張東柱、謝煥儒、張瑞璋、傅春旭。

1999。臺灣常見樹木病害。p.202。臺灣

省林業試驗所。

2.楊秀株。1998。花卉病害圖鑑。p.503。

茂立有限公司。

3.楊尹甄。2004。蓮霧果腐病菌兩種病徵型
圖七：成熟分生孢子圓柱狀，雙胞。（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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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株之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碩士論

文。

4.C. M. I. Descriptions of pathogenic fungi and

bacteria. No. 426. Calonectria hederae（conidial

stage：Cylindrocladium hederae）.

5.C. M. I. Descriptions of pathogenic fungi and

bacteria. No. 427. Cylindrocladium braziliensis.

6.C. M. I. Descriptions of pathogenic fungi and

bacteria. No. 428. Cylindrocladium camelliae.

7.C. M. I. Descriptions of pathogenic fungi and

bacteria. No. 429. Cylindrocladium braziliensis.

8.C. M. I. Descriptions of pathogenic fungi and

bacteria. No. 430. Calonectria colhounii.

9.Snowdon, A. L. 1990. A colour atlas of post-har-

vest diseases ＆ disorders of fruits ＆ vegetables.

Vol. 1. ：General introduction ＆ fruits p.302.

Wolfe Sci. Ltd., London. 

（作者：林正忠、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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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病主要為害熱帶果樹成熟葉片，多種

果樹皆普遍發生，受害植株提早落葉、影響

光合作用及降低果實品質，在蓮霧上主要為

兩種綠藻感染為害。

主要危害葉片，一般可見二種病斑，一

種為黃綠斑，由氣孔藻（Stomatochroon sp.）感

染葉片，此種病斑分佈普遍，初期在葉背上產

生黃綠色絨毛為粗短狀孢囊柄及頂生孢囊，後

轉成灰綠之不定形斑（圖一）。一種為褐色

斑，由頭孢藻（Cephaleuros virescens）引起，在

上下表面都很明顯，上表面呈隆起近圓形或不

規則形褐斑，有些褐斑周圍還有黃色暈環；下

表面亦出現褐斑，斑點中央略凹陷，周圍呈油

蓮霧藻斑病
病原菌學名：Cephaleuros virescens Kunze、Stomatochroon sp.

英名：Algal leaf spot of Waxapple

圖一：蓮霧葉背

發生藻斑

病病斑。

（陳昱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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漬狀。葉片遭受嚴重的感染，常提早老化而落

