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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番石榴為一栽培歷史悠久的果樹，

早年日據時代黑澤英一曾報導立枯病會引起

番石榴枝條落葉、枯死等現象，並將發現的

病原菌定名為Myxosporium psidii，與炭疽病

菌屬列在同一科中。本病原菌曾因南非引進

臺灣的番石榴品種，將病害帶至南非，將病

原菌定名為Gliocladium sp.，故未能確認其分

類地位。

立枯病在臺灣番石榴栽培歷史，造成生

產極大的限制，早期番石榴品種，如梨拔品

系在中部彰化等地大量栽培，但對立枯病菌

極感病，故田間常可見到枯死現象；南部地

區種植白拔品系較具抗性，但長期栽培仍會

發生枯萎，故中、南部果園常可見零星或全

園枯死現象（圖一、二），且在3 ~ 5年生的

果樹多會發生立枯現象，果園也因此常新植

番石榴苗，此種耕作模式已成為臺灣番石榴

栽培的常態。近年來番石榴品種更新，泰國

拔進入國內後，已躍居領先地位，立枯病問

題仍會發生，但此一品種、其後代品系及衍

生的雜交品系如珍珠拔等仍無抗病能力，故

此問題仍持續困擾及阻礙臺灣的番石榴產

業。

番石榴品種不同受立枯病菌危害後，

除抗病強弱不同外，病徵也略有差異。一

番石榴立枯病
病原菌學名：Myxosporium psidii

英名：Guava Myxosporium wilt、Blight

圖一：全園受立枯病危害。（林正忠） 圖二：番石榴感染立枯病後迅速枯萎。（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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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感染立枯病後，主要病徵多表現在新芽

（圖三、四），新芽時變褐或黑，新梢停止

生長後，新葉顏色轉淡黃綠色，葉型變

小，偶有紅色斑，常由全株的某一枝條頂

端開始發生（圖五、六），病勢漸向下展

開，並由分叉處向新枝條感染產生新的發

病部位，病勢漸往樹幹基部發展至根部，

最後導致植株枯萎；梨拔品系及白拔品系

則病徵多表現在新葉，梨拔及白拔被感染

後樹幹表面出現表皮突起，突起處下方出

現淡粉色孢子，後期表皮脫離時，內生多

量的孢子（圖七），係此二品系的病徵特

點；泰國拔品系則表皮並不容易看到此一

現象，感染立枯病時，枝條上的成熟葉片

圖三：梨拔新芽色變淡並出現紅斑。（林正忠） 圖四：梨拔新芽生長停止。（林正忠）

圖五：美濃地區世紀拔受立枯病感染出現側枝

萎凋。（林正忠）

圖六：番石榴白拔品系感染立枯病情形。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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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易變黃，枝條枯萎，並逐漸向下、向側

蔓延，最後導致全株死亡，惟樹幹表皮並

不出現淡粉色孢子，但截下的枝條橫截面

才會出現淡色粉孢子（圖八），是與老品系

病徵略有差異。

田間植株受感染後，在果實成熟期發

生全株枯死的症狀，對於農友收益影響極

鉅，無論何種大小的番石榴皆會受害，番

石榴果苗如果種植於枯死果樹的原先植穴

中，也會在1 ~ 2年內枯萎，視新株根系被

感染快慢及受害程度而定。

（一）分類地位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Aspergillales 曲霉目（又稱麴霉目）

圖七：梨拔品系枝條表皮剝離並出現淡粉色孢

子。（林正忠）

圖八：枝條橫截面出現淡粉色立枯病菌孢子。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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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布

目前僅知分布於臺灣、南非及馬達加

斯加三處；印度曾報導番石榴萎凋病係由

Fusarium sp.引起。

（三）寄主

此 一 病 原 菌 寄 主 僅 出 現 在 番 石 榴

（Psidium guajava L.）。

（四）形態

本病原菌自1928年發表以來，真正分類

地 位 尚 未 被 認 定 ， 南 非 此 病 原 菌 為

Gliocladium sp.，屬不完全菌綱，僅有一種小

孢子；國內發現此病原菌具有大型及小型兩

種孢子，與Gliocladium相異。

病原菌菌絲無色，有節，培養於馬鈴

薯蔗糖瓊脂培養基（PDA）上，初產生白

色菌落，後菌落漸變成淡粉色，其上有小

型及大型孢子兩種，小型孢子單胞短橢圓

形，鏈生於有分枝的孢梗上，無色透明，

大小約5.7 × 3.2 μm（圖九、十）；另一

長圓柱形大型孢子，單胞透明，大小約 7.8

× 3.0 μm，多發生於菌絲末端，大孢子成

熟後可脫離菌絲，再由原處再生大孢子。

具類似有性生殖過程，為子囊菌的菌絲纏

繞，形成類似菌絲孢子，此現像與一般真

圖九：立枯病菌小孢子著生於分枝孢梗。

（林正忠）

圖十：立枯病菌小孢子著生於分枝孢梗，但有

變異分支及孢子。（林正忠）

圖十一：立枯病菌培養後出現菌絲纏繞有性世

代。（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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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產孢情形有異（圖十一至十五）。

