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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據國外報導，危害蘭花之疫病菌

共有四種，包括 Phytophthora parasitica、P. 

palmivora、P. cactorum 及 P. erythroseptica var. 

erythroseptica 田間共有十數屬之蘭花罹患疫

病。目前臺灣已發現有10屬16種蘭花受疫

病菌感染，目前以嘉德麗亞蘭、文心蘭、

石斛蘭、國蘭(小蕙蘭)發病較嚴重。而侵染

我國之蘭花疫病菌，截至目前為止，共發

現三種，包括 P. parasitica、P. palmivora 及 P. 

multivesculata。以往對蘭花疫病研究最為詳

盡的首推蝴蝶蘭疫病，無論病原菌之形態、

生理、生態、病原性及病害防治，均有仔細

的探討及研究。

二、病徵

蘭花疫病之病徵可大別為三類：疫病

菌在感染蝴蝶蘭、石斛蘭及文心蘭時，沒有

傷口亦可侵入葉片、花器、假莖、及新芽等

部位，但不若侵入幼苗時快速及高發病率。

初感染時，患部出現水浸狀斑點，而後病斑

擴大，除花器褪色凋謝外，罹病部位呈暗綠

色或淡褐色，組織雖然腐敗，但不會被水解

而潰爛，亦無惡臭氣味產生，病斑會向上下

部位擴展，造成葉片黃化脫落與全株萎凋枯

死(圖一)。嘉德麗亞蘭以新芽、假莖較常染

病，疫病菌侵入老熟葉片與假莖必須經由傷

口，罹病部位之初期病徵亦為水浸狀，但後

期組織黑腐，呈暗褐色或黑褐色，為典型之

「黑腐(black rot)」症狀。病害並會向地上部

位及葉片蔓延，導致全株黑腐枯死。小蕙蘭

屬(國蘭)以地下假球莖與新芽為主要受害部

位，組織褐變，病害向根系與地上葉片蔓

延，造成葉片黃化，植株萎凋、死亡。此

外，一般剛出瓶之幼苗染病時，呈淡褐色水

浸狀塊斑，病斑迅速擴展，3-5 天內即可造

成全株死亡，死亡植株呈淡褐色，並不軟化

水解。

疫病
病原菌學名：Phytophthora parasitica、P. palmivora、

P. cactorum、P. erythroseptica var. erythroseptica 
P. multivesculata Ilieva etc.

英文名：Orchid Phytophthora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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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原菌

(一)分類地位

Phycomycetes(藻菌綱)

   Oomycetes(卵球菌亞綱)

      Peronosporales(露菌目)

         Pythiaceae(腐霉菌科)

            Phytophthora(疫病菌屬)

(二)分佈

全世界蘭花栽培區，以熱帶、亞熱帶

為主。

(三)寄主範圍

Phytophthora parasitica 為多犯性真菌，

其寄主有 224 屬 301 種，在我國已有記載之

寄主植物有 49 屬 57 種以上，重要者包括柑

圖一：

蘭花疫病之病徵。

A. 石斛蘭；

B. 嘉德麗蘭；

C. 文心蘭；

D. 觀音素心蘭；

(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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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百香果、鳳梨、洛神葵、番石榴果實、

茄子、百合、石竹科花卉 (康乃馨、石竹、

滿天星)、天南星科花卉 (火鶴、白鶴芋、黃

金葛、蔓綠絨、黛粉葉、粗肋草)、盆花 (大

岩桐、非洲菫、螃蟹蘭、日日春)、觀葉植

物 (口紅花、椒草)。蘭花亦十分罹病，較為

感病者包括：小蕙蘭 (報歲、四季、素心)、

石斛蘭等。其他次要寄主有木瓜、枇杷、楊

桃果實、釋迦果實、草莓、芝麻、金針、

番茄、胡瓜、青蔥、韭、豆、菊科花卉 (矢

圖二：蘭花疫病菌 Phytophthora parasitica  之特性。

A. 菌落型態；B & C. 孢囊；D. 卵孢子。(線長=20μm)(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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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菊、銀葉菊)、天鵝絨、單藥花、沙漠玫

瑰、香雪球、彩葉草、雞冠花、聖誕紅、朱

槿、九重葛、月橘、炮仗花、變葉木、密

葉竹蕉、八角金盤。除此之外，煙草亦為 P. 

parasitica 之重要寄主之一，但蘭花上分離之

菌株不會危害煙草。

Phytophthora palmivora 亦為多犯性，國

外記載之寄主有123屬167種，在臺灣有記載

之寄主共有19種22種以上植物，重要者包括

柑桔、木瓜、蓮霧果實、印度棗果實、常春

藤、矮牽牛、蕨類及蘭花。蘭花包括大蕙蘭 

(虎頭蘭)、小蕙蘭 (九華蘭、春蘭、藝蘭)、

蝴蝶蘭、嘉德麗亞麗、文心蘭、萬代蘭、拖

鞋蘭、紅鶴蘭等。其他次要寄主尚包括：薑

圖三：蘭花疫病菌 Phytophthora palmivora 之特性。

A. 菌落型態；B & C. 孢囊；D. 厚膜孢子；E & F. 卵孢子。

(線長=20μm)(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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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無花果果實、檬果果實、酪梨、倒掛

金鐘、泡桐等。

(四)形態

危害我國蘭花之疫病菌 P. parasitica 與 P. 

palmivora ，經鑑定均屬典型 (typical type) 菌

株，兩種疫病菌之間的特性差異甚大，容易

區別 (圖二、三)。 P. parasitica 菌株在 5%CV-8 

瓊脂上生長時，有少數氣生菌絲，菌落白色

並具嵌紋點狀斑紋。菌絲可在 12-37℃下生

長，最適生長溫度為 24-30℃。本菌在5%V-8

瓊脂上不形成孢囊 (sporangia)，或形成之孢

囊甚少，但將菌絲塊移入無菌水中光照，

或經礦物鹽液 (mineral solution) 漂洗，即會產

生大量孢囊。孢囊著生方式為單合軸 (simple 

sympodium)，孢囊暗褐色，圓形、卵圓形，

兩側大都不對稱，不易脫落，有顯著之乳頭

狀突起 (papilla)，少數孢囊具雙乳頭突起。

孢囊大小之平均值範圍為 44.5-50.9 × 

35.5-40.9μm，孢囊之長寬比值 (L/W) 

平均為1.21-1.30之間。在固體培養基

上，本菌可形成少量薄壁的厚膜孢子 

(thin wall chlamydospores) ，蘭花疫病菌

菌株的厚膜孢子的直徑平均值範圍為

23.0-24.6μm。

Phytophthora parasitica 為異絲型 

(heterothallism)(或稱為cross inducing 

t y p e)，菌株單獨培養不行有性生

殖，但將不同配對型之A1與A2菌株

直接對峙培養，或利用夾膜法配對，菌株

均會產生大量卵孢子。其藏精器 (antheridia) 

為單生單室底著 (amphigynous)，藏卵器 

(oogonia) 表面平滑。有性生殖器官之平均

值範圍為：藏卵器直徑25.3-26.8μm，卵孢

子直徑 22.2-23.2μm，藏精器大小10.9-11.7 × 

14.4-16.9μm。

Phytophthora palmivora 菌株在 5% CV-8

瓊脂上生長之菌落形態如圖二所示,菌落

白色，外觀平滑，無特殊花紋。菌絲可

在 12-35℃ 生長，最適溫度為 27 - 30℃。 P. 

palmivora 在 5%V-8 瓊脂上極易形成大量的

孢囊，在水中形成者更多。孢囊在孢囊梗

上之著生方式亦為單合軸，有時一個孢囊

梗上可以著生 10-20 個孢囊。孢囊為檸檬形

成橢圓形，兩側大致對稱，有顯著之乳頭

狀突起。孢囊在水中或受到外力時，極易

脫落。脫落之孢囊其孢囊柄 (pedicel) 極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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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均在 5μm 以下。孢囊大小之平均值範

圍為 41.3-53.2 × 27.1-32.8μm，孢囊長寬比 

(L / W) 平均在 1.52-1.74 之間。在固體培養基

上， P. palmivora 易形成大量之厚膜孢子，

厚膜孢子的直徑平均值範圍 22.8-34.0μm。

本菌亦為異絲型，利用夾膜法或直接對峙培

養後，各測試菌株均會形成卵孢子。其藏精

器亦為單生單室底著，藏卵器表面平滑。

有性生殖器官之平均值範圍：藏卵器直徑 

25.3-31.3μm，卵孢子直徑 21.7-27.1μm，藏

精器大小 9.4-11.1 × 12.4-13.8μm。

Phytophthora multivesculata 較嗜低溫，最

高生長溫度為 29-30℃，最適為 24℃；該菌

的孢囊無乳頭狀突起，不脫落，菌絲膨漲體

成串狀。本菌為同絲型，可自行行有性生

殖，產生卵孢子。

(五)診斷技術

蘭花疫病之病徵易與軟腐病原細菌引

起者相混淆，尤其是蝴蝶蘭、文心蘭、國蘭

疫病等，其分別之方法為：軟腐病菌感染者

有惡臭氣味，而疫病菌危害者，一般有霉腥

味而已。罹患軟腐病之組織插入水中後，有

細菌菌泥逸出，而受疫病菌危害之組織置於

陰濕環境下，一般有白色霉狀物長出，在顯

微鏡下觀察可見孢囊。軟腐病之組織易水解

軟化，而感染疫病之組織雖然腐敗，但並

不軟化水解。組織分離法：在 5% CV-8 瓊脂

中，加入100 ppm ampicillin, 50 ppm mycostation 

及10 ppm PCNB (pentachloro-nitrobenzene) 後製

成選擇性培養基，分離病組織，約2-3天即

可見疫病菌長出，在顯微鏡下並可見疫病菌

之孢囊。但軟腐病與疫病常有複合感染之情

形出現，因而以組織分離法判別較為準確。

(六)生活史(圖四)

無性 (asexual reproduction)世代：

疫病菌之菌絲多核無隔膜，在陰濕環

境下，即開始行無性繁殖，在寄主表面生長

出孢囊梗與孢囊，孢囊遇到水分時，即行間

接發芽，孢囊之細胞質分化釋放游走子。孢

囊與游走子是疫病菌之主要傳播器官，需靠

水分 (包括風雨、灌溉流水、噴灑灌溉水) 攜

帶，當遇到新寄主，或原寄主之健康部位，

孢囊可直接發芽侵入寄主；游走子靜止後發

芽亦可侵入寄主表皮組織，生長出菌絲。菌

絲在寄主細胞內外生長蔓延，誘發病害。菌

絲在寄主體內，亦會形成厚膜孢子。疫病

菌之其他器官 (包括菌絲體、厚膜孢子及有

性世代之卵孢子)，亦可被人畜、鳥獸、昆

蟲、工具等帶往遠處，成為初次感染源，開

始疫病菌另一個生活史。

在植物死亡後或環境不適合時，疫病

菌一般以菌絲或厚膜孢子形態，靜止存活於

罹病組織或植物殘體中，或以厚膜孢子與孢

囊短期存活於土壤中，靜待合適之環境，以

循環新的生活史。疫病菌在菌絲體時期，其

細胞核染色體為雙套(2N)，故菌絲、孢囊、

游走子及厚膜孢子之細胞核之染色體均為雙

套。



18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6

有性 (sexual reproduction) 世代：

異絲型之疫病菌 (P. p a r a s i t i c a,  P. 