葉，影響果實品質，且在冬季或早春感病，則

新葉的產生會停止或減緩。

（一）分類地位

Trentepohliales 橘色藻目

Trentepohliaceae 橘色藻科

1.Cephaleuros 頭孢藻屬

2. Stomatochroon氣孔藻屬

（二）分布

臺灣之平原或低海拔山區。

（三）寄主

本病原屬於多犯性藻類病原，寄主包括

檬果、荔枝、檸檬、龍眼、菠蘿蜜及蓮霧等

常綠果樹。

（四）形態

蓮霧葉片上形成橘色或淺褐色毛狀物為

藻類之葉狀體（thallus），是藻類細胞於蓮霧

葉表皮細胞角質層下聚生成盤狀後，向外生

成毛絨狀分枝而構成。無性繁殖體再由毛絨

狀分叉頂端膨大細胞長出頂生或氣生的小

梗，其上著生卵形的孢子囊（32 × 25 μ

m），孢子囊會釋放出雙鞭毛的游走子。藻

菌的橘色乃是其細胞內葉綠體含豐富的胡蘿

蔔素所致。有性世代則在葉狀體上形成瓶狀

的配子囊，會釋放出雙鞭毛配子，成對配子

會融合形成孢子體，然後產生小孢子囊並釋

放出具4鞭毛游走子，此4鞭毛游走子再發

芽生長而成單套配子體。

（五）診斷技術

以病徵外觀診斷，在蓮霧葉片上可見到

直徑5 ~ 8公釐，園形橘色或褐色絨毛狀病

斑。

（六）生活史

本病原藻菌同時具有孢子體及配子體兩

種形態，其大小及形態相同，即所謂同型

（isomorphic）世代。其生活史屬於與高等植

物類似之孢子型，配子體是單套體，產生配

子（N）時不需經過減數分裂，兩性配子結

合後形成雙套之孢子體，而後形成小孢子囊

（microsporangium），釋放出4鞭毛的游走子，

為其有性世代。游走子發芽形成植物體後，

經減數分裂產生單套之孢子，也就是雙鞭毛

之游走子，而後發展產生單套之配子體並釋

出配子，完成整個生活史。

蓮霧藻斑病終年均可發生，尤其在梅雨

季後發病率較高，夏季高溫多濕，果園密植

且較潮濕者發生較嚴重，葉片遭受感染後會

提早老化而落葉並影響果實品質。成熟的孢

囊遇露水或雨水即能釋放游走孢子而感染葉

片，主要藉由雨水飛濺及風力協助，可行短

距離或長距離的傳播。

（一）注意果園之通風、日照、排水及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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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葉等。

（二）注意衛生收集病葉及落葉，將其移出

果園並燒毀或掩埋。

（三）平時加強果園管理、果樹枝條修剪

等，施用三要素氮、磷不可過量。

（四）可參考選用銅劑如33.5﹪快得寧水懸

劑等，依據推薦的使用方法及時機來

防治。

1.植物保護手冊。200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藥技術諮議委員會審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編印。

2.沈毓鳳、江永棉。1972。第二群藍藻植物

群 Cyanophyta 。中山自然科學大詞典 8

（7）：370-375。

3.沈毓鳳、江永棉。1972。貳、綠藻植物群

之分類。中山自然科學大詞典 8（7）：

394-403。

4.果樹病害研習會講義。1992。中華民國植

物病理學會編。

5.林正忠。1984。熱帶果樹的藻斑病。豐年

34（21）：38-39。

6.林正忠。1990。蓮霧病害及栽培不適當例

子（上）。興農雜誌 251：26-29。

7.林正忠。1990。蓮霧病害及栽培不適當例

子（下）。興農雜誌 252：86-89。

8.陳滄海。1978。Cephaleuros屬綠藻所引起

之三種重要果樹新病害。屏東農專植物保

護學會會報 2：29-34。

9.熱帶作物病蟲害圖鑑。1986。國立屏東農

專植物保護科編著。

10.劉顯達。 1995 。農家要覽。 p.91 。農作

篇。

11.Chapman, R. L., and Henk, M. C. 1985.

Observations on the habit, morphology, and

ultrastructure of Cephaleuros parasiticus

（Chlorophyta）and a comparison with C.

virescens.  J.  Phycol. 21：513-522.

12.Holcomb, G. E. 1986. Hosts of the parasitic alga

Cephaleuros virescens in Louisiana and new host

records for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Plant

Disease 70：1080-1083.

13.Joubert, J. L. and Rijkenberg, F. H. J. 1971.

Parasitic green algae. Ann Rev. Phytopathol. 9：

45-64.

（作者：陳昱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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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重要經濟果樹如龍眼、荔枝、

番荔枝及菠蘿蜜等，陸續發生生長勢減退、

落葉萎凋而全株枯死的現象。褐根病已證實

由Phellinus noxius所引起，分類地位屬擔子

菌門，分屬5個群，目前有154個種和67個

變種，為果樹根部重要的病害，將分離自12

種寄主之P. noxius，都接種到12種寄主，發

現都可引起 12 種植物發病，此結果顯示 P.

noxius不具病原生理小種，其可藉由植物根

系之接觸、種苗帶病原菌或土壤殘存罹病植

體傳播病害，該病原菌可在植株殘根上存活

5 ~ 10年以上，需特別注意。

罹病株病出現生長衰弱、葉片稀疏、黃

萎、落葉情形逐日嚴重，約一、二年後死

亡，果樹死亡後，葉片並不立即脫落，可以

停留在枯樹上數月；罹病株根部組織初期褐

變，與健康組織間之界線並不十分明顯，受

害莖部組織疏鬆並出現白色，稱為白腐

（white rot），其上有不規則之淺褐至深褐色

網狀線紋，為該病害之特徵。罹病根系之表

皮甚易剝落，外表皮上長有褐色菌絲塊，並

蓮霧褐根病
病原菌學名：Phellinus noxius（Corner） G. H. 