（五）診斷技術

田間植株診斷罹病與否，初期可由葉片

的光澤反射而知，初感染時，枝條葉片色澤

不如健康枝條明亮，新芽變褐黑，並停止發

育；中、後期如落葉、新葉變淡黃綠或植株

部分枝條枯萎，無法再新生枝條或植株死

亡，皆是利用病徵診斷方式。利用病菌培養

鑑定形態或由樹幹的表皮層浮脫，下方產生

淡粉色孢子亦可研判。

（六）生活史

未完全明瞭。孢子發芽產生菌絲，菌絲

生長後期出現分支孢子梗，上著生小型鏈生

孢子或由菌絲末端長出單個長型大孢子，孢

圖十二：立枯病菌培養後出現菌絲纏繞有性世

代。（林正忠）

圖十三：立枯病菌菌絲纏繞的有性世代及大、

小孢子。（林正忠）

圖十四：菌絲內有類似菌絲孢子。

（林正忠）

圖十五：菌絲中有二種不同型態孢子。

（林正忠）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5

56

子脫落，原處再生大型孢子，大、小孢子隨

風飄散，藉由枝條的傷口或切口處感染番石

榴枝條造成危害。

根據調查立枯病田間發生時期，臺灣中

部夏季溫度偏高，發病速度較快，往往1 ~ 2

星期發生植株枯萎情形，而冬季發病緩慢，

約3個月才會枯死；但在臺灣南部卻以秋末

至初冬11 ~ 12月間發病嚴重，此種差異，可

能是中部地區在梅雨季節4 ~ 6月是主要感染

時期，而夏季因病菌早於數月前已入侵感

染，故夏季發生嚴重；南部由於番石榴在夏

季產量少，多集中於秋末及冬季，此時田間

氣溫降低，耐病力較強的品系如白拔等因植

株營養需求增加，導致全株生長勢轉弱，表

現出病徵並逐漸增加，延續到隔年的初春，

是兩地的主要差別。

至於目前的番石榴新品系如珍珠拔、水

晶拔等泰國拔品系後代，則是落葉、枝條或

植株枯萎，病徵特點較不明朗，不論何時田

間皆可看到病徵，生態規則不易歸納。

一般番石榴的管理常會修剪，整理枝

條，故如欲修剪時，應選擇晴天、相對濕度

較低時進行，使傷口能快速乾燥並癒合，減

低感染機會。另修剪完畢，應用殺菌劑如億

力、大生等預防傷口感染，果園通風良好也

可降低感染機率。

番石榴一旦發病後，須加強進行田間枝

條修剪，將受感染的枝條愈早砍除或修剪，

砍除點也是一個重要的防治要領，須選擇與

受害枝條同方位，下方仍有健康葉片的枝條

部位切除，以確定病原尚未入侵到下方的維

管束組織。另外被砍除的枝條應移離田間焚

毀，已發病枯死的植株應愈早移離果園並燒

毀，防止乾枯樹幹的表皮產生分生孢子。

全園因感染嚴重欲更新種植時，應將原

植株挖除外，土壤也須殺菌處理如利用黑肥

（氰氮化鈣）消滅殘留的病原菌，利用水稻

輪作，使根系腐爛，降低病原菌殘留土壤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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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枝枯病於民國81年首先在阿蓮地

區發生，一般皆認為係立枯病，一旦發生，

便即刻砍除病株。在花蓮地區此病害普遍發

生，經對植株病徵及發病生態的了解，並將

病原菌分離、接種，確定是一種新病害，與

立枯病不同，危害程度較立枯病為低，立枯

病感染後期會導致全株枯萎死亡，對產量影

響鉅大，但枝枯病只影響果實的品質，特別

是因成熟葉片受害及落葉會影響果實的品

質。

經調查各地番石榴專業栽培區，發現南

部的高雄、屏東兩縣及臺南縣玉井等地發生

較多，而彰化縣各栽培專業區如永靖、社頭

及田中等地與雲林縣古坑則無明顯的枝枯病

出現，各地的發病情形不一，以高雄縣較為

嚴重，發病率可高達40%以上，田間管理不

良時，發病率更高。

枝枯病在番石榴植株上會產生兩種病

徵，一病徵是感染新梢及新梢附近未成熟

的葉片造成顏色變褐、萎凋及死亡，枝條

上的側分枝也會發生褐化、萎凋的現象

（圖一、二）。另一病徵，即在已成熟展開

番石榴枝枯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Glomerella cingulata

無性世代：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Fusarium semitectum、Phytophthora sp.、
Pestalotiopsis sp.、Drechslera sp.、Curvularia sp.

英名：Shoot blight、Twig blight

圖二：感染番石榴枝枯病其枝條上側分枝產生

褐化及凋萎病徵。（林正忠）圖一：枝枯病田間調查情形。（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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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葉片葉色會轉為鮮黃色（圖三、四），與

下方老熟葉片代謝引起的轉色相異，葉片

受感染後會脫落，其感染葉片附近葉片皆

不受感染，故後期可見缺葉現象（圖五）。

與立枯病的差異在，感染立枯病枝條上發

生葉片變黃、後全枝條的葉片枯萎；而枝

枯病僅在新梢幼嫩一年生枝條頂芽及其 15

公分以內發生病徵，第二年生枝條或一年

生的綠色較硬、堅固枝條則不易受害，葉

片不易變色轉黃。

（一）分類地位

（以Fusarium semitectum為例）

Hyphomycetes 絲狀菌綱

Tuberculariales 瘤座菌目

Tuberculariaceae 瘤座菌科

（二）分布

分布世界各地；臺灣主要在屏東、高雄

及臺南玉井等地發病較嚴重。

（三）寄主

主要危害在熱帶作物的貯藏過程，即藏

貯性病害。除此，酪梨、香蕉、咖啡、棉

花、玉米、荳科、大豆、西瓜、小麥及水稻

等多種作物有受害記錄。

圖五：受害植株其葉片後期落葉，枝條呈缺葉

狀。（林正忠）圖四：全株植株成熟葉受害狀。（林正忠）

圖三：受枝枯病為害的植株成熟葉片轉黃。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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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態