palmivora) 需要不同配對型 (mating type) 之 A1

與 A2 菌株相遇，才有可能誘發有性生殖。

當有性生殖開始，菌絲形成隔膜，進行配

子體 (gametangia) 分化，形成藏卵器與藏精

器，此時染色體進行減數分裂 (meiosis) 成為

單套 (1N)，藏卵器生長穿過藏精器，兩者

經過細胞質融合 (plasmogamy) 與細胞核融合 

(karyogamy)，而結合形成藏精器底著之卵孢

子，卵孢子之核染色體又恢復成雙套時期。

卵孢子經過休眠，在遇到適合之寄主與環境

時，即可直接發芽侵入寄主組織，或發芽形

成孢囊，再釋放游走子以感染寄主。

完成一個疫病菌的無性世代生活史需

時甚短，只要數天之時間。在自然界，大部

分之異絲性疫病菌不需經由有性世代，即可

重複循環其無性世代之生活史。

四、發生生態

我國大大小小之蘭園不下千百家，設施

管理良莠不齊，病蟲害危害程度差異極大。

因蘭花性喜高濕，尤其幼苗時期更需要生長

在陰濕之環境下，而潮濕的環境有助於疫病

菌孢囊與游走子 (zoospores) 的形成與傳播。

因而管理不善時，一不小心極易誘發疫病，

且因疫病之蔓延十分迅速，常導致蘭花大量

死亡，造成嚴重損失，屆時縱使亡羊補牢亦

為時已晚。與其他土壤傳播性病害不同，疫

病之病勢進展往往是爆發性的，只要有感病

之寄主、適合之發病環境、與少量之初次感

染源，病害即一發不可收拾。疫病之發生受

環境因子中「水分」之影響最大，病害一旦

發生，病菌在十數小時內就可產生大量孢

囊，每個孢囊可釋放幾十個游走子，可以藉

雨水或噴霧灌溉之水滴，散布到鄰近數公尺

內的蘭花植株上。病原菌如果因而侵入植

株，誘發病害，只要兩三天就可出現病斑，

圖四：疫病菌之生活史。(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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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孢囊，循環不已。因此，疫病菌

之病害史 (disease cycle) 需時極短，僅

需 3-5 天，病害傳播蔓延極為快速，

而適宜發生疫病之溫度一般為 20-25 

℃。在寄主品種方面，大部份之蘭花

品種均極感病，尤其是剛出瓶之幼

苗。

疫病菌之殘存：罹病蘭花死亡

後，疫病菌一般可以殘存在栽培介質 

(水草、蛇木屑、樹皮、人造土或磚瓦

石礫)、盆缽、台架、土壤與寄主殘體

中。陳氏報告蘭花疫病菌以厚膜孢子的存活

能力最強，可以在水草上存活4-5個月。

不過作者認為疫病菌在死亡之植物殘

體中可以生存更久，如果疫病菌形成卵孢

子，可以存活1-2年。上述各項疫病菌殘存

之場所內之疫病菌殘體，均可能成為誘發蘭

花疫病之初次感染源，其他不清潔之灌溉

水、地下水、溝渠水或水池水中亦經常可能

帶有疫病菌之游走子，成為初次感染源，傳

染至蘭花苗株上。新採之山間蘭花，或新購

買之盆栽蘭花，亦有帶菌之可能。

疫病菌之傳播：水分為傳播疫病菌之

最主要途徑，風雨不但會攜帶疫病菌之孢囊

與遊走子，而且可以造成蘭花植株受傷與高

濕環境，有利病菌侵入。連續使用未經消毒

之刀剪進行蘭花分株，只要一株蘭花帶菌，

即可能散播至每一株蘭花，因為分株時造成

之傷口，是疫病菌最容易侵入蘭花之管道。

蘭園中之小動物，尤其以蝸牛、蛞蝓等可以

攜帶與傳播疫病菌，疫病菌亦可經工作人員

與參觀者之攜帶(手之觸摸、靯上泥土帶菌)

而進入蘭園。

五、防治方法

蘭花疫病之防治與防治其他作物疫病之

理念相同，預防絕對重於治療，蘭花一旦罹

病後，幾乎無法治癒，最好能保持一個沒有

疫病菌存在之蘭園，就不必為此操心煩惱。

茲將防治蘭花疫病之注意事項分述如下：

1. 新建立之蘭園最好有防雨設施，在精

密溫室內養殖蘭花時，最好能控制濕度，以

免通風不良。濕度過度 (一般超過 90-95 %)

是導致疫病猖獗之最重要環境因子。第一次

使用之栽培介質，如水草、蛇木屑、樹皮、

泥炭土、有機肥、或磚瓦石礫 (如無註明經

過消毒時)，需經過滅菌處理。重複使用之

栽培介質與盆缽更需經過殺菌。此外，在剔

除罹患疫病死亡後之蘭花殘體後，其剩餘器



20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6

材與部份栽培介質仍然可以使用，但必須經

過謹慎之滅菌處理，否則應該銷燬，不可隨

意棄置，成為感染源。消滅疫病菌之方法包

括：高溫日曬、煮沸、高壓蒸汽滅菌及藥劑

燻蒸。疫病菌不耐高溫，以 50-60 ℃ 處理， 

30 分鐘，就可殺死附在器材與介質上之疫病

菌。

2. 蘭花幼苗極為感病，從瓶中移出時，

必須將所有附著之洋菜(瓊脂)清洗乾淨，且

必須施用一次殺菌劑以茲保護。

3. 許多蘭花屬 (如國蘭、嘉德麗亞蘭、

文心蘭等) 等優良之品種常以人工分株之方

式來繁殖。分株用之刀剪必須每使用一次就

消毒一次，因為只要一株蘭花帶菌，極可能

散播至往後分株之蘭花上，而且連續使用未

經消毒之刀剪，甚易傳染病毒病害。刀剪可

用十倍稀釋之漂白水 (0.5%) 消毒。又分株時

造成之傷口，是疫病菌最容易侵入蘭花之

管道。因此露天栽培之蘭花不宜在降雨時

分株，分株後之傷口需塗抹藥劑，植株暫

時需保持乾燥，等傷口完全癒合後才種植

到盆缽中。

4. 疫病為土壤傳播性病害，病原菌平

常就可能存活於土壤中，因而，蘭花均應放

置在台架上，不宜直接放在地面，以免增加

與疫病菌或其他土壤病原菌接觸之機會。另

外，放置地面之蘭花較易被蝸牛與蛞蝓爬行

與咬食，更增加感染疫病之機率。

5. 購買蘭花時，應挑選根部沒有腐爛，

球莖與新芽沒有黑斑之健康蘭花；新採或新

購買之蘭花，需經隔離、消毒與觀察等確定

不帶菌時，才可與無病之蘭花放置一起。

6. 危害蘭花之疫病菌 P. parasitica 與 P. 

palmivora 在臺灣之分布十分普遍，且為多犯

性，寄主繁多。因此，鄰近之別種花卉罹患

疫病時，亦有可能成為感染源。又疫病菌可

經人畜之攜帶而闖入蘭園，需加防範。蘭花

經濟價值高，最好使用自來水灌溉，如需使

用地下水，需經消毒或偵測，確定水中不含

疫病菌時，方可使用。

7. 蘭園可定期施用保護性藥劑，以預

防疫病菌之侵染。作者在室內試驗時發現

許多藥劑對蘭花疫病菌之孢囊發芽與菌絲

生長有強烈之抑制作用。一旦發現蘭園中

有蘭花罹患疫病時，必須將病株隔離，進

行蘭園消毒工作。首先應將罹病植株搬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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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停止使用噴霧法灌溉，改用滴灌或人工

灌溉，盡量降低園中濕度與病菌散播之機

會。病株附近之蘭花植株需施藥，而台架和

地面均需消毒。台架、地面之消毒以稀薄

之硫酸銅液噴灑即可。隔離之罹病植株如

果是幼苗，只要拔除病株後施藥，即可控

制病情。成株罹病時，患部如果是葉片或

是地上偽莖，可以消毒之刀剪切除患部，

再施藥保護其他部位；如果患部為地下部

位，甚難有治癒之機率，且需不斷施藥以

控制病情，故最好將病株銷毀。

8. 此外，定期噴佈稀釋 1,000 倍之亞磷

酸溶液，或以稀釋 100-200 倍的亞磷酸液灌

注土壤，有良好之防病效果。但亞磷酸宜當

日配製，並以等重之氫氧化鉀中和其酸性，

配置時先溶解亞磷酸於水中，再加入氫氧化

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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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灰黴菌 (Botrytis spp.) 是一種多侵犯性植

物病原真菌，寄主範圍廣泛，已知之寄主即

已超過 200 種，它亦可能是目前世界重要作

物如水果、蔬菜及花卉類等最普遍存在的病

害，設施內栽培之作物亦普遍發生。此菌主

要引起果實腐敗 (fruit rot)、花壞疽斑 (flowel 

blight)、葉斑 (leaf spot)、猝倒 (damping-off)、

蝴蝶蘭花瓣灰黴病
病原菌學名：Botrytis cinerea Pers. ex Fr.

英文名：Petal blight

圖一：花瓣灰黴病在蝴蝶蘭花朵之斑點病徵。(位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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莖潰瘍或腐敗 (stem canker or rot)、塊莖 

(tuber)、球莖 (corm)、球根 (bulb) 及根部腐敗

root rot)。由 Botrytis cinerea 引起的花瓣灰斑

病 (petal blight) 在蝴蝶蘭開花期是一種嚴重

的病害，尤其是對以切花為產品之大規模企

業化栽培蘭園，該病害具有潛在的致命威

脅。栽培蝴蝶蘭之溫室或設施內，由於塑膠

布或玻璃的阻隔，溫室內外空氣之交換流通

受到阻礙及熱源之累積，溫室內之溫度及相

對濕度均較外界為高，尤其在冬季及春季低

溫時，為了防止外界冷空氣進入溫室內，避

免低溫影響蝴蝶蘭生育及凍傷，密閉之溫

室內相對濕度經常維持在 90 % 以上，此高

濕、通風不良環境，正是蝴蝶蘭花瓣灰斑

病發生及蔓延最有利的條件，這對於以春

季 (1-4 月) 為主要自然開花期之蝴蝶蘭，具

有潛在的嚴重威脅。蘭花屬於高經濟價值之

賞花植物，帶有病斑之花朵會影響其觀賞價

值，減低消費者選購的慾望;若為切花之產

品，則其商品價值降低，銷售無門，損失甚

鉅。

二、病徵

灰黴菌在蝴蝶蘭 (圖一)、嘉德麗亞蘭及

石斛蘭 (圖二) 花朵上所造成之斑點病徵與

此菌在其他花卉、蔬菜或果樹類之灰黴狀病

徵有明顯的不同，此斑點病徵在蘭花花瓣上

不會擴大，且極少產生黴狀物。本病在蘭花

花瓣上之病徵極易辨識，在花瓣及萼片上首

先出現水浸狀圓形小點，逐漸轉變成褐色至

深褐色，大小約 0.1-0.15 公分，在白色系列

花朵上病斑醒目，嚴重時花朵提早凋謝，花

苞亦乾枯。蝴蝶蘭及石斛蘭因開花期較長， 

6-10 朵花常須 1-2 個月的時間，才能完全綻

放，綻放後又可維持 2-3 個月之長時間，因

此感染此病機會大增，尤其是早先綻放之花

朵，較易感染此病。雖然灰黴菌可經由傷口

侵入蝴蝶蘭葉片，但亦僅限於傷口附近，褐

色病斑在低相對濕度時立即變成乾燥易碎之

薄組織，此時亦無黴狀物之產生。

三、病原菌什)分類地位

(一)分類地位

Hyphomycetes (絲孢綱)