Cunningham（= Fomes noxius Corner）

英名：Brown root rot of Waxapple

圖一：馬鈴薯葡萄糖瓊脂（PDA）上之褐根病

菌，菌絲初為白色，而後轉成深淺不

規則的褐色塊狀。（安寶貞）

圖二：褐根病菌特化成褐色的鹿角菌絲（tri-

chocyst），是病原菌之鑑定特徵依據。

（安寶貞）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4

86

黏有土塊石粒，顯得十分粗糙，根表皮內層

亦有深褐色網狀線紋，故稱為褐根病。

（一）分類地位

Basidiomycetes 擔子菌綱

Aphyllophorales 非摺菌目

Hymenochaetaceae 刺革菌科

Phellinus 層孔菌屬

（二）分布

分佈全臺灣，主要在中、南及東部地

區，海拔1000公尺以下之山坡地與平原；其

中又以中南部低海拔800公尺以下土壤貧瘠

地區最易發生。

（三）寄主

褐根病菌為多犯性，寄主廣泛超過200

餘種，在國外主要危害咖啡、茶、油椰子、

橡膠樹等；在臺灣之寄主記錄超過 120 餘

種，涵蓋多種果樹、觀賞植物與林木（Ann

et al，2002），包括－番荔枝、波羅蜜、茶、

咖啡、龍眼、荔枝、梅、梨、蓮霧、葡萄等

21種果樹；茵陳篙、馬安藤、山萵苣、虱母

子草等4種草本植物；山茶、阿勃勒、鳳凰

木、馬櫻丹、臺灣山桂花、含笑花、月橘、

夾竹桃、杜鵑、黃金風鈴木等 24 種觀花植

物；相思樹、黑板樹、南洋杉、油桐、茄

冬、臺灣蘇鐵、菩提、梧桐、銀合歡、楓

樹、白千層、黑松、大王椰子、臺灣杉、櫸

木等39種觀葉植物；共計4大類88種寄主。

（四）形態

Phellinus spp.其菌絲不具扣子體，在馬鈴

薯葡萄糖瓊脂（PDA）上生長時，菌絲初為

白色而後轉成深淺不一褐色塊狀物；部分菌

絲會斷裂成斷生孢子（arthrospores）或特化

圖三：褐根病菌部分菌絲會斷裂成斷生孢子。

（安寶貞）

圖四：蓮霧樹冠基部，木材褐化、白腐。腐敗

木材上並長有不規則之淺褐至深褐色

網狀線紋，為該褐根病徵。（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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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褐色的鹿角菌絲（trichocyst），為病原菌之