此一病害係受多種病原菌分別單獨感染

所致，如欲培養病菌，常會有不同真菌種類

被分離出來。以Fusarium semitectum為例，菌

落白色，漸轉為淡桃紅色，後期轉成淡褐

色，菌落上方則生長氣生菌絲，菌絲白色上

生長兩型大孢子（圖六），一型大孢子具 6

胞，大小22 × 3.2μm，頂端細胞彎曲，足

細胞楔型。另一型大孢子長度稍長，具 8

胞，此菌不形成小孢子係特徵之一，但會在

大 孢 子 中 央 形 成 厚 膜 孢 子 （ c h l a m y -

dospores），單生或連續形成。

（五）診斷技術

田間可利用其病徵特點進行診斷，即

病徵多發生在新嫩芽，造成枯萎死亡、變

褐色；在成熟枝條上成熟葉片葉色轉為鮮

明黃色後落葉；相鄰或相對的葉片很少受

害，已受害的成熟葉脫落後，可見到缺葉

現象。

（六）生活史

各種病原菌各有其不同的生活史，其

中疫病菌及鐮胞菌 Fusarium semitectum 可殘

存土壤內；炭疽病菌或其他病原菌則在田

間的罹病組織上殘存時間較長，待環境如

溫度、溼度各條件有利於病原菌時，再由

罹病組織上或土壤上釋出分生孢子等，感

染健全部位，形成新病斑成為新的病原來

源。鐮胞菌如遇不良環境因素，大孢子會

形成厚膜孢子抵抗不良環境越過嚴苛的環

境。

枝枯病多於秋季開始發生，此時為南部

番石榴生長期，番石榴生長由旺盛的營養生

長漸轉為生殖生長期，果實自葉片及根系所

獲取的養分及水分比重逐漸增加，受感染後

新梢或葉柄基部會出現枝枯及落葉現象，待

冬季果實生產接近成熟時，受害葉片已脫

落，枝條新梢枯萎情形停止，病害程度漸

緩，待翌年春天，新梢上生長新葉，葉片恢

復正常生育，病徵不似秋季明顯，但4 ~ 5月

時會出現另一發病高峰，此一時期的發生與

梅雨季節，春果採收後樹勢尚未恢復或南部

空氣品質有關，對於植株雖不會造成死亡的

影響，但會使植株生長不佳，影響未來生產

的果實品質。圖六：Fusarium semitectum 大型孢子。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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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耕作防治

本病防治應以田間管理為主，例如良好

的肥培管理；避免施用過量的氮肥；修剪下

的枝條應移離果園；銷燬罹病枝條；果園應

注意排水，避免積水；果園利用草生栽培或

覆蓋塑膠布防治雜草，不用系統性殺草劑，

避免植株根系受傷，影響果樹生長，造成生

長勢衰弱。

此外，果園常為旱地且連種，土壤中線

蟲密度大，易危害植株根系，也造成植株衰

弱，故線蟲的防治亦應一併列入考量。

（二）化學防治

目前尚無正式藥劑推薦，但研究中曾發

現3種藥劑，50%Sporgon 、25%Sportak 及

25%Tilt，對Fusarium semitectum 具良好抑制

效果。

1.C. M. I. Descriptions of pathogenic fungi and

bacteria. No.573. Fusarium semitectum.

2.Lim, T. K. and K. C. Khoo. 1990. Guava in

Malaysia, Production, Pests and Diseases. p 260.

Tropical Press SDN. BHD. Malaysia.

3.Lin, C. C.; K. C. Tzeng and S. I. Hsieh. 1992. A

new disease of Fusarium wilt on guava

（Psidium guajava L.）. Pl. Prot. Bull. 34

（4）：343（Abstr.）.

（作者：林正忠、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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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斑病係國內番石榴早期病害之一，由

日人澤田兼吉於1922年發現並報導，後來又

有山本和太郎報導此一病害，經證實二者為

同一病害，此後並無後人研究及報告出現。

近年由於番石榴品種皆來自中南半島的泰國

拔品系及其後裔與本土原生品種雜交衍生的

後裔，葉片形態及表面附著毛狀物皆與原生

的本地品種有很大差異外，栽培方式、田間

管理及藥劑使用等改變，使本病害再發生，

臺灣於臺中縣谷關地區番石榴葉斑病的發

生，可能因氣溫低於平地或南部。

葉斑病病徵僅出在葉部，葉片表面產生

大小不一的不規則病斑，黃色、黃綠色、紫

褐色或紅色，病斑邊緣不明顯，表面則有不

明顯褐灰色細點，係病原菌的分生孢子梗及

分生孢子。

（一）分類地位

Hyphomycetes 絲狀菌綱

Hyphomycetales 線菌目

Dematiaceae 黑線菌科

Pseudocercospora 擬尾胞黴菌屬

（二）分佈

臺灣、巴西等地。

（三）寄主

番石榴。

（四）形態

病原菌菌絲為淡橄欖色或淡綠褐色，具

節，由葉面的氣孔中長出2次菌絲，並有叢

生或散生的分生孢子梗，分生孢子梗先端側

生長形棍棒狀的分生孢子，多胞，淡色至淡

綠褐色，孢子尾部截面平整未加厚，大小

25~90 × 3~4 μm。

（五）診斷技術

田間診斷可利用，觀察其病斑呈紅色，

並具有不規則、無明顯的病斑邊緣，病斑上

是否有叢生或散生的分生孢子梗而判別。

葉斑病係番石榴葉部病害，依病原菌特

性及其最適生長溫度推測，容易發生於中北

部或南部山區的番石榴，至於一般平地及專

業栽培區的番石榴尚未見到病例。

番石榴葉斑病
病原菌學名：Pseudocercospora sawadae （Yam.）Goh & Hsieh

（Cercospora psidii Saw.）
英名：Cercospora leaf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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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推薦藥劑，故發生此一病害時，加強