    Moniliales (叢梗孢目)

        Moniliaceae (叢梗孢科)

            Botrytis (葡萄孢屬)

(二)分佈

全世界。

(三)寄主範圍

灰黴菌為一多犯性之病原菌，其可感

染大部份之花卉、觀賞植物、蔬菜和果樹，

寄主多達數百種，如天竺葵、非洲菫、金

魚草、秋海棠、菊花、百合、康乃馨、大理

菊、聖誕紅、玫瑰、向日葵、洋桔梗、非洲

菊、山茶、龍舌蘭、金盞菊、芍藥、報春

花、杜鵑花、紅葉鐵莧、藿香薊、羊蹄甲、

夜來香、龍船花、大波斯菊、唐菖蒲、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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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孤挺花、鳳仙花、茉莉花、矮牽牛及爆

竹紅等花卉及觀賞植物、茄子、蘆筍、萵

苣、煙草、蠶豆、草莓果、松樹、核桃、洋

蔥、韭、落花生、楊桃、甘藍菜、甜椒、柑

桔、蕎麥、甘藷、桃樹、亞麻及百香果等蔬

菜和果樹類，以及桑樹、桉木、楠木、泡桐

等其他類植物。

(四)形態

B. cinerea  分生孢子柄著生於特化之菌

絲頂端，直立，近頂端處不規則分枝，頂

端膨大成球形、棍棒狀、橢圓形，分生孢

子叢生於分生孢子柄頂端之小分枝。分生

孢子表面光滑，單生，呈球形，大小為 8-14 

× 6-9μm，人工培養時偶見雙胞者 ;無色透

明、少數為淡黃色。分生孢子堆呈灰色，乃

本病病名之來源。

(五)診斷技術

本病在蝴蝶蘭、嘉德麗亞蘭及石斛蘭

花朵上所造成之斑點病徵與此菌在其他花

卉、蔬菜或果樹類之灰黴狀病徵有明顯的不

同，此斑點病徵在蘭花花瓣上極易辨識，其

為褐色至深褐色、0.1-0.15公分之醒目小點病

斑，不會擴大。

圖二：花瓣灰黴病

在石斛蘭花朵之斑

點病徵。(位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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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活史

臺灣地區之灰黴菌主要以無性世代存

活於田間，此菌在罹病寄主組織上可產生分

生胞子，待其成熟後釋放於空氣中，藉由空

氣之流動而散佈於田間各地，分生袍子附著

於適當之寄主組織表面後發芽侵入，在寄主

組織內之菌絲逐漸生長成熟後，再產生新的

分生孢子，重複感染之過程。寄主組織內之

菌絲除增強病原性造成危害外，環境不適合

時則形成潛伏感染，同時亦可以腐生形態存

在，而後產生菌核或以菌絲狀態休眠;待環

境適合時，休眠之菌核及菌絲可逐漸增強病

原性大量產孢後散怖，亦可直接侵入寄主造

成感染。

四、發生生態

由於灰黴菌寄主範圍廣泛，本省栽培

之重要作物水果、蔬菜及花卉類等均會危

害，因此病原菌之分生孢子感染源充斥於空

氣中。灰黴菌為低溫菌，其生長最適溫度

為 18-26℃ 它，分生袍子發芽之溫度範圍為 

12-26 ℃。將灰黴菌孢子噴濕接種於蝴蝶蘭

花朵，在10-18℃時罹病度高達 91.7-45.9 %，

22-26℃罹病度降低甚多，只有 36.8-17.1 %，

30℃ 時幾無感染力。灰黴菌之生長及其袍子

之侵入感染蝴蝶蘭花朵均以 14-22℃ 之低溫

為適宜之條件，蝴蝶蘭開花期多集中於一月

至四月間，此時溫室內溫度與灰黴菌最適生

長及侵入感染要求相符合，再加上此時溫室

內之高濕環境，促使此病普遍發生於蝴蝶蘭

栽培園內。嘉德麗亞蘭及石斛蘭之開花期以 

3-4 月及 7-9 月居多，只有在濕度較高及溫度

較低之設施內偶爾發現。

五、防治方法

(一) 清除蘭園內外之雜草。

(二) 自蝴蝶蘭第一朵花展開前開始噴施

藥劑，以後每隔二至四星期噴施一次。目

前正式推薦於本病防治的藥劑為 78%「甲

基多保淨」可濕性粉劑 2,500 倍，另據試驗

發現，50% 「依普同」可濕性粉劑 1,500 倍

及 50% 「撲滅寧」可濕性粉劑 2,000 倍對本

病也都有優良的防治效果，尤其是「依普

同」最為突出。蝴蝶蘭的花朵對藥劑頗為

敏感，用藥不當時容易造成藥害，例如正

式推薦於草莓灰黴病防治的 「免克寧」、

「免得克寧」及「益發靈」，施用後都容

易導致花器脫水乾枯。噴施藥劑時勿直接

對花朵噴洒，以減少水份壓力對花朵造成

之機械傷害。

(三)灰黴病菌易產生抗藥性，防治此病

之藥劑要先經過菌株抗藥性試驗，確定欲施

用之藥劑對當地之病原菌株有良好之抑制作

用後再施用。為避免誘發抗藥性，有效藥劑

應輪流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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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花期間，發現感染此病之花朵要

立刻摘除，並集中掩埋或燒燬。

(五)溫室設施內外其它觀賞植物及花卉

類，亦要同時噴施藥劑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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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Jarvis, W. R.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p.318.

(位國慶)



27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6

一、前言

蘭花白絹病為臺灣地區蘭花之次要病

害，但有時亦可造成嚴重損失，高溫潮濕時

發生嚴重。

二、病徵 (圖一至圖四)

本病可發生於多種蘭花植物，如洋

蘭、東亞蘭、四季蘭、拖鞋蘭、春秋石斛

蘭、文心蘭、蝴蝶蘭、寒蘭及一葉蘭等。遇

環境適合時可侵害寄主之任何部位，如球

莖、根、莖及與介質接觸之葉部等。因寄主

白絹病
病原菌學名：Sclerotium rolfsii Sacc.

英文名：Southern blight、White mold、White silk、
Stem rot、Sclerotium rot、Scleortium wilt、

Foot rot、Sclerotium root rot.

圖一：文心蘭白絹病。(劉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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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年齡、生理狀況及侵入部位之不同而

病徵稍異，最常見病徵為植株近地際部附近

組織出現水漬狀病斑，後呈不同程度之褐色

到黑褐色壞疽，隨後長出白色絹狀菌絲，植

物失去生氣，萎凋黃化，葉片乾枯捲曲死

亡，病部常覆蓋白色絹狀菌絲，附近介質亦

出現白色菌絲及菌核，其後菌絲崩解消失，

僅餘菌核，地下部莖或根系周圍可見白色菌

絲束纏繞。幼嫩組織發病時造成之軟化腐敗

與疫病、軟腐病等類似。老組織發病時或環

境改變不宜病勢發展時，僅出現壞疽斑，生

育不良。

三、病原菌

(一)分類地位

無性世代

Deuteromycetes (不完全菌綱)

    Agonomycetales (無胞子菌目)

        Mycelial sterilia (無胞子菌科)

            Sclerotium (菌核屬)

有性世代

Basidiomycetes (擔子菌綱)

    Aphyllophorales (無摺菌目)

        Corticiaceae (膏藥菌科)

            Athelia

圖二：拖鞋蘭白

絹病。(劉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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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布

病原菌分佈於熱帶及亞熱地區，包括

美國、中南美洲、非洲、澳洲、印度、地中

海沿岸、東南亞、中國大陸及臺灣均有之。

緯度雖高，但局部條件適合，北韓、日本及

西伯利亞亦曾發生。

(三)寄主範圍

寄主多達100科500種以上，以豆科及菊

科最多，其次為葫蘆科、石竹科、十字花

科、唇形花科、毛莨科、大戟科、玄參科及

茄科。單子葉植物則以禾本科、百合科、

鳶尾科及石蒜科為主。低等植物如苔蘚類

亦有之。臺灣亦有 55 科 160 種以上之寄主

植物，其中有多種作物常發生白絹病，如大

豆，花生、番茄、水稻苗、蘭花、百合、鳶

尾、麒麟菊、宿根花卉的黃花、白花孔雀

菊、洋桔梗及其他多種花卉。
圖三：嘉德麗亞蘭白絹病。

(劉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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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態

白絹病菌菌絲呈白色，分二型，大菌

絲直線生長，每節細胞約 5.7 × 60-l00 mm，

有扣子體；小菌絲寬約 2.5 mm，生長較不

規則。菌絲分枝增加並交織後形成白色菌

核苞芽，發育成熟菌核之形狀為球形，橢圓

形至數菌核合併而成之不規則形，深褐色，

大小在直徑 0.5-1.5 mm 左右。成熟菌核分外

皮、皮層及髓，外皮含可抵抗不利環境之黑

色素，外觀很像蘿蔔或油菜種子，為存活於

土壤或介質中之主要構造。有性世代在自然

界中不易產生，需用人工誘導。擔子器棍棒

狀，形成於分枝菌絲的頂端，上生 2-4 個擔

子柄，其上著生擔袍子。擔袍子梨形或橢圓

形，無色，單胞，平滑，大小約 7.17 ± 0.63 

× 4.80 ± 0.l2 mm。有性世代曾於我國蝴蝶蘭

及寒蘭病株上發現。有性孢子無病原性。

(五)生活史

本菌以菌核為主要存活之構造。室溫

乾燥下，可存活達5年以上，浸於水中亦可

達3個月以上。菌絲則很容易崩解而消失。

高溫下 (50 ℃) 菌核只能生存 2 小時左右，

菌絲則不到 15 分鐘。本菌在病株殘體或土

壤內有機質中則可行腐生生活，而長期存

活。本菌可藉水流和帶菌土壤、介質、有機

質或人員機其之攜帶而傳播。帶病苗木及種

圖四：蝴蝶蘭白絹病。

(劉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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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宿根等則可行遠距離傳播。栽培介質中