鑑定特徵依據。子實體為不規則之覆瓦狀，

反轉孔面朝上，菌絲層初為乳白色至黃褐

色，而後褐化成黑褐色或深灰褐色；擔孢子

無色透明，單室，橢圓形，大小3 ~ 5 × 4 ~

6μm。

（五）診斷技術

1.蓮霧植株出現急性或慢性立枯症狀。

2.觀察樹冠基部與裸露之根系，如果長出褐

色菌體，即可斷定罹患褐根病。如果沒有

則進入第3步驟。

3.挖開土壤，如果樹根上長有褐色菌體，剝

去樹皮後，組織上有網紋狀菌絲束，即可

斷定罹患褐根病。如果沒有，進入第4步

驟。

4.將罹病根切（鋸）下一段，對半劈開，置

於塑膠袋內密封，於25 ~ 30℃適溫下放置

1 ~ 2天，如果為罹褐根病根系，則表面會

長出褐色菌體。

（六）生活史

在臺灣地區褐根病的初次感染源主要有

3類，包括種苗帶菌、殘留根系之病原菌及

帶菌之土壤或介質；在國外有文獻認為擔孢

子可為初次感染源，經由樹幹或傷口入侵，

病原菌一旦入侵寄主植物後，可在根系表面

與組織內漫延擴展，成為二次感染源，此時

若於發病園區移苗或取土，均可造成病原菌

遠距傳播。臺灣地區褐根病病原菌無需產生

有性世代，即可利用罹病苗木或帶菌土壤傳

播病害。

褐根病菌生長溫度為10 ~ 36℃，最適生

長溫度為 28 ~ 32 ℃，最適生長酸鹼值為

pH4.5 ~ 7.0，在自然界受感染的植株很少形

成子實體，僅在九種寄主植物有子實體形成

分別為龍眼、荔枝、番荔枝、木麻黃、鳳凰

木、樟樹、榕樹、印度橡膠樹及山刈葉等，

蓮霧對褐根病相當抗病，僅在與其他感病品

種之果樹混植時才容易發生病害，一般單植

果園並不會罹患褐根病。植株罹患褐根病

時，會出現兩種典型病兆，一為急性萎凋立

枯，即罹病植株急速萎凋枯死，乾枯之葉片

可留著於植株上數月之久；二為慢性立枯，

即罹病植株葉片疏落，生長勢漸漸衰弱，約

一年至二年完全死亡；罹病株莖基及根部會

出現褐變，數月之後有白腐之現象，病根表

皮容易剝離，披覆褐色菌絲塊，故稱為褐根

病。

（一）勿與其他感病果樹或樹木混植。

（二）新種植地或重新栽培時，將原有植株

根系儘可能清除。

（三）發病區域可採取：

1.清除枯死之罹病株，包括植體及根系，集

中他處燒燬，並在健康植株與罹病株間挖

掘深溝阻礙病原；補植或重植時，土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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燻蒸滅除病原菌。

2.病情較輕植株施用尿素、鈣化合物提昇植

株抗性，勿用硫銨等氮肥。

3.參考使用撲克拉1000倍、三泰芬1000倍、

滅普寧1000倍等藥劑，每2 ~ 3個月灌注

土壤根圈一次。

（四）改植檬果、柑橘或黑板樹等較具抗性

之作物。

（五）發病田區土壤浸水1個月以上。

（六）割草機勿傷及莖基部表皮層及中耕時

過度傷害根系等，避免傷口感染。

1.安 寶 貞 、 李 惠 鈴 、 黃 德 昌 。 1 9 9 6 。

Phellinus noxius 引起園藝作物褐根病之新

記錄與園藝作物對本菌之抗性檢定。植病

會刊 5：201（摘要）。

2.安 寶 貞 、 李 惠 鈴 、 蔡 志 濃 。 1 9 9 9 。

Phellinus noxius 引起果樹及觀賞植物褐根

病之調查。植病會刊 8：61-66。

3.安寶貞、柯文雄。1994。果樹褐根病之生

態與防治研究。植病會刊 3 ： 69（摘

要）。

4.李惠鈴、黃德昌。1991。番荔枝萎凋病之

研究初報。植保會刊 33：433（摘要）。

5.安寶貞、蔡志濃、王姻婷、謝美如。

1999。果樹及觀賞植物對 Phellinus noxius

之抗感病性檢定。植病會刊 8：51-60。

6.張東柱。1991。Phellinus noxius 引起數種

木本植物根腐與頸腐。植保會刊 33：432

（摘要）。

7.Ann, P. J., and Ko,W. H. 1992. Decline of lon-

gan:association with brown root rot caused by

Phellinus noxius. Plant pathol. Bull.  1：19-25.

8.Ann, P. J., Chang, T. T., and Ko, W. H. 2002.

Phellinus noxius brown root rot of fruit and orna-

mental trees in Taiwan. Plant Dis. 86：820-826.

9.Ann, P. J., Lee, H. L., and Huang, T. C. 1999.

Brown root rot of 10 fruit trees caused by

Phellinus noxius in Taiwan. Plant Dis. 83：746-

750.

10.Chang, T. T. 1992. Decline of some forest trees

associated with borwn root rot caused by

Phellinus noxius. Plant Pathol. Bull. 1：90-95.

11.Chang, T. T. 1995. Decline of nine tree species

associated with brown root rot caused by

Phellinus noxius in Taiwian. Plant Dis. 79：

962-965.

12.Chang, T. T. 1996. Survival of Phellinus noxius

in soil and in the roots of dead host Plant.

Phytopathology 86：272-276.

