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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葉緣焦枯病為臺灣低海拔地區（海拔

1,200公尺以下）栽植園之重要病害，為侷限

導管細菌（xylem-limited bacteria；Xylella fas-

tidiosa）所引起，梨葉緣焦枯病於1990年才

被確認病因，爾後在臺灣各地橫山梨產區調

查其發生率為5 % ~ 43 %不等，而高海拔地

區如梨山之溫帶梨品種無發現此病害發生之

現象，目前僅知低海拔地區栽培之橫山梨、

鳥梨及蜜雪梨品種皆會被感染，於各地栽植

區普遍發生，不但造成梨樹葉緣焦枯病之病

徵且降低梨樹的樹勢及活力，間接會影響梨

樹或寄接梨果實之產量及品質。

梨葉緣焦枯病田間典型病徵為造成梨樹

葉片葉緣焦枯現象，一般農民俗稱酥葉（圖

一），於每年7月初前後才會顯現病徵，罹病

梨樹之結果枝基部葉片葉緣及葉尖處開始出

現褐化現象，褐化部份會逐漸轉為焦枯，有

些鄰近健全組織會有黃化現象，褐化之部位

會逐漸向葉之中肋方向擴大、癒合，焦枯之

面積有些僅佔葉之小部份，較嚴重者可達葉

面積之一半（圖二），罹病枝條隨著季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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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葉緣焦枯病
病原菌學名：Xylella fastidiosa Wells

英名：Pear leaf scorch

圖一：梨葉緣焦枯病在橫山梨葉片不同程度典

型葉緣焦枯病徵。（蘇秋竹）

圖一：梨葉緣焦枯病在橫山梨結果枝葉片病徵

及造成提早落葉枝枯之現象。

（蘇秋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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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葉緣焦枯之葉片數會逐漸增加，徒長枝

之葉片通常遲至8 ~ 9月才開始出現病徵（圖

三），由下位葉逐漸往上出現葉緣焦枯之趨

勢，罹病枝條之果實會變小，罹病枝條葉片

會提早落葉且生長受阻，逐年會造成梨樹系

統性病徵，降低全株梨樹的樹勢及活力，徒

長枝數明顯減少（圖四），影響梨樹果實產

量及品質，嚴重者枝條會逐年枯死甚至枝幹

及全株死亡。

（一）分類地位

Bacteria

Gracilicutes

Gram-negative aerobic rods

Xylella

（二）分布

梨葉緣焦枯病普遍發生於全台各地橫山

梨栽培區，本地高海拔地區栽培之溫帶梨品

種迄今未有為害記錄。

（三）寄主

梨葉緣焦枯病目前僅證實在臺灣中低海

拔地區之橫山梨、鳥梨、蜜雪梨（橫山梨雜

交二十世紀梨）之品種能自然發生，臺灣是

否有其他之寄主或中間寄主存在，仍待證

圖三：梨葉緣焦枯病在橫山梨徒長枝葉片葉緣

焦枯病徵。（蘇秋竹）

圖四：梨葉緣焦枯病造成橫山梨樹勢衰弱及徒

長枝數明顯減少。（蘇秋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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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目前，全世界 X. fastidiosa 所引起之病

害，已被證實的天然寄主至少超過40種，可

為害葡萄（grapevine）、苜蓿（alfalfa）、桃

（peach）、李（plum）、杏仁（almond）、榆樹

（elm）、楓樹（sycamore）、桑椹（mulberry）、

橡樹（oak）、槭樹（maple）、豕草類（rag-

weed）﹑小糠草（bentgrass）﹑長春花（peri-

winkle）、柑桔（citrus）和咖啡（coffee）…

等許多經濟作物，該病原菌亦會造成許多都

市造景植物（urban trees）之葉緣焦枯及衰

弱，最近一些不明原因之森林樹木衰弱

（forest decline）亦可能和X. fastidiosa細菌有關

聯，其中有些天然寄主並不會表現出病徵且

為田間之雜草，X. fastidiosa之寄主範圍廣，

在此病原菌未能培養之前，Freitag利用媒介

昆蟲測試可能存在之寄主，結果發現能將引

起葡萄皮爾斯病（Pierce’s disease；PD）之

病原菌成功傳至 28 科（family）之 75 種植

物，另外Wells等人發現引起Phony peach dis-

ease之菌株也具有相當廣之寄主範圍，而在

這兩類菌株的寄主植物之中有大部份並不會

表現出病徵，其中有一些為田間常見的雜草

類，故認為一旦有媒介昆蟲存在，此類雜草

往往成為中間寄主，使此病成為地區之風土

病，例如PD在美國佛羅里達州（Florida）造

成葡萄無法栽植。

（四）形態

病原細菌為革蘭氏陰性菌，桿狀，具有

波浪狀細胞壁，大小為0.2 ~ 0.5 × 1.1 ~ 3.4

µ m ，細菌需在特殊成分之培養基，如

PD2、PD3、PW、BYCE和CS20等才能生

長，於PD2平板生長之菌落為乳白色，其形

態為中央突起、圓形、具平滑邊緣之菌落，

30 ℃培養 14 天可達 0.1 ~ 0.2 mm 大小（圖

五）。

（五）診斷技術

梨葉緣焦枯病病原菌之生物特性與侷限

導管細菌相同，故病原菌仍被歸屬為X. fas-

tidiosa，然以梨葉緣焦枯病病菌與苜蓿矮化

病菌（alfalfa dwarf bacterium）的抗血清進行

交叉測試，發現彼此間不具血清學相關性，

1998年Leu等人研發梨葉緣焦枯病病菌單一

抗體並與國外不同寄主之X. fastidiosa菌株進

行測試，結果顯示梨葉緣焦枯病病菌菌株與

國外不同寄主之 X. fastidiosa 為低血清相關

性；筆者以X. fastidiosa專一性引子對RST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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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梨葉緣焦枯病菌於PD2培養基之菌落