以蛇木最容易攜帶本病。潮濕時如肉眼可見

其上有白色物，常為本菌之菌絲。進口介

質，原封只開一小口，種植花卉後，亦有本

病發生，可為遠距離傳播之例。其他生物性

介質如稻穀桿、花生殼、玉米碎梗等堆積過

久易為本菌污染而傳播。菌核遇溫度及濕度

合宜時，發芽很快，侵入植物，產生白色菌

絲，其後又產生菌核。

(六)診斷技術

1. 植株失去生氣，垂頭喪氣。挖出後，

地下部常有水漬斑，並有白色菌絲。其上常

有白色黃色至褐色，大小有如蘿蔔或油菜種

子之菌核。

2. 幼苗常於地際部莖及葉片上發生軟化

腐敗，亦有白色菌絲及菌核形成。

3. 介質表面及其中有白色菌絲及菌核。

四、發生生態

土壤或介質鬆軟時，病菌可於相當深的

部位為害，而黏土則只能於表層發生， 80% 

之菌核分佈於土表下 30 公分之內。黏土

中，土表 7 公分以下之菌核，幾乎不能發

芽，埋太深菌核即死亡。在通氣良好的砂質

土壤及坋質土含量高、保水性佳的土壤或介

質，利於本菌之腐生生長，並增加病害發

生嚴重性。病菌菌絲生長之溫度最低為 8-9 

℃，最高 42℃，最適宜為 25-35 ℃ 之間。本

菌菌核發芽最適溫度為 21-30 ℃，低於或超

過此溫度範圍時，發芽率明顯降低。潮濕適

合病菌的發育，上壤含水量在 20% 時，本

菌腐生能力最高。隨含水量之增加菌核發芽

率降低，但通入空氣後可得良好之發芽，此

現象明顯與本菌之好氣性有關。漂浮於水面

之菌核仍能造成嚴重之菱角白絹病。高空氣

相對濕度對本病之發展非常重要，濕度飽和

時，菌絲可向植株上方蔓延，反之則僅於地

際部發生。種植花卉時，使用大量介質及有

機質，其間有大量空隙，因此地下部之相對

濕度及通氣甚高，故病菌侵入地下部植株，

有時地面尚未見菌絲。本病的大發生往往是

由於蘭花生長繁茂，已全部屏蔽盆面，或放

置密度過高，溫室通風排水不良，造成微氣

候中高空氣相對濕度所致。有機質(腐生基

質)為本病猖獗最重要因素之一。未分解之

有機質常發出揮發性氣體，促使菌核形爆發

式發芽而侵害寄主，或提供病菌之食物及能

源才能為害，並降低土壤酸鹼度，提供病菌

之有利環境。除此之外，尚可增加土壤通氣

性與土壤表層之濕度。保存不當之有機質如

稻穀桿、花生殼、玉米碎梗等堆積過久易為

本菌污染而成為傳染源。已腐熟之有機質不

易為本菌利用，且其中如有病菌亦會被酸酵

過程中產生之高熱殺死。綜而言之，於土表

或接近土表處，白日 29-35 ℃，夜晚不低於

23℃，土質或介質鬆軟，含大量有機質，空

氣濕度高，介質潮濕但未淹水，介質酸鹼度

在 pH 6 以下，本病發生嚴重。臺灣四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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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梅雨、颱風季節溫度及濕度均高發病較嚴

重，十月以後溫度下降，病勢即停滯。冬季

溫室內通風不良，濕度大，盆花放置過密，

遇溫度回升亦易誘發病害。臺灣花卉種植環

境非常宜於本病大發生，如無適當防治管理

方法，當一發不可收拾。

五、防治管理

蘭花因為盆栽，白絹病問題較為單

純，僅需考慮介質、種苗、盆具及管理。

1. 種植前，介質以蒸氣消毒，或使用

0.6% 尿素淋注後覆蓋一週消毒。

2. 陽光充足地區或夏季，可將盆栽材料

堆成 25cm 高 (2.3 × l.l m)，覆蓋雙層透明塑

膠布行日光能殺菌。腐霉病菌、疫病菌、鐮

孢菌及白絹病菌 10 日即可殺滅。春秋季則

可減少堆積高度或延長處理時間。使用平面

式陽光收集器 (Flat solar collectors)，視日光強

度而定，白絹病菌及土香 1 日即可殺滅。立

枯絲核菌及根瘤線蟲需 2 日。如此除白絹病

外，尚可防治其他數種重要蘭花病害。處理

後儲存於乾燥乾淨處。

3. 除經洗淨並處理，不可使用水稻育苗

盤育蘭苗或發病植株所遺之盆具種蘭花。

4. 種苗消毒:種苗易攜帶本病成為初次

感染源，故應向信譽卓越之公司採購，有疑

慮時種植前應消毒，可用50%免賴地、50%

福多寧或75%滅普寧可濕性粉劑，稀釋後浸

泡。

5. 溫室必需保持通風良好，植株不可過

密，避免微氣候中之濕度過高。

6. 力行田間衛生：蘭花發病後應迅速

隔離，拔出植株清理後以乾淨介質重新栽

植，灌注 50% 福多寧及 75% 滅普寧可濕性

粉劑。病株之介質及盆具應予銷燬。如發病

嚴重，或不合經濟價值之蘭花則全部銷燬。

注意澆水以免病菌隨水濺至健株。

六、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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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蘭花栽培面積不如其他觀賞植物廣，且

早期多屬於業餘栽培，近來則逐漸轉為大面

積之經濟栽培;然業者為達最高經濟效益，

往往過於密植，致使環境不佳，導致植株之

抵抗力弱，而炭疽病為一弱生寄生性病原

炭疽病
病原菌學名：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Penzig

英文名：Anthracnose

圖一：蝴蝶蘭感染炭疽病之典型病徵。(楊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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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此一情況下極易侵入、感染，故而病害

發生率隨之提高。炭疽病病原菌亦為一寄主

範圍相當廣泛之病原菌，且對環境亦無特殊

之需求，故在臺灣發生非常普遍，幾乎所有

蘭花品種均可被害。

二、病徵

初期葉片上產生淡褐色凹陷之小斑點，

以後病斑逐漸擴大成圓形，病斑顏色亦轉變

成褐色，後期病斑呈黑褐色凹陷 (圖一)。病

斑之進展常受葉片之生長勢影響，可為圓形

或不規則形，嚴重時多數病斑可互相癒合而

形成不規則形之大病斑，病斑中央並有壞疽

現象，嚴重時病斑部脫落而呈穿孔現象。環

境不適合或管理失當、植株生育不良時，病

斑多由葉尖或葉緣之自然開口侵入，且病勢

迅速發展而導致葉片褐化、乾枯、甚而落

葉，此以虎頭蘭及文心蘭最為明顯 (圖二、

圖二：炭疽病感染報歲蘭。(楊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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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後期病斑處形成黑色小顆粒體，遇

高濕度時可溢出粉紅色至桔紅色之黏狀物，

乃病原菌之分生孢子堆，分生袍子堆之形成

受光照影響而常成輪紋狀(圖四)。花朵被害

時，呈褪色枯萎；若花苞被感染，則無法開

放而提前凋謝。

三、病原菌

(一)分類地位

Deuteromycetes (不完全菌類)

    Melanconiales (黑盤菌目)

        Colletotrichum

(二)分佈

全球性分布，但以熱帶及亞

熱帶地區較為嚴重。在臺灣地區亦

普遍發生，但以果樹發生較為嚴

重，花卉則以管理不善者較易發

生。

(三)寄主範圍

寄主範圍相當廣泛，花卉、

果樹及蔬菜均可為其寄主。

(四)形態

分生袍子著生於分生袍子柄

頂端，長橢圓形，無色透明，大小

差異極大，成熟之分生孢子堆溢出

分生孢子盤而呈粉紅色至桔紅色之

圖三：炭疽病由葉尖

感染。(楊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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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液狀。在人工培養基上產生灰色至褐色菌

絲，後期菌絲特化形成分生孢子柄而不形成

分生孢子盤，成熟時分生孢子極易脫落。

(五)診斷技術

本病之病徵極為典型，病原菌之形態特

徵甚為明顯，藉由病徵及病原菌極易診斷。

於高濕度下極易產生黑色分生袍子盤而溢

出，粉紅色分生孢子堆為相當明顯之特徵。

(六)生活史

本病病原菌主要以分生孢子為感染源，

在高濕環境下發芽侵入寄主組織，並漸表現

病徵，罹病後期在罹病組織上產生分生袍子

盤，其內著生分生孢子，遇高濕度分生孢子

釋出，再次成為感染源；分生袍子盤形成之

罹病組織偶而可見形成有性世代之子囊殼，

子囊殼黑色、球形具明顯口孔，多為聚生。

四、發生生態

本病病原菌菌絲生長溫度範圍極大，

3-37℃ 之間病原菌之菌絲均可正常生長，但

最適生長溫度則菌株間差異極大，然一般均

介於 22-28℃ 之間。因此本病一年四季均可

見為害，但以中溫多濕季節最為猖獗，梅雨

季節或颱風季節過後發生最為嚴重。植株老

化或栽植環境過於擁擠時，植株之感病性亦

提高。

圖四：炭疽病由

葉尖侵入蝴蝶

蘭，產生同心輪

紋狀病斑。

(楊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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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治方法

(一) 加強肥培管理：本病病原菌為弱寄

生型之病原菌，往往於植株老化或栽培失當

植株衰弱時較易感染，故加強肥培管理，增

進植株之健康，可增進植株之抗病力。

(二) 改善栽培環境：不良之環境可導致

植株生育不良，或因光照不足導致植株徒

長，致使抗病力降低，適度修剪植株，使通

風良好、光照充足，可強化植株，增進抗病

力。

(三) 適度施用鈣肥，可增進中果膠層，

強化細胞壁而加強抗病力。

(四) 合理施用殺菌劑，於發病初期，或

連續陰雨後預測可能發生感染時，早期施

藥，但需注意防範藥害發生。

六、參考文獻

1. 張中義等。1992。觀賞植物真菌病害。四

川科學技術出版社。498頁。

2. Burnett, H.C. 1974. Orchid Diseases. Florida 

Dept. of Agr. and Consumer Services Bull. 10 

Doyle Conner, Commissioner 66 pp.

3. Engelhard, A. W., Howard, C. M. and Wilfret, 

G. J. 1972. A new crown rot, leaf and scape spot 

disease of statice (Limonium sinuatum) incited 

by Colletotrichum sp. Plant Dis. Reptr. 56: 

894-895.

4. Sobers, E. K. & Cox, R. S. 1973. Athracnose of 

statice in Southern Florida. Phytopathology 63: 

193-194.