13.Chang, T. T. , and Chang, R. J. 1998. Generation

of volatile ammonia from urea fungicidal to

Phellinus noxius in infested wood in soil under

controlled conditions. Plant Pathol. 48：337-

334.

（作者：陳昱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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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煙病又稱黑煤病、煤病，常見於衛生

條件較差之蓮霧園，主要發生於通風不良的

蓮霧果園，果樹的枝條與葉片上覆蓋一層類

似煤煙的黑色黴狀物；此係煤煙病病原菌以

昆蟲所分泌的蜜露為營養源所致，因此對會

分泌蜜露的媒介昆蟲如蚜蟲、介殼蟲等作好

防治工作。煤煙病並不寄生蓮霧組織，但菌

絲會覆蓋蓮霧葉片，降低光合作用與呼吸作

用速率，導致蓮霧植株生長衰退。

煤煙病危害部位包括葉片、枝條、樹幹

及果實，主要危害葉片由小綠葉蟬、介殼蟲

類等分泌蜜露所誘發，被害在枝葉表面會形

成一層黑色黴狀物覆蓋在其上，紙質，疏鬆

易碎，容易剝離脫落，被菌絲塊斑覆蓋下之

組織仍然健康完好，影響葉片行光合作用，

導致植株生長不佳，樹勢衰弱，進而影響果

實、植株的生長發育；污染果實時，果皮上

常呈現黑色塊狀污斑或條狀之淚斑，沿枝梗

而下，嚴重降低果實之商品價值，發生嚴重

程度主要視媒介昆蟲類密度而變化。

（一）分類地位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Dothideales 座囊菌目

Meliolaceae 小煤炱科

Meliola 小煤炱屬

（二）分布

全臺蓮霧產地。

（三）寄主

Meliola mangiferae是一多犯性絕對寄生

真菌，寄主包括檬果、荔枝、龍眼及蓮霧

等。

蓮霧煤煙病
病原菌學名：Meliola mangiferae Earle.

英名：Sooty mold of Waxapple

圖一：蓮霧煤煙病田間病徵。（陳昱初）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4

90

（四）形態

臺灣之記錄僅Meliola mangiferae Earle.