田間衛生管理，去除落葉以減少病原，可控

制病害發生。

1. 未具名。1979。農業要覽第四輯作物病蟲

害－番石榴葉斑病。p. 259。臺灣省政府

農林廳。

2. 小林享夫、勝本謙、我孫子和雄、阿部恭

久、柿島真。1992。植物病原菌類圖說。

p. 685。全國農村教育協會編印（日本）。

3. 孫守恭。2001。臺灣果樹病害（第三版）。

p. 429。世維出版社。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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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imilar fungi from Taiwan. p. 376. Maw

Chang Book Comp. Press（Taipei）。

（作者：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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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疽病係早期番石榴重要病害之一，

民國 70 年以後，因中部梨拔或南部白拔的

生產，皆利用套袋防止果實蠅危害，果實

受炭疽病危害情形也因而降低。目前主要

生產品系皆為泰國拔品系，套袋內會襯套

一軟質具伸縮性保麗龍袋，自幼果期疏果

後即套袋，至果實採收為止，炭疽病菌因

早期即被隔離在外，故果實感染炭疽病機

率降低。

炭疽病感染果實後，果實成熟時表皮會

出現軟化、褪色、水浸狀的病徵（圖一、

二），病斑呈褐色，略為凹陷中央黑色，常可

見黑色點狀突起，後期則有粉紅色或鮭魚色

的黏狀物出現（圖三），此為病原菌分生孢子

番石榴炭疽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 Glomerella psidii （（Delacr.）Shel.）

無性世代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Penz.）Sacc.
英名：Anthracnose

圖二：果實受炭疽病危害徵狀。（林正忠）

圖一：果實受炭疽病危害徵狀。（林正忠）

圖三：果實受炭疽病危害，表面產生鮭魚色孢

子。（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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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acervuli）及分生孢子（conidia）；果實果

肉呈粉色或淡紫色（圖四、五），病斑外緣果

肉組織則呈水浸狀褪色，有時會出現連續輪

狀表徵，果實採收後放置數日，病斑會更加

擴大。

炭疽病除感染果實外，亦會感染新梢嫩

芽造成枯萎，成熟葉片偶爾可見褐色或灰褐

色斑點，此種斑點常因肥料不足、蟲害或外

力傷害，使葉片老化、衰弱、出現黑色小

點，此係炭疽病的分生孢子堆，但發病輕重

情形不一，視當時果園的管理而定。

圖五：感染炭疽病的果實，果肉上出現淡粉色

及紫色水浸狀。（林正忠）

圖四：受炭疽病危害果實，其果肉上出現淡粉

色水浸狀。（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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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類地位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Xylariales 炭角菌目

Polyatigmataceae 疔座煤科

Glomerella 小叢殼屬

（二）分布

分布世界各地。

（三）寄主

寄主種類非常廣泛，番石榴之外，各種

熱帶作物皆有感染記錄，主要寄主如檬果、

木瓜、蓮霧、楊桃等。

（四）形態

炭疽病菌主要以無性世代危害，感染

果實常以分生孢子為主，分生孢子 16.4 ×

4.7 μ m ，單胞，短桿狀，兩端鈍圓，無色

透明，孢子中央常有一透明圓形區域，菌

絲亦透明無色，有隔膜。病斑處表皮會向

外凸起破裂，形成呈褐色的分生孢子盤或

分生孢子堆（acervulus），內生分生孢子梗

及分生孢子（圖六至八），分生孢子梗與分

生孢子長短相似，分生孢子堆上偶有黑褐

色先端尖銳的剛毛突起。

圖八：炭疽病菌分生孢子14 × 5 μm。

（林正忠）

圖六：炭疽病菌分生孢子盤及分生孢子。

（林正忠）

圖七：大型炭疽病菌分生孢子24 × 8 μm。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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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性世代子囊殼與子囊孢子皆為第1次