形態。（蘇秋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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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33及272-1-int / 272-2-int對梨葉緣焦枯病

病菌進行 PCR 檢測皆無法增幅出專一性片

段，而國外不同寄主之X. fastidiosa菌株皆可

增幅出專一性片段，利用RAPD、ERIC-PCR

及BOX-PCR三種技術可明顯區分本地梨葉

緣焦枯病病菌菌群及國外不同寄主之X. fas-

tidiosa 菌株群，由DNA指紋圖譜特性及16S

rDNA及 16 ~ 23S rDNA區間序列親緣相關性

分析顯示梨葉緣焦枯病病菌應為X. fastidiosa

中一獨特之菌群。梨葉緣焦枯病病原菌由於

無法於一般培養基生長，因此無法以生理及

生化特性作為鑑定依據，病原菌鑑定主要藉

由組織病原分離、電子顯微鏡觀察、血清檢

測及聚合酵素連鎖反應（PCR）等檢定方式

進行；病原菌於前述之特殊培養基生長緩

慢，組織分離後需要1週以上才能觀察到乳

白色菌落，如果在培養2至3天內就有菌落

出現應為雜菌，因此必須持續觀察3週；以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及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

罹病梨樹組織切片，可發現維管束組織導管

內聚集許多桿狀細菌（圖六A、B及D），高

倍觀察可發現桿狀細菌具有波浪狀之細胞壁

（圖六C）；利用專一性引子對PLS-F / PLS-R

（5’-TGGACGTTGTGGTATCGGTG-3 / 5’-

TTGAAGTTGACGTGTGGCTG -3’）進行田間

罹病梨樹組織之 PCR 技術檢測，可增幅出

416 bp的專一性片段，健康梨樹組織樣品則

無任何PCR聚合產物（圖七）。

本病可經由嫁接、扦插及苗木移植等人

為方式傳播，田間自然傳播途徑迄今未被證

實，但筆者觀察田間罹病株常為點狀散列發

生，有些罹病株初期病徵常從梨樹1或2支

枝條出現，推測可能藉由媒介昆蟲傳播本

病。病原菌可長久棲息在罹病梨樹之導管

內，造成寄主生理代謝失調，導致葉緣焦枯

出現，罹病枝條全年皆可用特殊培養基分離

到病菌，枝條內病原菌族群從每年12月至翌

年1月為高峰期，而3月至5月為低峰期，罹

圖六：梨葉緣焦枯病之罹病梨樹維管束組織導管內

之細菌－（A）穿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橫切面

顯示聚集於導管之桿狀細菌、（B）縱切面顯

示導管內全被桿狀細菌阻塞、（C）橫切面

放大圖示顯示桿狀細菌具波浪狀細胞壁；

（D）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橫切面顯示聚集

於導管之桿狀細菌。（蘇秋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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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株之葉柄亦可分到病原菌，但需在枝條內

病原菌移動進入葉片後，時間約為葉片生長

中期（5 ~ 6月），而根部無法成功分離到病

原菌。

本病於田間觀察顯示梨樹年老衰落、乾

旱、過量生產及土壤惡化等因素下罹病株更

容易表現出病徵，因此規劃合理管理栽培制

度可適度減輕罹病株之嚴重度，進而維持其

基本生產力應可期待。假如能配合增施優良

有機肥或其他管理措施，將能增加植物之抗

性，提高防治之效益。綜合前面所述擬定梨

葉緣焦枯病之防治策略，其方法如下：

（一）禁止從病株採穗或枝條供繁殖用，種

植或移植前應確認苗木為健康植株。

（二）嚴重之罹病株應砍除，同時不具生產

力之小樹如罹病亦應立即淘汰。

（三）部份表現病徵之成樹枝幹必須鋸除。

（四）定期噴灑殺蟲劑消滅葉蟬及定期清除

田間雜草。

（五）梨果收穫後增施發酵充份之優良有機

肥。

（六）果園宜有灌溉設施，避免植株缺水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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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利用引子對PLS-F / PLS-R 進行聚合酵

素連鎖反應偵測田間不同罹病梨樹組

織內之梨葉緣焦枯病病菌。1-9：不同

罹病梨樹組織樣品；10： 健康梨樹組

織樣品；11：梨葉緣焦枯病菌；12：

無菌水。（蘇秋竹）

圖八：梨葉緣焦枯病田間罹病株注射四環黴素

進行治療。（蘇秋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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