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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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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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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