感染源，以子囊果殘存田間。子囊殼呈洋梨

型或球形，黑褐色，頂端具1喙狀，是子囊

孢子的釋放孔；子囊孢子大小16.4 × 5.0μ

m，透明無色，單胞，卵形略彎曲，一端較

大；子囊，透明無色，棍棒狀，一端較粗。

（五）診斷技術

田間診斷可利用葉斑、葉尖枯萎或葉緣

焦枯等病徵上病兆如分生孢子堆或子囊殼

（perithecium），得知果樹受感染與否；實驗

室中以光學顯微鏡檢視分生孢子或子囊孢

子，可協助鑑定。以果實診斷炭疽病不易，

乃因果實未成熟時病徵並不表現，一旦採收

進行分級包裝時病徵才初表現，待成熟後糖

度提高，病徵漸漸表現明顯，受害果實果肉

顏色變淡紫至淡粉色，不須等表皮出現鮭魚

肉色分生孢子，此即可判斷果實感染炭疽

病，故果實診斷對於炭疽病僅能事後補救。

（六）生活史

炭疽病以有性世代子囊果為田間殘留重

要構造，此可抵抗不良的環境，待環境適

宜，高溫高溼，可由子囊殼中釋出子囊孢

子，為田間重要初次感染來源。子囊孢子感

染葉部、新梢或果實，並可在新組織上產生

分生孢子，如遇下雨分生孢子會藉雨水散

布，再度感染健康果樹，分生孢子發芽後，

會先形成吸器（appressorium），吸器不規

則，褐色，並由吸器下方產生入侵釘，入侵

表皮完成感染。

炭疽病發生與氣候因素相關性大，但加

強田間衛生等項管理可控制病原的傳播數

量。陰雨時炭疽病菌容易由子囊殼中釋出子

囊，並由子囊中釋出子囊孢子；病組織上分

生孢子則藉雨水稀釋，飛濺至其他部位感

染。中、南部4 ~ 6月梅雨季節是炭疽病感染

的重要時期，颱風來臨時除藉雨水散佈外，

強風所造成的傷口，也會增加感染機會，10

月以後漸進入乾旱期，病害的發生也較少；

宜蘭地區則因東北季風及下雨機會於秋末漸

增，炭疽病於此時期感染的機率增多，故北

部番石榴炭疽病防治重點時期在秋季，中

部、部則在梅雨季節之前。

（一）耕作防治

炭疽病防治應注意田間管理，避免將罹

病果留置田間，成為初次感染原外；果樹生

長不良或弱勢，肥料管理及供應極為重要，

特別是硼肥或鈣肥缺乏或不足時果樹最容易

出現生長弱勢，避免氮肥過度施用，可降低

炭疽病發生。

（二）化學防治

花謝後參照植物保護手冊推薦藥劑開始

施用 23%亞托敏水懸（Azoxystrobin）稀釋

2,000倍，必要時每隔10天施1次，採收前21

天停止施藥。於套袋前可再施藥1次，待藥

液乾後立即套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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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正忠、蔡叔芬。1996。番石榴病害－果

實炭疽病。農業世界 159：55-56。

2. 未具名。1979。農業要覽第四輯作物病蟲

害－番石榴炭疽病。p. 258-259。臺灣省

政府農林廳編印。

3. 孫守恭。2001。臺灣果樹病害（三版）。

p. 429。世維出版社。

4. 蔡竹固。1992。番石榴果實病害。p. 121-

126。果樹病害研討會講義。中華植物病

理學會編印。

5. Lim, T. K. and K. C. Khoo. 1990. Guava in

Malaysia, Production, Pests and Diseases. p. 260.

Tropical Press SDN. BHD. （Malaysia）.

（作者：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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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左右於屏東鹽埔鄉番石榴栽培區

發現果實的上方或下方會出現暗綠及黑色病

斑，經證實此為Phomopsis sp.感染果實所形成

的一種病害，病原菌從果梗附近的果實表皮

或花萼附近果實的尾端侵入感染。另一為

Botryodiplodia sp.在果實上產生小斑點，斑點

並不會向內凹陷，後期會擴大至 5 公分以

上，南部番石榴生產區偶有發生，且較

Phomopsis sp.的發生區較廣泛。除上述病原菌

外，另有一種來自土壤的病原菌Rhizoctonia

sp.，發生在高雄大社鄉，此一病害乃由於幼

果套袋後，因風力或機械外力造成套袋破

損，果園土壤表面裸露，土壤中病原菌可由

破裂處入侵，感染成熟果實造成危害。

除上述三種病原菌外，尚有 Botrytis

cinerea 及 Rhizopus sp.會由傷口侵入感染成

熟果實，屬貯藏性病害。國外亦有多種病

原菌危害果實記錄，分別為Aspergillus niger

、 A. flavus 、 Erwinia sp.、 Choanephora

cucurbitacearum 、 Curvularia tuberculata 、

Cylindrocladium scoparium、Dothiorella sp.、

Fusarium solani、F. equiseti、F. oxysporum、

Macrophomina sp.、Mucor sp.、Phoma sp.、

番石榴果腐病
病原菌學名：Phomopsis sp.、Botryodiplodia sp.、Rhizoctonia sp.、Botrytis cinerea

英名：Phomopsis fruit rot、Botryodiplodia fruit rot、
Rhizoctonia fruit rot、Gray mold fruit rot

圖二： Phomopsis 感染果實出現之病徵。

（林正忠）

圖一： Phomopsis 感染果實出現之病徵。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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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lerotium sp.、Thielaviopsis sp.，以上各種

病原菌皆為國外的貯藏性病害種類，相對

於國內的番石榴病原菌更為複雜多樣。

（一）Phomopsis sp.：病菌初感染果實時表

皮會出現圓形暗綠色至黑色斑點，頂

端略突起，病斑漸漸擴大並相互癒合

呈不規則形狀，後期病斑中央出現黑

色小點突起，成環狀或輪紋狀排列，

受害組織稍微軟化向下凹陷或不凹陷

（圖一、二），內部果肉未見變色，病

斑邊緣的果肉組織會形成淡褐色木栓

化現象（圖三）。

（二）Botryodiplodia sp.：病菌感染果實會產

生圓形小斑，病斑不凹陷中央淡色至

褐色，邊緣呈黑褐色（圖四），外側暗

綠色水浸狀，會漸漸擴大至5公分以上

（圖五）；果肉組織軟化，肉色至淡黑

色，中央呈黑色水浸漸次向外擴大

（圖六），少數病斑的果肉組織呈紫色

（圖七）。

（三）Rhizoctonia sp.：番石榴結果後期因果

實重量使枝椏下垂接近地面，容易感

染Rhizoctonia sp.，受害果實呈淡紅褐色

圖五：大型病斑。（林正忠）圖三：受感染果肉組織不變色。（林正忠）

圖四：Botryodiplodia（Macrophoma）感染果

實出現之病徵。（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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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斑（圖八），無明顯的邊緣且顏色較