(楊秀珠)



39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6

一、前言

石斛蘭 (Dendrobium spp.) 在臺灣早期栽

培僅局限於小型蘭園及業餘愛好者，病害

記錄亦僅有毒素病 Cymbidium mosaic virus 一

種。1980 年以後，花卉業者陸續由國外大

量引入石斛蘭苗及成株進行切花之生產，

1986 年謝文瑞及吳德強在台中縣大里鄉石

斛蘭葉片分離到本病之病原菌，訂定其學

名為 Pseudocercospora dendrobii  Goh & Hsieh ，

1987 年石斛蘭葉斑病在嘉南地區量產栽培

石斛蘭葉斑病
病原菌學名：Pseudocercospora dendrobii Goh & Hsieh

英文名：Pseudocercospora leaf spot

圖一：石斛蘭葉斑病病徵。(童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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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簡易溫室內嚴重發生，造成蘭株葉片黃

化及大量落葉，影響切花生產的品質及蘭

株之新芽萌發，成為石斛蘭栽培及切花生

產的重要限制因子。

二、病徵

病原菌僅為害石斛蘭之葉片，簡易溫室

栽培的石斛蘭株病徵出現於每年八月下旬。

感染初期罹病葉上產生水浸狀的斑點，病

斑緩慢擴張後形成為邊緣不明顯的黃斑 (圖

一、二)，病斑圓形至橢圓形，直徑 0.8-3.2 

cm ，分生孢子梗由老熟病斑的葉背氣孔長

出 (圖三)，病斑不明顯的罹病葉下表皮 (特

別是葉尖部份) 亦可見灰黑色的分生砲子叢 

(圖四)，病斑相互癒合後引起葉片黃化及落

葉。感染的蘭園中落葉於十一月起即普遍發

生，嚴重的發病區在翌年三、四月前葉片均

已脫落殆盡。

三、病原菌

(一)分類地位

Deuteromycotina (不完全菌亞門)

    Hyphomycetes (絲孢菌綱)

        Moniliales (叢梗孢目)

            Moniliaceae (叢梗孢科)

                Pseudocercospora (假尾孢屬)

(二)分佈

臺灣、夏威夷、東南亞等石斛蘭栽培

區。

圖二：人工接種的

典型病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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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寄主範圍

病原菌 P. dendrobii  的寄主範圍，經

蘭園內的調查結果顯示僅感染石斛蘭屬 

(Dedrobium spp.) ，包括春石斛 (Dendrobium 

nobile ) 及秋石斛 (Dendrobium phalaenopsis ) 

，其它蘭屬如蝴蝶蘭 (Phalaenopsis  spp.) 

、嘉德麗亞蘭 (C a t t l e y a  s p p . )  、蕙蘭 

(Cymbidium spp.)、文心蘭 (Oncidium spp.) 及

萬代蘭 (Vanda  spp.)等屬均未能感染。罹病

率較高的秋石斛則以大花種 (phalaenopsis 

t y p e) 發病最為嚴重，其中以引進種 D. 

ekapol var. small padom 之罹病率 92.8% 最

高，本地自交種 D. lady  var. “Hamiltonz”

亦達 83%，小花種發病較為輕微，如 D. 

lemontree  var. pokai 僅為 52.3% 。其它田間

植物的感染可能性，未經接種測試及文獻

報導故不得而知。

(四)形態

P. dendrobii 未見發現有性世代孢子的報

導，無性世代分生孢子呈叢狀著生病斑部之

下表皮，子座球狀橄欖色，微小或發育良

好，大小約為 90μm。分生孢子梗由子座長

出叢生直立或微彎曲，少有分枝產生，孢梗

尖端圓形孢子坐落處無明顯孢痕，大小為 

4-6 × 25-75μm，分生孢子呈彎曲的針形或倒

棍棒狀(圖五)， 4-9 個隔膜，大小為 2-3.5 × 

61-69μm。病原菌在馬鈴薯葡萄糖培養基平

板上生長緩慢，菌落呈微皺摺狀。

圖三：氣孔部位長

出的產蟎菌絲。

(童伯開)



42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6

(五)診斷技術

石斛蘭葉斑病之病徵明顯，利用肉眼

診斷葉片病徵應可正確判別，在高濕度之環

境下或將病葉置於濕盒內，均能誘使病原菌

在葉背產生分生孢子，利用光學顯微鏡可以

清晰觀察到針狀或倒棍棒狀之多隔膜分生砲

子，正確診斷病害。

(六)生活史

病原菌在罹病葉或蘭園內的落葉上越

冬，分生孢子經氣流帶動或蘭園中噴灌水濺

播，均能再侵入新芽或新葉，石斛蘭株終年

均陸續有新芽萌發及新葉生長，因此，葉斑

病病葉上產生的分生孢子能反覆感染誘發病

害。

四、發生生態

石斛蘭葉斑病菌分生孢子的發芽適溫

為 20℃-30℃，最適溫度 20℃，發芽率可達 

91.5%，高溫抑制孢子發芽，35℃時發芽率

僅 16.8%。菌絲生長最適溫為 20℃-25℃，

當溫度提升至 35℃ 時菌絲生長完全被抑

制，低於 l0℃ 的低溫亦能抑制孢子發芽及

菌絲生長。病部的產孢受相對濕度影響，

高濕度有利分生孢子的產生。我國石斛蘭

早期均行露天栽培，但冬季低溫期會造成

寒害落葉或抑制新芽抽出，以致花莖數及

生長勢遠不及泰國，簡易溫室發展後業者

廣為採用以防止低溫，在封閉的環境下，

圖四：病葉上產出之分生蟎子叢。(童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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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噴灌常造成連續數日超過14小時的飽和

濕度，提供絕佳的發病環境。由週年調查

得知，本病在切花生產的簡易溫室內，自

十月氣溫降低後葉斑病逐漸趨於嚴重，至

翌年二至三月間常導致落葉殆盡，但四月

後抽出的新芽即使受到感染，也需經過 45 

天的潛伏期，此時溫室內的溫度常常超過 

35℃，因此發病輕微，需待十月起氣溫下降

後才會又進入發病盛期。

五、防治方法

石斛蘭葉斑病目前尚未推薦化學防治

藥劑，但由於蘭花多為隔絕性獨立栽培圃，

栽培業者若能徹底的清園、配合對發病生態

的了解，改善蘭園的溫濕度控制應有良好的

防治效果。

(一)清潔蘭園：蘭園內出現的少數病

葉應予剪除，收集冬季發病期的落葉予以燒

燬。

(二)溫室環境管理：夏季高溫期溫室內

溫度常高達 40℃，應予通氣降溫避免造成

蘭株生長不良，冬季低溫期之給水宜選擇晴

朗有日照午時，並掀開部份塑膠布增加通氣

性以降低室內相對濕度。

六、參考文獻

1. 曾素玲、童伯開、蔡竹固。1992。石斛

蘭葉斑病之發生與藥劑防治。植保會刊

34:8-16。

2. Aragaki, M., and Uchida, J. Y. 1987. Etiology 

and control of fungal diseases of tropical cut-

flowers. CRIS USDA Abstract.

3. Hsieh, W H., and Goh, T. K. 1990. Cercospora 

and Similar Fungi from Taiwan. Maw Chang 

Book Company. Taichung Taiwan R. O. C. p.367.

(童伯開)

圖五：病原菌

Pseudocercosora 

dendrodii Goh & 

Hsieh。(童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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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可以造成蝴蝶蘭組織軟腐的病原菌，

包括真菌 Phytophthora  spp. (疫病或黑腐

病)、Pythium spp. (幼苗腐敗病或黑腐病)、 

Sclerotium rolfsii (白絹病)，以及細菌 Erwinia 

spp.，不過一般所說的軟腐病，通常指由病

原細菌 Erwinia  spp.引起的病害。可以引起

蝴蝶蘭軟腐病的病原細菌，據以往國內外

報告有 Erwinia carotovora subsp. Carotovora、

E. chrysanthemi 及 Erwinia cypripedii (褐腐病)。

軟腐病
病原菌學名：Erwinia chrysanthemi Burkholder, Mcfadden & Dimock

英文名：Soft rot

圖二：軟腐病造成葉片

組織軟腐。(黃 昌)

圖一：軟腐病初期水浸狀

小斑。(黃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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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據調查，在我國造成蝴蝶蘭軟腐病的細

菌都是 Erwinia chrysanthemi ，生化特性多

數屬於第四亞群 (subdivision)，少數屬於第

二亞群。分離自結球白菜軟腐病組織的 E. 

cartovora subsp. Carotovora，以人工針刺接

種，雖可造成蝴蝶蘭軟腐，但在自然狀況

下，尚未發現其感染蝴蝶蘭。該病主要造

成葉片軟腐，在高溫、多濕的環境下容易

發生，蝴蝶蘭溫室內之高溫、多濕條件，

及一般採行的噴灌或淋灌方式，有利於本

病發生，因此除冬季較少見外，其他季節

均可見其發生，是目前臺灣蝴蝶蘭上最普

遍且最致命的病害之一。

二、病徵

病菌可以感染各齡期蝴蝶蘭葉片的不

同部位，花梗或花瓣也會受害。葉片受感

染後首先出現水浸狀斑 (圖一)，面向光源呈

半透明狀，病菌藉分泌的多種果膠分解酵

素 (pectolytic enzymes) 分解細胞中層 (middle 

lamella) 與細胞壁的果膠物質，造成植物細

胞及組織崩解，受感染組織因而軟腐 (圖

二)，溫、濕度適宜時擴展迅速， 3-5 天內即

可造成 20 公分左右的葉片全面腐爛，葉基

部或心葉遭受感染後，常在數天內導致整株

死亡 (圖三、圖四)。

圖三、四：葉片基部及心葉感染軟

腐病導致植株死亡。(黃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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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原菌

(一)分類地位

屬於原核菌 (Procaryote)，腸內生菌科 

(Enterobacteriaceae)，Erwinia 屬。為革蘭氏陰

性，兼性嫌氣 (facultatively anaerobic) 細菌。

(二)分佈

地理分佈很廣，歐、美、亞、澳洲許

多國家均有本菌引起各種作物軟腐、萎凋或

矮化的記錄。該菌引起的蝴蝶蘭軟腐病，在

臺灣各地蘭園均有發生。

(三)寄主範圍

寄主範圍廣泛，可感染一般蔬菜類作

物如甘藷、馬鈴薯、芹菜、蔥、牛蒡等，也

可引起園藝作物如菊花、廣東萬年青、蔓綠

絨、非洲菫等的組織腐爛或植株萎凋。蘭科

植物可以為害蝴蝶蘭、文心蘭、狐狸尾蘭、

石斛蘭、拖鞋蘭等，嘉德麗亞蘭 (圖五) 、朵

麗蝶蘭及虎頭蘭則較具抗病性。

圖五：嘉德麗亞蘭罹患

軟腐病。(黃 昌)

圖六：Erwinia chrysamthemi 
菌落型態。(黃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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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態

菌體為棍棒狀，大小為 0.5-1.0 × 1.0- 

3.0μm，具周生鞭毛。在一般細菌培養基

上形成乳白色、具皺摺光澤的扁平菌落 (圖

六)。

(五)診斷技術

軟腐病的徵狀常隨蝴蝶蘭品系的不同

而略有差異，與 Phytophthora spp. 或 Pythium 

spp. 引起的黑腐病，有時以肉眼也不易區

別。診斷時，可切取小塊新鮮的軟腐組織，

置於載玻片上的水滴中，覆上蓋玻片，直接

在光學顯微鏡下檢視，如發現成群或成團，

活潑游動的微小菌體自組織中湧出 (圖七)，

可初步確定為細菌性病害，進一步可將馬鈴

薯或結球白菜的中肋組織清洗乾淨後，切

成 5 × 3 公分大小，以針刺洞，取一小塊蝴

蝶蘭軟腐組織置於傷口處，將整塊組織置

於含濕棉球的塑膠袋中，放於 28-30℃ 下，

經 24-48 小時後，如組織自接種處腐爛，可

認定其為軟腐病 (圖八)。至於病原菌的進一

步鑑定，則可於分離、純化出病菌後，以嫌

氣生長試驗區別本菌與其他植物病原細菌，

以卵磷酯分解酵素 (lecithinase) 之產生及對抗

生素 erythromycin 之敏感性，區別本菌與 E. 

carotovora subsp. Carotovora。

圖八：蝴蝶蘭軟腐病組織可造成

結球白菜組織軟腐。(黃 昌)