一種，國外之記載尚有 Tripospermum ，

Linacinula ， Trichopelteca ， Chaetothyrium

spp.， Antennulariella ， Capnodendron ，

Scoriae（Neocapnodium），Scolecoxyphium 及

Polychaeton 等屬之真菌。有性世代均屬子

囊菌，在檬果之殘枝枯葉上，有時會形成

子囊殼，內有球形子囊大小約為320μm，

子囊內著生子囊孢子，子囊孢子大小 48 ~

62μm × 26 ~ 28μm，暗褐色具5室，兩

端平整，細胞間在隔膜處向內縊縮。無性

世代為分生孢子，是病害之主要傳播器

官。煤煙病菌之菌絲為暗褐色，少分叉，

若具分叉則為對生或輪生，由長細胞（35

μm以上）、短細胞（約18μm）及吸器所

組成；吸器由2個細胞組成，前端細胞較長

（14 ~ 18 μ m），連接菌絲處的細胞則較短

（6 ~ 8 μ m），黑色綱毛混雜菌絲間，長度

可達700μm。

（五）診斷技術

依據在蓮霧葉片表面上形成一層黑色黴

狀物作研判。在國外 Black mildew 及 Sooty

mold是二種不同的病害，Meliola mangiferae

是一絕對寄生菌，會產生吸器侵入蓮霧組織

吸收養分，造成寄主直接受害，此類病害為

Black mildew 。而由其他 Tripospermum ，

Linacinula，Trichopelteca，Chaetothyrium，

Antennulariella ， Capnodendron ， Scoriae

（ Neocapnodium）， Scolecoxyphium 及

Polychaeton 等屬之真菌所引起的病害則是

Sooty mold。但是，在田間上述真菌均混合

生長，使單一病原之分離鑑定工作特別困

難。因此，臺灣地區煤煙病之病原菌生態研

究，尚待進一步加強。

（六）生活史

Meliola mangiferae是一絕對寄生菌，子

囊孢子藉由風力、雨水或昆蟲傳播到達蓮霧

葉片表面發芽，攝取由小綠葉蟬、介殼蟲類

等分泌之蜜露營養，並形成吸器侵入蓮霧葉

表，於蓮霧葉片表面增生菌絲體而行絕對寄

生，並於其上行有性繁殖，產生子囊孢子。

特別是本菌在臺灣地區不形成無性世代孢

子。

病害在臺灣全年均會發生，尤其以中南

部冬季乾旱季節發病較嚴重，若蓮霧果園疏

於管理，通風不良，且介殼蟲、蚜蟲、葉蟬

等危害嚴重之則易發生。煤煙病菌為多犯

性，可以感染多種作物，其分生孢子為病害

之主要傳播與感染器官，分生孢子分佈於空

氣中，遇到黏在葉片上昆蟲分泌之蜜露，便

以其為營養發芽生長菌絲，形成黑色塊斑，

覆蓋在植物組織表皮上，但煤煙病菌本身為

腐生性真菌，菌絲本身並不侵入蓮霧組織；

分生孢子亦會由昆蟲攜帶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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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治會分泌蜜露誘發煤煙病之介殼

蟲、蚜蟲、木蝨、葉蟬等。

（二）注意整枝與修剪，使果樹接受充足之

日光照射，減少昆蟲之密度。

（三）套袋防止煤煙病菌附著小果表面。

1.植物保護手冊。200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編印。

2.Alexpoulos, C. J., Mims, C. W. and Blackwell,

M. 1996. Introductory Mycology. John Wiley &

Sons, INC. 868pp.

（作者：陳昱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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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細菌性萎凋病害為維管束性病害，

為熱帶、亞熱帶地區最具威脅性的細菌性病

原之一，一年生或多年生蓮霧植株皆可受

害，植株一旦受感染即難以治療，應事先預

防為最上策。

在田間主要由根部感染，為害根部維管

束系統，使木質部組織變成黑褐色，而後經

維管束系統逐漸往莖部蔓延，縱切或橫切罹

病莖可見維管束組織褐變，濕度高時新鮮罹

病根、莖的的橫切口會泌出乳白色菌泥；植

株感染細菌後，新梢停止生長，葉片變黃、

褐化，提早落葉，嚴重為害會造成大量落

葉，後期導致整棵植株枯死。

（一）分類地位

Bacteria 

Proteobacteria

（二）分布

蓮霧細菌性萎凋病僅零星發現於高雄縣

及屏東縣之蓮霧產區。

（三）寄主

可感染許多草本植物，在臺灣番茄、菸

草、馬鈴薯、甜椒、茄子、蘿蔔、落花生、

天堂鳥花、火鶴花、草莓、紫蘇、篦麻、胡

蓮霧細菌性萎凋病
病原菌學名：Ralstonia solanacearum（Pseudomonas solanacearum E. F. Smith）

英名：Bacterial Wilt of Waxapple

圖一：田間蓮霧與茄子混植易發生青枯病。

（陳昱初）

圖二：田間蓮霧與茄子混植易發生青枯病。

（陳昱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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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康富利等都為寄主植物，其中以在茄科