淡，病斑中央色澤較深褐；溼度大

時，病斑表面會產生菌絲，菌絲白

色，病斑常擴大到全果，造成全果軟

化腐爛。

（四）Botrytis cinerea：Botrytis cinerea感染果

實造成黑褐病斑，表皮皺縮，後期表

皮出現鼠灰色粉狀物。

（一）分類地位

1. Phomopsis sp.

Coelomycetes 腔孢菌綱

Sphaeropsidales 偽球果菌目

Sphaerioidaceae

Phomopsis

2. Botryodiplodia sp.

Coelomycetes 腔孢菌綱

Sphaeropsidales 偽球果菌目

Sphaerioidaceae

Botryodiplodia

3. Rhizoctonia sp.

Hyphomycetes 絲狀菌綱

Agonomycetales無胞不完全菌目

圖七：果肉組織變紫色。（林正忠）

圖六：果肉組織變色（黑、褐等色）。

（林正忠）

圖八：Rhizoctonia 感染果實出現的病徵。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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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譯）

Agonomycetaceae無胞不完全

菌科（暫譯）

Rhizoctonia

4. Botrytis cinerea

Hyphomycetes 絲狀菌綱

Hyphomycetales 絲狀菌目

Moniliaceae 線菌科

Botrytis

（二）分布

分布廣泛，包括美國加州、日本、地中

海地區、臺灣。

（三）寄主

寄主範廣，包含多種熱帶或溫帶水果及

植物。

（四）形態

1. Phomopsis sp.

病原菌柄子殼內有α及β兩種不同形態

的柄孢子，柄孢子無色，α孢子紡綞型，β

孢子鉤狀線型，此係病原菌特徵之一（圖

九、十）。

2. Botryodiplodia sp.

病斑出現小黑點突起，即為柄子殼，柄

子殼頂端有小孔能釋出柄孢子，橢圓形，大

小為 25 × 12 μ m ，柄孢子釋出時成熟與

否，而有不同顏色，未成熟的柄孢子單胞，

透明，相互凝聚釋出，呈彎曲線狀如擠出的

牙膏，淡乳白色（圖十一）；成熟的柄孢子

雙胞、褐色，凝聚釋出時，柄子殼頂端會出

現黑色線狀（圖十二），以往將未成熟柄孢

子認為係Macrophoma屬，目前將Macrophoma

屬併入Botryodiplodia 屬內。

3. Rhizoctonia sp.

此屬並不產生各種型態的孢子，只出現

菌絲，菌絲初期透明，後轉成褐色，具有隔

膜，菌絲呈直角分，新分叉菌絲的基端會略

圖九：Phomopsis兩種不同形態孢子（α及β

孢子）。（林正忠）

圖十：Phomopsisβ型孢子。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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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縮，為其鑑定特徵。

4. Botrytis cinerea

病原菌亦可引發灰黴病，病原菌佈滿果

實表面產生灰色粉狀物為其特徵之一；其分

生孢子外表平滑，無色，近球形或橢圓形，

平均大小14.5 × 10.3μm，著生於分生孢子

梗頂端之分叉孢子梗上，排列情形與葡萄果

粒在果穗上的情況相似。

（五）診斷技術

田間利用病徵形態，果肉組織色澤變

化，表皮皺縮與否進行診斷。此外，利用

顯微鏡檢查病原菌形態更可確認鑑定結

果。

Botrytis cinerea於番石榴果實經低溫貯

藏後發生，故低溫有利病害的發展。另

外， Rhizoctonia sp.、 Botryodiplodia sp.及

Phomopsis sp.三種皆於田間採收時發現，其

中 Rhizoctonia sp.具土壤病害特性，著果位

低果實容易受害；Botryodiplodia sp.以高溫

較容易發病，國內多種果樹如芒果、蓮霧

皆受此一病原菌危害，特別是蓮霧果實黑

腐病，造成果實黑色腐爛，是近期蓮霧重

要病害之一；Phomopsis sp.在氣溫略低時較

具感染能力，屏東鹽埔地區於3 ~ 5月易發

病，夏季高溫時則不易發生，故栽植於中

部或南部山區之番石榴，因氣溫常較平地

稍低，較適合本病害發生。

（一）耕作防治

田間行草生栽培，可防止土壤直接暴

露；修剪較低枝條，提高果實結果位置，防

止成熟果與地表面接觸磨擦，皆可降低

Rhizoctonia sp.感染。

圖十一： Botryodiplodia 未成熟透明孢子。

（林正忠）

圖十二： Botryodiplodia 成熟黑褐色孢子。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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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學防治

國內對於此 4 種病害尚無正式推薦藥

劑，但國外曾有用銅劑、免賴得及貝芬替等

防治Botryodiplodia sp.之報導。

1. 小林享夫、勝本謙、我孫子和雄、阿部恭

久、柿島真。1992。植物病原菌類圖說。

p. 685。全國農村教育協會編印（日本）。

2. 林正忠、蔡叔芬。 1996 。番石榴病害

（三）。農藥世界 160：71-74。

3. 孫守恭。 2001 。臺灣果樹病害（第三

版）。p. 429。世維出版社。

4. 郭克忠、許秀惠。2003。葡萄灰黴菌。p.

87-89。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出版。

5. 蔡竹固。1992。番石榴果實病害。p. 121-

126。果樹病害研討會講義。中華植物病

理學會編印。

6. Ko, Y., S. K. Sun, and C. F. Chang. 1995. Gray

mold fruit rot of guava in Taiwan. p. l. Prot. Bull.

37 : 439-443.

7. Lim, T, K.and K. C. Khoo. 1990. Guava in

Malaysia, Production, Pests and Diseases. p. 260.

