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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輪紋嵌紋病（pear ring pattern mosaic）

是由蘋果黃化葉斑病毒（Apple chlorotic leaf

spot virus, ACLSV）所引起，自1959年在美國

首次被報導後(10)，世界各國的薔薇科果樹

栽培地區均陸續發現此病毒的危害，蘋果黃

化葉斑病毒能感染大部分薔薇科果樹，其主

要病徵通常在葉片上造成不規則淡綠色至黃

綠色的條紋和環狀斑，因此稱為黃化葉斑病

（chlorotic leaf spot），寄主包括蘋果、梨、

杏、桃、李、及櫻桃。 ACLSV 在梨上引起

梨黃化葉斑病（pear chlorotic leaf spot），故此

病毒亦稱為梨黃化葉斑病毒或梨輪紋嵌紋病

毒（Pear ring pattern mosaic virus），在感染薔

薇科果樹病毒中為嚴重危害產業品質的病毒

之一。蘋果黃化葉斑病毒可經由嫁接與機械

方 式 傳 播 ， 在 自 然 界 中 可 經 由 線 蟲

（Eudorylaimus nematodes）傳播，而繁殖母

株、根砧亦是蘋果黃化葉斑病毒擴散的媒

介。蘋果黃化葉斑病毒其分布地區極廣，遍

及東亞地區、歐亞地區、北美地區、太平洋

沿岸地區等，當病毒感染寄主植物時會導致

可觀的產值損失，其對果樹造成的影響，在

敏感性果樹寄主上，易造成果實畸形小果並

產生輪紋狀病徵、著色不良及提早老化落

果，造成無法鮮食及進行加工處理，嚴重者

使得樹勢衰弱死亡，在歐洲國家減少田間產

值甚至達到60 %的損失率。臺灣自60年代

起，農民即自各地引進不同品種梨接穗，用

於生產高接梨以提高產值及經濟效益，但由

於過去對感染梨的病毒尚未建立完善的檢疫

技術及法令規範，因此在引進梨接穗時，是

否也引進了病毒而不自知，直到2003年才有

正式文獻指出在臺灣梨樹主要栽培區中可偵

測到蘋果黃化葉斑病毒的存在，所以在梨產

業發展過程中應正視病毒感染所會造成的傷

害和影響。

此病毒對多數蘋果或梨品種僅造成潛伏

感染，無明顯病徵，但在敏感性薔薇科果樹

寄主上所引起的病徵包括（1）在蘋果栽培

種（Malus sylvestris cv. R12740-7A）受感染

後，其莖部易引起不對稱大斑點，於新生葉

上易有畸形葉產生；（2）在蘋果栽培種

（M. platycarpa Long Ashton clone）葉片上引起

不規則淡綠色至黃綠色的條紋和環狀斑，在

新生葉上易有畸形葉產生且會使未成熟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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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掉落；（3）敏感性梨或李屬栽培種上出

現的病徵隨品種而異，但多為葉部呈現淡綠

色至黃綠色的條紋和環狀斑、或黃化葉斑狀

病徵，在新生葉上易有畸形葉，及生長發育

不良，花瓣呈現褐色斑點狀，另於莖部易引

起不對稱大斑點，在某些梨品種的果實上會

引起輪紋嵌紋病斑（圖一a），亦可造成畸形

梨果；（4）在部份李屬植物上也會產生暗

綠斑駁狀斑、樹皮會爆裂及水痘狀病徵，而

在栽培種櫻桃果實上會引起著色不良、果實

畸形及提早落果的情形；若為經由嫁接的植

株，其嫁接處會畸形腫大，導致果實發育不

良、畸形及小果，因而喪失經濟價值，（5）

在桃樹上則引起綠色的凹陷斑點病；當果樹

受感染後，除樹勢發展受阻、葉組織生長不

良及果實畸形小果外，嚴重者造成樹勢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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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不同梨樹栽培種受蘋果黃化葉斑病毒（ACLSV）感染後所產生的病徵。在

受感染的（a）西洋梨、（b）-（c）橫山梨及（d）新興梨栽培種上，葉

片會產生淡綠色至黃綠色的條紋和環狀斑。（吳榮彬、詹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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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當蘋果黃化葉斑病毒侵染感病性蘋果栽

