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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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