Tropical Press SDN. BHD.（Malaysia）. 

8. Snowdon, A. L. 1990. A colour atlas of post –

harvest diseases and disorders of fruit and veg-

etables Vol. 1：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fruits.

Wolfe Sci. Ltd. Press. London. 

（作者：林正忠、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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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0年左右，我國由中南半島引進泰

國拔品系於大社鄉及燕巢鄉栽培，由於其果

實碩大、果肉脆及後期不會黃熟的特性，立

刻吸引生產者及消費者的眼光，栽培面積迅

速擴大，迄今已是臺灣最重要的栽培品種。

由於泰國拔品系的引進，也新增番石榴栽培

技術，即利用軟質保麗龍袋套幼果，外層再

包一層透明塑膠袋至果實採收為止，此於果

實成熟過程中可避免多種病菌或害蟲危害，

農藥施藥用後殘留果皮的機率幾近為零，原

為一種完美的栽培技術兼防治病蟲方法，但

因為此種方法與早期的栽培方法迴異，果實

在套袋保護期較長，導致病原菌的生態發生

改變，而產生病害，所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加

嚴重（圖一）。其中Phyllosticta psidiicola引起

的果實腐爛，以果肉黑色至藍黑色，故名黑

星病，此造成高雄縣燕巢鄉、大社鄉等地重

大損失。在國內以雲林古坑地區及臺南縣、

高雄縣、屏東縣等地發生較嚴重，其餘地區

較輕微。

病徵主要表現在番石榴成熟果實

上，病斑初期呈現小型褐色圓形斑點，隨果

番石榴黑星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 Guignardia psidii Ullasa ＆ Rawal

無性世代 Phyllosticta psidiicola（Petrak）Vander Aa
英名：Phyllosticta rot、Black spot

圖一：番石榴受黑星病嚴重為害，腐果率極

高。（林正忠） 圖二：黑星病果實病徵。（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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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採後時間的長短漸擴大，最後相互癒合成

不規則狀（圖二）；後期病斑表面中央出現

同心輪紋的黑色小點，係黑星病菌的柄子殼

（pycnidia）或子囊殼（圖三），病斑表面會略

凹陷成窟窿，病斑邊緣與健康果肉組織間產

生離層，並剝離脫落（圖四）；果實內部病

斑呈藍黑色至黑色，病組織外圍則有一明顯

的褐色木栓化邊緣，此皆為黑星病的特徵，

田間偶爾可發現病果的存在（圖五）。

（一）分類地位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Dothideales 座囊菌目

Mycosphaerellaceae 球腔菌科

Guignardia 球座菌屬

（二）分布

分布於馬來西亞、印度及臺灣等地。

（三）寄主

番石榴。

（四）形態

黑星病菌可產生兩種孢子，分別為分生

孢子（柄孢子）（圖六）及子囊孢子（圖

七）。經培養之分生孢子為橢圓形，單胞，

圖三：在黑星病果實表皮產生柄子殼及子囊

殼。（林正忠）

圖四：黑星病病斑組織脫離病果後呈空洞狀。

（林正忠）

圖五：黑星病果肉呈現藍黑色，可供診斷。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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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端有一透明附屬絲，大小為 9.5 × 6.7 μ

m ；病斑上分生孢子略大，為 10 × 7.5 μ

m。子囊孢子無色透明，單胞，紡綞型，長

約13.8 × 5.3μm，兩端鈍狀並黏有透明膠

質，培養過程初期，菌絲為透明無色，後轉

成灰黑色。病原菌在培養過程中發現有子實

體形成，即柄子殼、菌核（pycnosclerotia）、

偽子囊殼或偽子囊果（pseudothecia），培養

的基質硬度愈大，形成的子實體愈多，硬度

達315 g/㎜時，產生子實體數量最多，可達

127.5個/皿。子實體隨培養時間不同，型態

略有差異，培養20天時子實體多數為圓形或

梨形；培養30天，子實體變長形，成為長條

型或分叉形態，培養過程中發現黑星病菌係

一低營養需求菌。

（五）診斷技術

果實診斷可由受黑星病菌感染後果肉出

現黑色至藍黑色判別；此外，果實感染後靜

置開始脫水萎凋時，病斑處表皮會轉成黑

色，上釋放出數量極多的柄孢子或子囊孢

子，以顯微鏡鏡檢可更加確認鑑定結果。

（六）生活史

子囊孢子為田間黑星病最重要的傳播來

源，黑星病菌在病果上以柄子殼、偽子囊殼

等形態存在，成為最初感染源，果實腐爛後

期乾萎收縮，即可釋出柄孢子或子囊孢子，

藉風力、雨水飛濺至植株，在開花期或小果

未套袋前，附著於表層並發芽入侵，在果實

未成熟時不表現，直到果實成熟後方出現病

徵，再度形成柄子殼或偽子囊殼，繁殖病

原。

經調查高雄地區的泰國拔品系，顯示

秋季黑星病發病率最高，冬季最低，春夏

圖六：黑星病菌柄子殼及柄孢子（分生孢

子）。（林正忠） 圖七：黑星病菌子囊及子囊孢子。（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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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以果實成熟的天數，冬季約 100 ~