培種後，或伴隨蘋果莖凹陷病毒（Apple stem

grooving virus, ASGV）及蘋果莖痘斑病毒

（Apple stem pitting virus, ASPV）感染時，將使

果樹在幾年內凋零死亡。（6）在臺灣主要

梨樹栽培品種（橫山、新興、雪梨等）受蘋

果黃化葉斑病毒感染時，一般在葉片會出現

淡綠色至黃綠色的條紋和環狀斑（圖一 b-

d），主要逢機發生於主脈或次生脈周圍。

（一）分類地位

蘋果黃化葉斑病毒（Apple chlorotic leaf

spot virus ， ACLSV）屬於 Flexiviridae 科，

Trichovirus屬。

（二）分布

蘋果黃化葉斑病毒分布地區極廣，遍及

東亞地區、歐亞地區、北美地區、太平洋沿

岸地區等，有正式報導的國家包括有日本、

臺灣、中國、法國、土耳其、匈牙利、義大

利、波蘭、美國、澳洲及紐西蘭各國。

（三）寄主

蘋果黃化葉斑病毒能感染大部分薔薇科

果樹，包括蘋果、梨、杏、桃、李、及櫻

桃。

（四）形態

蘋果黃化葉斑病毒屬長絲狀病毒，受其

感染之梨或經純化過的病毒，以電子顯微鏡

觀察可檢視到長寬為700 - 800 nm × 12 nm的

病毒顆粒。

（五）診斷技術

於田間調查時，可以病徵型態進行觀察

鑑別是否有受蘋果黃化葉斑病毒感染，而對

於是否複合感染或遇無葉片病徵可觀察的梨

樹枝條或接穗，目前通常以反轉錄聚合連

鎖反應（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及酵素連結免疫吸附法

（enzyme-link immunoabsorbent assay, ELISA）進

行檢測；目前國內已針對 ACLSV 複製蛋白

基因核 酸序列設計專一引子對以RT-PCR

方式進行檢測，若樣品受蘋果黃化葉斑病毒

感染，RT-PCR增幅後經電泳分析可獲得一

預期的DNA條帶（band），另也已製備蘋果

黃化葉斑病毒之抗血清，可以ELISA檢測此

病毒。

蘋果黃化葉斑病毒（ACLSV）目前主要

是藉由機械性的方式進行感染，包括（1）

人為傳播方式：接穗的嫁接，砧木的無性繁

殖，枝條的修剪等，或（2）自然傳播：果

園高密度的栽種，使病毒可能藉由枝葉摩擦

方式從傷口入侵；在長距離傳播上是藉由被

感染的接穗、繁殖母株、根砧進行有效的擴

散，而短距離的傳播則在栽培採收過程中，

由污染病毒器具以機械性的方式傳播至未受

感染之果樹上，目前蘋果黃化葉斑病毒

（ACLSV）尚未有媒介昆蟲或果樹種子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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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導，且果肉或果皮上蘋果黃化葉斑病毒

帶毒率低，不易藉由此感染，因此蘋果黃化

葉斑病毒在臺灣傳播的途徑推測主要藉由嫁

接所使用的接穗，或栽培者進行修剪或嫁接

時病毒藉由污染器具進行散布。

了解蘋果黃化葉斑病毒的特性及建立有

效檢測系統才有可能減少病毒傳入及在臺灣

擴散的情形發生；經臺灣田間調查結果，發

現部份梨樹栽培區受蘋果黃化葉斑病毒感

染，在這些果園中僅零散分布，但因考慮到

臺灣的梨樹栽培方式（利用帶有花苞的高品

質梨接穗嫁接於砧木上）、或一旦栽培環境

或氣候適合病毒發展，或感病性品種栽培在

發病果園中，都極有可能使蘋果黃化葉斑病

毒因而蔓延和造成危害，因此為預防外來病

毒的協力作用，及病毒的散布和變異發生。

依據國外現行之防治規範進行整理及修飾，

提供符合國情且可適用於預防果樹受病毒感

染的應對方式作為參考。

（一）欲栽培的植株和砧木（包括無性繁殖

株，如扦插苗及嫁接苗）需先經病毒

檢定，確定無病毒污染後再引入果園

中種植。

（二）所有進園嫁接用的接穗（包含國內或

國外進口接穗），固定經由合法管道，

因為私自走私的接穗未能經過病毒檢

定，一旦接穗帶毒將會提高園區病毒

感染風險，建議栽培者承接並使用經

由合法把關且檢定認可無病毒的優質

供穗園所生產的「優質接穗」進行嫁

接，除了可排除病毒病發生的機會

外，產果品質也會因而提升。

（三）所使用的各種器具，需經由消毒乾淨

過後才能使用：園內所使用的嫁接及

修剪枝的工具，或會直接接觸梨樹而

造成傷口的器具，需經由消毒過後才

能重複使用，一般較常用的消毒法歸

納列項如下：

1.將器具（使用前及使用後）利用煮

沸沸水消毒至少15分鐘。

2.化學消毒法：操作前將器具浸泡於

現配的漂白水稀釋液中，即利用自

來水與漂白水以 1 ： 10 比例混合稀

釋，至少浸泡 1 分鐘，再將消毒處

理過的器具過水後即可使用，漂白

水稀釋液限當天現配現用（因漂白

水久置後氯氣會揮發而無消毒效

果）。

（四）對於已發病嚴重的植株建議進行銷

燬，並且不再以此病株進行嫁接產果

或分株。

（五）避免密植，因種植密度過高的情形將

可能使病毒藉由枝葉摩擦等方式從傷

口入侵。

（六）在可能的情況下，建議栽培者於每年3

~ 5月病毒高峰期及9 ~ 10月落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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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行果園會勘，確認無病毒感染

植株，以確保所生產品質。

蘋果黃化葉斑病毒目前主要是藉由機械

性的方式進行感染，即梨接穗的嫁接，砧木

的無性繁殖，枝條的修剪等，而這些問題皆

可以人為管理方式進行改善，此外可透過適

當的宣導及教育推廣，使栽培者及運銷者了

解病毒病的重要性及正確處理方式，以預防

並降低病毒病害的入侵及傳播的機率及風

險，減少對農產業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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