圖七：切取軟腐病組織鏡檢，

可見菌流湧出。(黃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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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活史

本病菌可在土壤中或水草、蛇木及蘭

園常見雜草如菁芳草、假吐金菊和黃花榨醬

草上殘存，存活期限因質材、葉齡、環境條

件不同而有差異，在種有蝴蝶蘭的水草上可

達二個月，在雜草上近 25 天。因此，本病

的初次感染源，可能來自其他蘭園之罹病蘭

株、其他寄主，或是於栽培質材、雜草上殘

存的病菌。病菌經風雨飛濺至蝴蝶蘭植株

後，可在健康葉片表面營腐生生活，存活期

限約 45 天，當溫、濕度適宜時，自傷口侵

入感染，在罹病組織內大量繁殖，自罹病組

織溢出的菌液則

成為最重要的第

二次感染源，病

菌可於剪除的病

葉中殘存近 10 

天。

四、發生生態

本病菌具周生鞭毛，能在水中迅速游

動，通常經由傷口侵入植物組織，生長最適

溫為 29℃，因此，溫熱、多濕尤其是有水

膜存在的條件最有利於病害發生，在颱風頻

繁、多雨的夏季常猖獗為害，尤以管理不

善、蘭株密度過高的蘭園受害最為嚴重。

病菌在相對濕度 100%、30℃ 的條件下可在

3 小時內完成侵入過程。28℃ 下病斑擴展最

快，感染後 1-2 天內，每日擴展 2-3 公分，

三天後每日可擴展 4-6 公分，溫度低於 20℃ 

時，感染率及病斑進展速度則顯著降低。

圖九：四環黴素預

防軟腐病的效果優

良（右為處理組，

左對照組）。

(黃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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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治方法 

(一)栽培防治法：

1. 選用清潔的栽培質材，徹底清除病株

及蘭園雜草，避免混植其他植物，以減少本

病感染源。

2. 改採滴灌，如為噴灌則應控制灌溉

頻率，並維持蘭園適度通風，以避免葉片積

水，減少病菌散播與感染。

3. 保持適當植株間距，避免葉片摩擦造

成傷口，以防止病菌侵入。

4. 適量施用氮素並保持充足的日照，以

增進植株抵抗力。

(二)化學防治：

本病的化學防治，目前並無正式推薦的

藥劑，但據試驗 30.3% 四環黴素可溶性粉劑 

1,000 倍、68.8% 多保鏈黴素可濕性粉劑 1,000 

倍、10% 鏈四環黴素可濕性粉劑 1,000 倍、

81.3% 嘉賜銅可濕性粉劑 1,000 倍、新型殺

細菌劑 20% 歐索林酸 (oxolinic acid) 可濕性粉

劑 1,000 倍、40% 銅快得寧可濕性粉劑 400 

倍、77% 氫氧化銅可濕性粉劑 400 倍及 39% 

硫酸快得寧可濕性粉劑 400 倍對軟腐病都有

顯著的預防效果，尤其是四環黴素及多保

鏈黴素效果最為突出 (圖九)，但病菌一旦侵

入後，這些藥劑都無法抑制病斑的擴展。

不過連續使用同一藥劑可能誘發病菌抗藥

性，我國於1989年間即已出現抗鏈黴素的蝴

蝶蘭軟腐病菌株 (圖十)，抗藥程度由 200 到 

5,000 ppm 不等，1997 年並偵測到少數抗四

環黴素的菌株。由於抗藥性菌株可經由蝴

圖十：臺灣部分軟

腐病菌株已對鏈黴

素產生抗性（右為

感性菌株，左為抗

性菌株）。

(黃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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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蘭之流通而四處散播，使抗藥性問題趨

於嚴重，因此施行化學防治時應輪流或混

合用藥，以確保防治效果並減緩抗藥性菌

株的汰選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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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蘭花褐斑病最早發現於義大利及美國加

州，1950 年間即在加州蘭園內普遍為害蝴蝶

蘭及嘉德麗亞蘭，隨後菲律賓也有為害蝴蝶

蘭的報導，主要發生於七至十月間的雨季。

蘭花褐斑病何時傳入臺灣已不可考，近一、

二十年來我國蝴蝶蘭經濟栽培規模大幅擴

增，蘭花溫室中溫暖、潮濕的環境正適於本

病發生，近

十餘年來，

褐斑病與軟

腐病已成為

臺灣蝴蝶蘭

上最普遍而

嚴重的細菌

性病害。

褐斑病
病原菌學名：Pseudomonas cattleyae (Pavarino) Savulescu 1947

(Syn: Acidovorax avenae subsp. cattleyae)
英文名：Brown spot

圖一：褐斑病

壞疽型病斑。

(黃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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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徵

病菌可以感染各齡期蝴蝶蘭葉片的不

同部位，病徵因寄主品系、發病條件不同而

有差異。典型病徵為葉片受感染後首先出現

淡褐色水浸狀斑點，隨後擴大成為褐、暗褐

或黑色的不規則凹陷壞疽斑，周圍具明顯黃

暈 (圖一)，病斑可相互融合成為大斑塊 (圖

二)；有些感染則會繼續擴展，成為橢圓、

長條形或不規則形的深綠色或黑褐色大型水

浸狀斑 (圖三、圖四)，病斑周圍通會出現墨

綠色環紋，以手觸摸病斑處仍覺堅硬，與軟

腐病頗不相同，濕度高時如病斑破裂，常可

見溢出乳白色的菌泥 (圖五)，罹病葉片最後

黃化乾枯 (圖六)，病勢如擴展到生長點，則

導致整株死亡。幼苗如遭受感後，則迅速軟

腐而壞死，病徵與軟腐病或黑腐病近似。

圖三：褐斑病水浸

狀大斑。(黃 昌)

圖二：褐斑病病斑相

互融合。(黃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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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原菌

(二)分類地位

屬於原核菌 (Procaryo te)，假胞菌科  

(Pseudomonaceae)。為革蘭氏陰性，不產生螢

光色素，好氣 (aerobic) 細菌。1992 年 Willems

氏等建議將本菌更名為 Acidovorax avenae 

subsp. cattleyae。

(二)分佈

世界上有關本病的報導甚少，目前僅美

國、義大利、菲律賓、中國大陸及臺灣有發

生的記錄。該病在我國各地蘭園普遍發生。

(三)寄主範圍

該菌除可感染蝴蝶蘭外，也可感染嘉

德麗亞蘭、文心蘭、狐狸尾蘭、春石斛、秋

石斛、千代蘭、朵麗蝶蘭、拖鞋蘭、樹蘭 

(Epidendrum o'breinianum) 及香草蘭 (Vanilla)。

(四)形態

菌體為棍棒狀，大小為 0.5-1.0 × 2.0 

mm，具 1-2 單極生鞭毛。在 King's B 或 

Pseudomonas Agar F 培養基上形成乳白色略

凸起的菌落 (圖七)。

圖四：褐斑病病斑破裂

沁出菌泥。(黃 昌)

圖三：褐斑病水浸

狀大斑。(黃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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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診斷技術

褐斑病有壞疽斑及水浸狀斑二種病

徵，壞疽斑周圍的黃暈或水浸狀斑的堅硬觸

感與泌出菌泥，是肉眼初步鑑別該病的依

據，進一步則可切取病斑與健部交界處小塊

組織，置於載玻片上的水滴中，覆上蓋玻

片，直接在光學顯微鏡下檢視，如發現成群

或成團微小的游動菌體自組織中湧出，可

確認其為細菌性病害。欲分離該菌時可以

用 75% 酒精擦拭病斑與健部交界表面後，

將病斑與健部交界處組織於無菌水中磨碎，

將磨出液畫線於含 0.25 葡萄糖的營養培養基 

(nutrient agar)、King's B 或 Pseudomonas Agar F 

上，如為褐斑病則 2-3 天後通常會出現純度

頗高的病菌菌落，病菌可製備成每毫升約含 

107-lO8 細胞的懸浮液，用於注射菸草葉片，

如確為本病菌，則於 24 小時內可見被注射

組織崩解的過敏性反應 (圖八)。

圖六：褐斑病導致整葉

黃化枯萎。(黃 昌)

圖二：褐斑病菌典型

菌落。(黃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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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活史

本病的生活史迄今無詳細研究，但本

病一旦發生，即使剪除病葉，仍容易出現新

的感染，由此推斷該菌應可在蝴蝶蘭或其他

植物表面存活一段較長時期，俟環境適宜時

由葉片傷口或自然開口侵入感染。

四、發生生態

本病菌具極生鞭毛，能在水中游動，

於 20-32℃ 間均生長良好，最適溫度約 

28℃，最高約 40℃，最低約 12℃，因此全

年皆可致病，但以高溫、多濕的夏天，尤其

是颱風過後發生最為嚴重，發病盛期與軟腐

病重疊。

五、防治方法

(一)栽培防治法：

參照防治軟腐病的措施，選用清潔的

栽培質材，清除病株及蘭園雜草並避免混植

其他植物，以減少感染源；保持適當植株間

距，以防葉片摩擦造成傷口；勿過度噴灌並

維護蘭園適度通風，避免葉片積水，以減少

圖七：本省大多數褐斑病菌對鏈黴

素具有抗性 (Sm r 表示抗藥菌株，

Sms 為感性菌株)。(黃 昌)

圖八：褐斑病菌引起

菸草過敏性反應。

(黃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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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菌感染與散播；適量的氮素及充足的陽光

以增進植株抵抗性，都是預防本病的重要措

施。

(二)化學防治：

本病目前並無正式推薦的化學防治藥

劑，但據試驗30.3%四環黴素可溶性粉劑

1,000倍、77% 氫氧化銅可濕性粉劑400倍及

16.5%滅紋乳劑均有顯著的預防效果，其中

又以四環黴素的效果最突出。在臺灣鏈黴素

對少數的褐斑病菌株，雖仍有顯著的抑制效

果，但70-80%的菌株已具抗藥性(圖九)，其

抗藥程度超過3,000ppm，因此以含鏈黴素的

製劑施行防治，通常收不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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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病害在蘭花上發生的記載最早是

在 1950 年左右，但根據二十世紀初蘭界

所發表的一張顯現病毒病徵之嘉德麗亞蘭

圖片判斷，病毒病可能於 19 世紀以前即

已存在。臺灣地區栽培蘭花自清朝時期已

有記載，病毒病害的發生始於何時已不可

考，最早的正式報告是 1973 年證實東亞

蘭嵌紋病毒 (Cymbidium mosaic virus，簡稱

CyMV) 之存在。1980年發現齒舌蘭輪斑病毒

(Odontoglossum ringspot virus，簡稱ORSV)。 

1985 年確定除 CyMV 及 ORSV 外尚有胡瓜

嵌紋病毒 (Cucumber mosaic virus，簡稱 CMV) 

及一種槍彈型病毒 (Rhabdoviruses) 之發生。

蘭花產業為現階段我國花卉生產中最具代表

性者，尤其蝴蝶蘭已成為國際知名之輸出花

種。各種已知之蘭花病害中，以感染後即無

法治癒之病毒病對蘭花生育之影響最深遠，

加上病毒可以隨無性繁殖方式傳染後代種

苗，更增加防除此病害之困難。未來應加強

解決蘭花病毒問題之研發工作，以延續我蘭

花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截至目前至少有25種病毒曾經被記載

病毒病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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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感染蘭科植物，其中以 ORSV 及 CyMV 