作物上發生最普遍，近幾年來在蓮霧、番石

榴及番荔枝上也發現青枯病，為極少數木本

植物受害的例子。

（四）形態

病原細菌呈桿狀，具一至數條極生鞭

毛，可游動，屬革蘭氏陰性菌，在馬鈴薯葡

萄糖瓊脂（PDA）培養基上形成圓形、中央

凸起、邊緣完整、表面平滑並具黏性之褐色

菌落，其最適生長溫度為32 ~ 40℃。

（五）診斷技術

由病徵外觀判斷感病之蓮霧發病初期呈

萎凋狀，植株葉片顏色轉成淡綠色，下部枝

條下垂，頂芽部份逐漸褐化、樹枝也逐漸向

下蔓延死亡，最後全株枯死，枯死之植株並

不落葉，此為青枯病特徵之一。

樹皮剝開後，內部形成層及維管束組織

褐化變色，感病植株之枝條橫斷面可見到細

菌滲流物自導管部分滲出，呈淡黃至白色黏

液狀。

（六）生活史

感染蓮霧青枯病病菌與其他作物的病原

菌是相同，最初病原可能來自種過茄科作物

的農田，病原菌經由灌溉水或豪雨淹水時帶

入果園，再經根系接觸或修剪器傳染蔓延。

本菌可在土壤中殘存多年，蓮霧園常見雜草

如牛筋草、咸豐草及野生番茄根部可為病原

菌殘存的處所。

本病菌屬土壤傳播性細菌，主要為害1

~ 4年生的蓮霧植株，喜發生於高溫，病原

細菌殘存於土壤中的其他作物組織，可經由

存活土壤中之菌體或灌溉水傳播，待蓮霧根

系接觸到病原細菌後，經傷口進入蓮霧莖幹

的維管束，使植株產生萎凋病徵。。

避免於發生青枯病的農田種植蓮霧或採

其園中土壤育苗；注意灌溉水的衛生，避免

引用自茄科作物栽培區的水；蓮霧於每年有

一次大修剪，病害可藉修剪刀具廣為傳播，

田間發現病株時應連根拔除焚燬，以防蔓延

成災，罹病株拔除後，原植穴土壤可用氫氮

化鈣消毒或更新後才可進行補植；受害果樹

為大型樹時，應挖溝阻隔根系與鄰接植株的

根系相接觸；蓮霧植株幼小期間，禁止間作

易罹青枯病的作物如茄子、番茄等。

1.果樹病害研習會講議。1992。中華民國植

物病理學會編。

2.徐世典。1991。臺灣植物之青枯病菌之生

態與防治。植保會刊33：72-79。

3.Bradbury, J. F. 1986. Guide to plant pathogenic

bacteria. CAB International, Slough, United

Kingdom.

（作者：陳昱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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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地區蓮霧栽培面積佔臺灣總栽種面

積89﹪，為本區最具經濟價值之果樹，我國

加入WTO後蓮霧勢必成為我們拓展外銷具

有競爭力的重要本土化水果之一。蓮霧產業

所遭遇的病害問題除了炭疽病、果腐病、疫

病、霉腐病、藻斑病、煤煙病及青枯病等，

在採收後貯運或儲藏時所發生的果實病變腐

壞亦是值得重視的問題，因此如何有效降低

貯運過程蓮霧果實的損失，並通過貿易國的

檢疫關卡，是極為重要的課題。

主要發生於貯運過程的蓮霧果實上，果

實外觀產生病原真菌之毛黴狀菌絲、果實組

織水浸狀腐敗或崩解。

（一）分類地位

1.Phytophothora palmivora

Oomycetes 卵菌綱

Peronosporales 露菌目

蓮霧儲藏期病害
病原菌學名：Phytophothora palmivora、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Penicillium digitatum、Aspergillus sp、Fusarium sp.、

Rhizopus sp.、Mucor sp.、Cladosporium sp.、及

Pestalotia euginae等。

英名：Postharvest disease of Waxapple

圖一：蓮霧儲藏期病害於包裝紙箱內部發生之

情形（一）。（陳昱初）

圖二：蓮霧儲藏期病害於包裝紙箱內部發生之

情形（二）。（陳昱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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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iaceae 腐黴病菌科

Phytophthora 疫病菌屬

2.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Xylariales 炭角菌目

Polystigmataceae 疔座煤科

Glomerella 小叢殼屬

3.Penicillium digitatum

Mitosporic fungi 

4.Fusarium spp.

Mitosporic fungi 

5.Mucor spp.

Zygomycetes 結合菌綱

Mucorales 毛黴菌目

Mucoraceae 毛黴菌科

Mucor 毛黴菌屬

6.Rhizopus spp.