發生最普遍，分佈最廣泛，因此二者被視

為對蘭花產業最具影響之病毒。另外有

三種屬於馬鈴薯 Y 屬 (Potyvirus) 之長絲狀

病毒被紀錄可感染 Calanthe，Masdevaelia 

及 Orchis 等蘭屬植物，如菜豆黃化嵌紋毒 

(Bean yellow mosaic virus，簡稱 BYMV)，

蕪菁嵌紋病毒 (Turnip mosaic virus，簡稱 

TuMV) 及苜蓿黃脈病毒 (Clover yellow vein 

virus，簡稱 CYVV)。但相關的報告很少，

顯然其分佈並不普遍。馬鈴薯Y屬病毒可經

由汁液傷口接觸傳播及蚜蟲以非永續型方

式媒介傳染。紀錄上有二種可經由線蟲傳

播的病毒如 Tobacco rattle virus  (TRV) 及蕃茄

輪斑病毒 (Tomato ringspot virus，簡稱TRSV) 

侵害蘭花之報告，但其發生並不廣泛，重

要性亦不高。文獻上經常有槍彈型病毒 

(Rhabdovirus) 感染蘭屬植物的報導，此群病

毒的特徵在於其顆粒形態為細菌型 (bacilli-

form) 或者槍彈型 (bullet-shaped)，病毒顆

粒常累積於細胞核靠近核膜處，在自然界

中主要經由浮塵子，飛蝨類或蚜蟲傳播，

不過此群病毒在寄主細胞中的濃度偏低，

深入研究之難度極高，因此報導雖多，但

多半僅有電顯觀察之證據，其他資訊均

仍缺如。不過可以確定的是 Rhabdovirus在

蘭花上之分佈並不普遍，其重要性遠低

於 ORSV及CyMV。除上述病毒外，在歐洲

及美國曾經分別在石斛蘭上發現一種類似 

Closterovirus  屬的病毒，稱為石斛蘭葉脈壞

疽病毒 (Dendrobium vein necrosis virus)，其

顆粒為極長之絲狀，長度約 600-2,000 nm，

此病毒只存在於感病植物之篩管細胞，只

能經由蚜蟲媒介傳播。有關此病毒的報告

只見於美國及歐洲兩地，其發生顯然也

不普遍。另外英國曾經報告有一種屬於 

Tombusvirus  之東亞蘭輪斑病毒 (Cymbisium 

ringspot  virus，簡稱 CyRSV) 可以感染虎頭

蘭，此病毒具有極寬廣的寄主範圍，可經

由葉部接觸、土壤甚至灌溉水傳播，目前

此病毒之分佈仍不普遍，但是基於其可以

快速傳播之特性，未來國內對此病毒之檢

疫應予加強，以避免其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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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Zettler, F. W., Ko, N. J., Wisler, G. C., Elliott, M. 

S., and Wong, S. M. 1990. Viruses of orchids 

and their control. Plant Disease 74: 62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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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徵

CyMV 感染之蘭株經常有產生壞疽型病

徵之傾向，如黑色壞疽斑點 (spots)、壞疽條

紋 (line patterns) 等，產生之部位除葉部 (圖

一)、莖部外，花部壞疽也是 CyMV 特有之

病徵 (圖二)。最常見之例子是報歲蘭、嘉德

麗亞蘭、文心蘭、虎頭蘭、萬代蘭及蝴蝶

蘭。壞疽斑有時只出現於葉片下表面，而不

東亞蘭嵌紋病毒
英文名：Cymbidium mosaic virus

簡稱：CyMV

圖一：感染 CyMV 之嘉德麗亞蘭葉片出現壞疽及凹陷斑塊。(張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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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於上表面，此種現象在文心、石斛、萬

代及蝴蝶蘭 (圖三) 均有發現，因此常被栽培

者誤認為真菌感染所致。部份感染 CyMV 之

蘭屬如虎頭蘭、報歲蘭、文心蘭及蝴蝶蘭也

會產生黃綠斑駁之嵌紋 (mnosaic) 或黃化條

斑型 (chlorotic streak) 病徵。人工栽培之蘭園

中 CyMV 與 ORSV 複合感染同一蘭株之現象

極為普遍(圖四)，對蘭株之影響有加成效果 

(synergistic effect)，病徵會遠比單獨感染時嚴

重許多。另外也有部份蘭花種類感染後並不

表現任何可辨識病徵。

圖二：感染 CyMV 之嘉德

麗亞蘭花瓣出現壞疽條斑。

(張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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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原

(一)分類地位與血緣關係

CyMV 乃馬鈴薯X群病毒 (Potexviruses)之

一員。純化之 CyMV 病毒顆粒抗原性極強 

(strong immunogen)，經免疫注射後可產生高

力價抗血清，且專一性相當高，與其同源抗

原 (homologous antigen) 反應極強。根據文獻

報告 Potexviruses 病毒群中只有 Potato virus X 

(PVX) 與 CyMV 有部份之血緣關係，而 CyMV 

是唯一發生於蘭科植物之 Potexviruses，因此

在鑑定或檢定上並不會發生太大困擾。

(二)分佈

CyMV 被認為是全球各地人工栽培蘭

株上發生最普遍之病毒，根據 Zettler 等之報

告，共有包括嘉德麗亞蘭及蝴蝶蘭等 30 種

蘭屬植物曾經被紀錄可以被 CyMV 感染，而

且均屬人工栽培一段時間之蘭株，彼等並發

現在這些蘭屬之 639 株野生蘭株中未有任何

圖三：感染 CyMV 之蝴蝶蘭葉片背面出現褐色壞疽斑塊。(張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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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之情形，顯見病毒之感

染與人工栽培有密切關係。

(三)寄主範圍

雖然利用人工接種之方式的 

CyMV 也可以感染 Chenopodium 

amaranticolor、Datura stramonium 及 

Cassia occidentalis 形成局部病斑，

但是其天然寄主仍以蘭科植物為

主。

(四)顆粒形態

CyMV 之病毒形態為絲狀易

彎曲顆粒，長度 415-475nm，寬

度 13-18nm。

圖四：複合感染 ORSV 及 CyMV 之
蝴蝶蘭葉片出現較單獨感染嚴重之

大型壞疽及黃化斑塊。(張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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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傳播方式

主要藉機械性傷口傳染，末發現有任

何昆蟲可以媒介此病毒，蘭園中可經由病株

汁液、工具、栽植過病株之盆缽、重複使用

之植材、蘭株間之直接接觸，甚至灌溉水傳

播此病毒。另外近年來蘭花種苗生產常用之

分生組織培養，也是傳播此病毒之一項極普

遍而有效之途徑。

(六)理化性質

CyMV之理化性質中已知的包括：活體

外(in vitro)耐熱度 65-70℃；於室溫下病毒可

維持活性至少 7 天以上；RNA含量 6%。鞘

蛋白單位分子量 27.5 KDa；吸光度 260/280 

比值 1.16。

(七)診斷技術

利用觀察病徵方式進行 CyMV 之診

斷，在少數被感染後可以穩定出現典型病徵

之蘭花種類上是可行的，但對於大多數蘭種

而言，被 CyMV 感染後所表現之病徵並不穩

定，因此，只依據病徵診斷並不可靠。事實

上蘭花感染病毒後常須一段時日才會表現病

徵，此一病徵潛伏期之長短，隨蘭花種類及

其生長狀態而有不同，有些蘭種甚至根本不

出現病徵。若仰賴病徵之表現作為判別感染

之唯一依據，則與事實會有相當之出入。延

遲或錯誤之診斷常會導致病毒之擴大流行，

故應配合其他更敏感之方法進行診斷方為上

策。過去曾經被應用於 CyMV 診斷之方法包

括:

1. 指示植物接種法：

可 利 用 之 指 示 植 物 包 括  C a s s i a 

occidentalis、C. amaranticolor、C quinoa、

Tetragonia expensa 及 Datura stramonium 等。

然而影響接種成功與否的因素很多，除非

操作者經驗豐富，否則誤診之機會仍然很

大。而且若以此作為例行之檢定方法則必

需有設備良好、空間足夠的溫室與維護管

理之人工。

2. 電子顯微鏡觀察法：

此乃以觀察病株有否 CyMV 之典型

病毒顆粒作為判別之依據。另外配合專一

性抗體之應用 (如 Immuno-specific electron 

microscopy，ISEM) 也能提升電顯觀察之敏感

度。

3. 光學顯微鏡觀察法：

此乃根據 Christie and Edwardson (1977) 所

發展之技術，利用染色法觀察病毒於寄主細

胞內所形成之內含體 (inclusion body)，根據

報告 CyMV 於寄主細胞質中產生帶狀內含體 

(banded body)，作為判別之依據。

4. 抗血清檢定法：

此乃目前各種檢查法中應用最普遍

的一種。常用之血清檢定法包括免疫擴散

法 (SDS-immunodiffusion test)、酵聯抗體法 

(ELISA) 及免疫點漬法 (immunoblotting test) 等

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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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酸檢查法：

以病毒核酸為檢測對象，常用方法包

括核酸探針雜配法 (DNA probe hybridization)，

及晚近生物技術上所廣泛應用之聚合酵素連

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簡稱 PCR) 

均可適用於 CyMV之 檢定。

三、發生生態

有報告指出，在野生蘭株中未發現有

任何病毒感染之情形，因此該作者推測蘭花

病毒之發生與人工栽培有密切關係。到底最

初蘭花病毒從何而來已無法追究，但此病毒

廣泛存在全世界各地蘭園，確是無法否認之

事實，顯示CyMV之普遍發生與人工栽培時

所採取的無性繁殖方式有絕對之關係。其次

CyMV是一種性質極為穩定之病毒，在離開

寄主細胞後，雖無法繁殖其個體，但仍可存

活相當時日，人工栽培蘭花時所採取之任何

可以造成機械性傷口之機會，均可導致病毒

之傳播，加上近年來蘭花產業逐漸規模化以

後，為了達到快速繁殖種苗所採用之組織培

養技術，更加速病毒之全面蔓延，而世界上

各地區之貿易交流及有效率之運輸網路，更

是蘭花病毒全球分佈之主要因素。當然近百

年來當蘭花逐漸由貴族式之栽培模式轉變成

平民化之花卉時，在快速量化之過程中，人

們對於病毒檢疫之忽視也是造成蘭花病毒廣

泛分佈之另一項重要原因。

四、防治方法

(一)栽植無病毒苗。收集外來品種時，

引入前須先經病毒檢定確定無毒者，再引入

種植。

(二)就可疑帶毒植株進行病毒檢定，確

定帶毒者立即銷燬植株、植材及盆缽。

(三)養成栽培過程中避免造成任何植株

受傷之習慣。例如澆水時避免過度激烈沖

刷，以減少植株間葉片磨擦受傷之機會。

(四)避免重複使用末經處理之植材及盆

缽。

(五)避免過度密植，以減少植株間機械

磨擦受傷之機會;避免立體式栽植，或使溉

溉水有在不同植株上相互流通之機會。

(六)分生組織培養前母株須經病毒檢

定。

(七)移植苗木時避免在同一容器內一起

浸藥。

(八)切花或操作用工具必須消毒。常用

之消毒方法有如下幾種:

1. 乾熱消毒法：利用烘箱在 180℃ 至少

維持1小時。

2. 濕熱消毒法：浸於沸水中至少 15 分

鐘。

3. 火焰消毒法：將工具上接觸過植物汁

液之部位以火焰燒 10-2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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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化學藥品消毒法：以 5% 氫氧化納或

3-10% 磷酸三鈉溶液浸泡至少1分鐘。

5. 牛奶消毒法：鮮奶浸泡後可立即使

用，但是對 ORSV 病毒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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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徵

根據報告可以被 ORSV 感染之蘭花種

類超過20個屬以上，不同之蘭屬或種所產

生之病徵時有差異 (圖一、二)。ORSV 最早

在 Odontoglossum grande 上被發現時所紀錄之

病徵是輪斑 (ringspot)，另外嵌紋(mosaic)、斑

紋 (mottle)、黃化條紋 (chlorotic streak)、花色

條斑 (breaking) 甚至壞疽型 (necrosis) 病徵均

齒舌蘭輪斑病毒
英文名：Odontoglossum ringspot virus

簡稱：ORSV

圖二：感染 ORSV 之蝴蝶蘭葉片出現黃化斑塊。(張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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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記錄。亦有部份蘭花種類感染的 ORSV 後

並不表現病徵，此現象在臺灣地區重要之

蝴蝶蘭及文心蘭上均常發現。另外 ORSV 與 

CyMV 複合感染同一株蘭花後，促使病徵加

重之現象在上述兩種蘭花上極為普遍。 (圖

三)

二、病原

(一)分類地位與血緣關係

ORSV 屬煙草嵌紋病毒屬 (Tobamovirus) 

。過去部份文獻認為 ORSV 應為煙草嵌紋

病毒 (Tobacco mosaic virus, TMV) 之蘭花系統 

(TMV-O)，但也有相當多之學者證實 ORSV

為獨立之 Tobamovirus 而非屬於 TMV 之一系

統 (Edwardson and Zettler, 1988)。最近日本學

者 Isomurs 等更提出核酸序列分析之證據，

支持 ORSV 乃異於 TMV 之獨立病毒。不過

至今學界仍無法排除確有不同於 ORSV 之 

TMV 系統可以感染蘭花之可能，此有待來

日學者之繼續努力方能闡明。不過 ORSV 

為異於 TMV 之一種發生於蘭花上最普遍

之 Tobamovirus 應屬學界目前普遍認同之事

實。

圖二：感染 ORSV 之
嘉德麗亞蘭花瓣出現

褪色斑塊。(張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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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佈

ORSV 最早是由 Jensen & Gold 於 1951 年

在美國 Odontoglossum grande 上所發現。其後

有關之報導持續不斷，目前與 CyMV 並列為

蘭花上發生最普遍之病毒。據判斷其分佈應

已遍及全世界各地商業生產之蘭園。

(三)寄主範圍

自然界寄主以蘭科植物為主，至少有20

種蘭屬被證實可以被 ORSV 感染。可經由人

工接種方式受感染之寄主包括 Chenopodium 

amaranticolor、C. quinoa、Zinnia elegans、

Nicotiana benthamiana、N. glutinosa、N. tabacum 

cv. Samsum、N. tabacum cv. Xanthi-nc、N. 

clevelandii、Cassia occidentalis、Tetragonia 

expensa、Gomphrena globosa 及 Beta vulgaris 

等。

(四)顆粒形態

ORSV 之病毒形態為典型 Tobamovirus 

之直硬桿狀顆粒，長度 300nm，寬度 l8nm，

顆粒中軸可清楚分辨有溝狀構造。

(五)傳播方式

傳播方式與 CyMV 相同。

(六)理化性質

ORSV 已知的之理化性質包括：活體

外 (in vitro) 耐熱度 90-95℃；耐稀釋性達 10-7

以上；耐保存性最長之記錄超過 10 年以上 

(Inouye, 1983)；RNA含量 5%。鞘蛋白單位分

子量 17,598Da；純化顆粒之最高吸光值位於

268nm，最低值位於248nm；正常形態之病

毒顆粒沉降係數為 212 S，吸光度 260/280 比

值 0.99；buoyant density in CsC1 為 1.25gcm-3。

(七)診斷技術

根據病徵表現進行 ORSV 之診斷是蘭

園中最普遍使用之方法，但其正確性常因

蘭花品種對病毒感受性之差異或處於潛伏

期而受影響，故其診斷與 CyMV 相同，應

配合其他較敏感方法為佳。可應用於 ORSV 

診斷之方法包括指示植物接種法;最常用

之 ORSV 指示植物有 Gomphrena globosa、

Nicotiana tabacum cv. Samsum 及 N. benthamiana 

等。不過影響人工接種結果的因素很多，

操作者必須具備豐富經驗，否則導致誤診

之機會很大，而且由於時效之限制，無法

處理大量樣品也是應用此一診斷方式之限

制。其次應用電子顯微鏡檢查病株是否有 

ORSV 之典型短桿狀顆粒，亦為常用可行之

方法，若再配合 ORSV 抗體之應用，可進

一步提升電顯觀察之敏感度。另外近年來

所發展之光學顯微鏡檢查法，可依據 ORSV 

於寄主細胞質內所形成之特殊圓盤形或紡

錘形結晶狀內含體 (crystalline inclusion) 作為

判別之依據。事實上近年來應用在 ORSV 

之診斷上最普遍之方法是抗血清檢定法 ，

特別是酵聯抗體法 (ELISA) 及免疫點漬法 

(immunoblotting test) 最為產業界所接受。此

外 90 年代逐漸廣為應用之核酸檢查法，如

核酸探針雜配法 (DNA probe hybridization) 及

聚合酵素連鎖反應 (PCR)，亦已被發展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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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之 ORSV 診斷方法。此類方法雖較抗血

清法敏感，但技術門檻及經濟成本也相對

較高，全面取代較為便捷之抗血清法在現

階段仍不可能，但可應用於少量珍貴種源

之病毒篩檢工作上。

三、發生生態

ORSV 之發生生態與前述 CyMV 

相同，唯 O R S V 之生體外性質較 

CyMV 穩定，可於污染之器具或植材

上生存活更久之時間，因此防治上比

對付 CyMV 更為棘手，已發生 ORSV 

之蘭園應更加注意避免病毒蔓延。

四、防治方法

防治管理方法同 CyMV 者，但消

毒處理工具時因 ORSV 之性質更為穩

定，牛奶消毒無效，應避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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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徵

CMV 感染蘭花之例

子並不多，本省僅在蝴

蝶蘭上曾經有報告。主

要病徵為葉部產生黃化

條紋或全葉黃化 (圖一)，

另外對於紅色系品種之

花瓣上會產生褪色條斑 

(圖二)。

胡瓜嵌紋病毒
英文名：Cucumber mosaic virus

簡稱：CMV

圖一：感染 CMV 之

蝴蝶蘭葉片出現黃色

條紋。(張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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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原

(一)分類地位與血緣關係

C M V  之 分 類 地 位 過 去 自 成 一 群 

(Cucumov i r u s e s)，但 1995 年後經第六

次 國 際 病 毒 分 類 委 員 會 重 新 將 其 歸 類

於 Bromovir idae 中四個屬之一屬，稱為 

Cucumovirus。此病毒顆粒為球形多面體，直

徑約 28 nm，基因體由四段大小不等之 RNA 

組成，其 RNA4 為 RNA3 之次基因體核酸 

(subgenomic RNA)，僅帶有鞘蛋白訊息。此

屬病毒只含有三個種 (Cucumber mosaic virus、

Tomato aspermy virus 及 Peanut stunt virus)，種

間之各病毒間均具血緣關係。

(二)分佈

CMV 可感染為數極多之經濟作物種

類，其分布遍及全球各地。

圖二：感染 CMV 之蝴蝶蘭花瓣出現褪色條紋及花型不整現象。(張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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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寄主範圍

CMV 之寄主範圍極為寬廣。可危害多

數經濟作物，涵蓋單子葉及雙子葉植物，舉

凡瓜類之胡瓜、絲瓜、西瓜、洋香瓜、甜

瓜，茄科作物之蕃茄、甜椒、辣椒、煙草，

果樹類之百香果、香蕉以及種類繁多之觀賞

花卉植物如唐菖蒲、金花石蒜、百合等，另

外 CMV 也可感染為數極多之野生植物。

(四)顆粒形態

病毒形態為球形多面體，直徑 28-30 

nm。顆粒體對中性氯鹽 (neutral chloride salts) 

及陰離子界面活性劑 (anionic detergents) 頗為

敏感，經處理後極易崩解。

(五)傳播方式

CMV 可藉汁液傳染，亦可由蚜蟲以非

永續方式 (non-persistent) 傳播，可傳播 CMV 

之蚜蟲種類超過 60 種以上。CMV 不會經由

蘭花種子帶毒傳播，但至少有 19 種植物感

染後種子有傳播 CMV 現象。

(六)理化性質

CMV 之病毒顆粒乃由 180 個分子量為 

24-26 kDa 之基本單位鞘蛋白 (subunit capsid 

protein) 包被單鏈型核糖核酸 (single stranded 

RNA) 所組成，RNA 含量為18% ，病毒顆粒

之沉降係數為 100 S，buoyant density in CsC1 

為 1.37 gcm-3，Mr 為 6 × 106。CMV 之核酸

乃由三條基因體 (RNA 1-3) 及一條次基因體 

(subgenomic RNA 4) 具轉譯訊息之線性單鏈

型核糖核酸所組成，RNA 1 (3.41 kb) 及 RNA 

2 (3.06kb) 乃分別包被於不同病毒顆粒內，

而 RNA 3 (2.19kb) 及 RNA 4 (1.03kb) 則共同

包被於第三種顆粒內。A 260/280 約為1.7，

Extinction coefficient (at 260nm) 為 5.0。CMV 之

生體外耐熱度為 70℃。

(七)診斷技術

CMV 感染蝴蝶蘭石斛蘭所造成之黃化

條斑型病徵與 CyMV 者頗為類似，因此僅根

據病徵作為 CMV 之診斷依據並不可靠。較

理想之 CMV 診斷方法乃應用抗血清之免疫

檢定法，包括 ELISA，SDS-immuno diffusion 

test 均可適用。另外近年來所發展之 RT-PCR 

及核酸探針雜配法亦可應用於 CMV 之檢

測。

三、發生生態

CMV 在蘭花上之發生生態與 CyMV 及 

ORSV 絕然不同。CMV 主要應該來自於蘭

園周圍之其他感病作物再經由蚜蟲以非永續

方式 (non-persistent) 媒介傳入蘭花。可傳播 

CMV 之蚜蟲種類超過 60 種以上，加上 CMV 

之寄主範圍廣泛，因此在本省秋冬之蚜蟲族

群高峰季節 CMV 之傳播極為普遍。若蘭花

栽培在開放空間下則被 CMV 感染之機會並

非沒有，所幸本省目前蝴蝶蘭均栽培於密閉

式溫室或網室，除非種苗組織培養生產過程

中母本為帶毒者，否則 CMV 大舉發生之機

會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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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治管理。

防治 C M V 所使用之方法與對策同 

ORSV 及 CyMV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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