Rhizopus 根黴菌屬

（二）分布

蓮霧儲藏期病害主要發生於蓮霧採收後

的儲運過程中，全臺各地均可能發生。

（三）寄主

包括花卉球莖、儲運水果及倉儲糧食

等，均可能發生儲藏期病害。

（四）形態

1. Phytophothora palmivora：菌絲無色透明，

無隔膜，呈不規則之樹枝狀，分枝處呈直

角，無主幹與支幹之分別，老熟時或處於

營養缺乏等惡劣環境，會形成隔膜，頂端

生長孢囊梗其上著生孢囊，成熟孢囊在遇

水時會間接發芽釋放游走子，每一孢囊可

釋放30 ~ 50個游走子，孢囊為鑑定病原菌

的主要依據。另疫病菌會產生球形的厚膜

孢子，有些會產生形態不一之菌絲膨脹

體。疫病菌在八種蔬菜汁固態培養基上，

生長成白色菌落，氣生菌絲或有或無；馬

圖三：蓮霧儲藏期疫病發生之情形。

（陳昱初）

圖四：裂果導致蓮霧儲藏期病害發生。

（陳昱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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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薯培養基上，不同疫病菌所形成的菌落

形態不盡相同。

2.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分生孢子褥球

形，直徑120 ~ 170μm；分生孢子無色單

胞，長橢圓形，大小約為10 ~ 18 × 4 ~ 6

μm；剛毛黑褐色，大小40 ~ 98 × 5 ~ 6

μm。

3.Penicillium digitatum：分生孢子鏈生，大小

6 ~ 8 × 4 ~ 7μm，其大小與形狀變化較

大；在馬鈴薯培養基上與蓮霧果實上形成

相同的菌落形態，呈綠色毛黴狀。

4.Fusarium spp.：引起的蓮霧儲藏期病害，

常見者為F. oxysporum，在馬鈴薯培養基

培養菌絲棉狀，白色至淡粉紅色，培養基

中會產生淡橙黃色或紫色之色素，具大小

二種分生孢子，大孢子4 ~ 6個細胞，透

明，鐮刀狀，彎曲不大，頂端細胞略彎，

基部明顯，大孢子堆橙色；小孢子透明，

通常單細胞，卵形至腎形，小孢子連續形

成會推擠呈假頭狀。菌絲或大孢子會形成

厚膜孢子，厚膜孢子單細胞或雙細胞，可

抗惡劣環境，有利於存活。

5.Mucor spp.：氣生菌絲少，菌絲白色或略

帶淡黃褐色，不形成匍匐根狀，在顯微鏡

下觀察，菌絲透明無色，無隔膜，孢子囊

柄細長，直接由菌絲單生，孢子囊褐色，

內有數千個子囊孢子。

6.Rhizopus spp.：有白色氣生菌絲，菌絲呈

匍匐根狀，在顯微鏡下觀察，透明無色，

無隔膜，孢子囊柄細長，常叢生其頂端著

生黑色孢子囊，內有數千個子囊孢子。

Mucor及Rhizopus二屬菌之有性世代由菌

絲結為細胞壁加厚的結合孢子，有休眠性

及可抗不良環境，結合孢子發芽產生孢子

囊及子囊孢子。

（五）診斷技術

由外觀病徵診斷－蓮霧採收後儲運過程

中蓮霧果實產生毛黴狀菌絲或水浸狀腐敗；

利用組織分離法分離培養病原菌，以鑑別病

原菌種類。

（六）生活史

感染蓮霧的儲藏期病害病原菌與他作物

的儲藏病害相同，最初的病原菌可能來自田

間感染，病原菌藉由套袋或豪雨時的雨水飛

濺帶入果園，再經包裝材質接觸或修剪器具

傳染蔓延。

蓮霧儲藏期病害主要發生於蓮霧採收後

的儲運過程中，尤其是田間病蟲害管理不良

果園或裂果之發生嚴重的果園與儲藏期病害

發生成正相關，裂果及果實與罹病果接觸時

會發生感染。以病原菌之分生孢子為主要感

染器官，存在於田間、集貨場、儲藏庫、包

裝容器及零售市場，各時期皆可發生，造成

損失。另外，儲運過程的條件包括溫度、濕

度、果品分級選別及包裝材質等，均為影響

本病害發生因素。田間良好病蟲害管理及正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4

97

確採後處理技術，決定蓮霧儲藏期病害發生

與否。

（一）蓮霧果園正確良好的病蟲害管理為合

理的使用藥劑與套袋，降低果實之帶

病原菌比率。

（二）控制儲運過程的條件及採後處理技

術，包括溫度、濕度、果品分級選別

（剔除裂果）及包裝材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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