120 天，夏季約 90 天；套袋後，夏季約 70

天，冬季約 90 天才能採收，故秋季採收期

發病率最高，此顯示病原菌入侵數目以7、

8月最多。長期調查田間大氣中黑星病的孢

子種類，只採到子囊孢子，且7、8月是釋

出的高峰期，與番石榴的幼果期時間一

致， 9 、 11 、 12 月無法捕獲子囊孢子，顯

示低溫不利子囊孢子的釋放，故發病率相

對降低。

（一）清除罹病果實，避免利用病果作有機

質肥料，否則病果在乾燥過程容易釋

出大量孢子，黑星病並不會殘存番石

榴殘枝或葉片上。

（二）適時修剪枝條，使通風良好，避免果

樹過分密植，降低相對溼度，可有效

降低果實感染機率。

1. 林正忠、賴秋炫、蔡叔芬。1997。番石榴

黑星病柄子殼及偽子囊殼形成。植物病理

會刊 6（4）：195（年會摘要）。

2. 林正忠、賴秋炫、蔡叔芬。2003。番石榴

果實新病害黑星病及其他病害調查。植保

會刊 45：263-270。

3. 蔡竹固。1991。臺灣番石榴套袋果實瘡痂

病之發生及藥劑篩選。植保會刊 33：384-

394。

4. Lim, T. K. and K. C. Khoo. 1990. Guava in

Malaysia, Production, Pests and Diseases. p. 260.

Tropical Press SDN. BHD.（Malaysia）.

5. Snowdon, A. L. 1990. A colour atlas of post-har-

vest diseases and disorders of fruit and vegeta-

bles Vol. 1：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fruits.

Wolfe Sci. Ltd.  Press. London.

（作者：林正忠、賴秋炫、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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瘡痂病係番石榴早期有紀錄的一個重

要病害之一，係由病原菌 Pesta lo t iops is

psidii （Pestalotia psidii）感染危害，根

據調查臺南縣田間病果率在 11 ~ 22%，患

瘡痂病果實達病果 60%，占第一位；高雄

縣患瘡痂病果實佔病果 23.8%。由於目前

臺灣番石榴品種齊一，以珍珠拔品系為

主，國內番石榴種苗主要的來源集中在

彰化及燕巢，由於種苗的買賣運輸，此

一病害在臺灣各番石榴栽培區皆可容易

發現。

初感染時病斑圓形，略有突起，病斑表

面粗糙有裂紋，如瘡痂狀，褐色，邊緣為淡

褐或土黃色澤，大小約2 ~ 4公釐，病斑中央

具黑色的環型小點，黑色小點頂部會釋出黑

色粉末或彎曲柱狀物，係病原菌的柄子殼及

柄孢子（圖一），病斑凹陷時邊緣與健康部

位的組織表皮會分離，病斑並不脫落（圖

二）。

果肉組織會出現兩種病徵，一即果肉

軟化，水浸狀，果肉色澤轉成橘黃色或紫

黃色（圖三、四）；二即果肉木栓黃褐

番石榴瘡痂病
病原菌學名：Pestalotiopsis psidii（Pat.）Mordue Pestalotia psidii、

P. disseminatum（Thuem.）Stey.
英名：Guava scab、Guava fruit canker、Grey leaf spot

圖一：感染瘡痂病之果實出現的病徵。

（林正忠）

圖二：感染瘡痂病之果實果肉與健康果肉組織

分離。（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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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不會軟化或水浸狀，常伴隨果實缺鈣

現象（圖五、六、七）缺鈣時，在果實中

央外側附近表皮會出現褐化，漸形成一個

橫帶區域（圖八）或一個環斑，果實因而

提早衰弱老化。

泰國拔品系生長勢極強，又果樹沒有

幼年期，栽植第一年就會開花結果，故向

上徒長的枝生長勢超強，徒長枝上著生的

果實，往往會出現尻腐現象（blossom end

rot），病徵呈橫帶褐化或果實底部褐化，與

多種弱病原菌的發生及感染關係密切。

圖三：感染瘡痂病之果實果肉組織軟化，呈水

浸轉黃色。（林正忠）

圖四：瘡痂病組織軟化水浸，皮轉紫色。

（林正忠）

圖五：番石榴缺鈣，果實底部木栓化。

（林正忠）

圖六：番石榴缺鈣，果實底部木栓化，後期感

染瘡痂病菌。（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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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類地位

Coelomycetes 腔室菌綱

Melanconiales 黑盤胞目

Melanconiaceae 黑盤胞科

Pestalotiopsis 擬盤多毛胞屬

（二）分布

大陸、臺灣、緬甸、印度、馬來西亞、

非洲莫三鼻克、桑比亞、尼克利亞、馬達加

斯加及中南美洲委內瑞拉、波多黎各、厄瓜

多爾或澳洲等地，分布廣泛。

（三）寄主

番石榴。

（四）形態

Pestalotiopsis psidii菌絲透明無色，具有隔

膜，在表皮上會產生分生孢子盤，分生孢子

盤略突起，成熟時頂部表皮會破裂，並釋出

黑褐色的分生孢子。分生孢子紡綞形，大小

平均為27.7 × 7.5μm，多胞中央3胞，褐

色，頭尾兩胞透明無色並各著生鞭毛，尾端

鞭毛1根，透明無色，長約6.3 ~ 10.5μm；頂

端細胞鞭毛2或3根，亦透明無色，並不分

叉，末端偶膨大（圖九、十）。Pestalotiopsis

psidii在馬鈴薯蔗糖瓊脂（PDA）培養基上生

圖七：番石榴缺鈣近底部附近組織木栓化。

（林正忠） 圖九：瘡痂病菌分生孢子。（林正忠）

圖八：番石榴缺鈣，果實外側形成帶狀木栓

層，後期感染瘡痂病。（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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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菌絲為白色，菌絲會密實，在菌落中心

附近出現黃色小點，為分生孢子盤初期，後

期分生孢子盤表面會生黑褐色的分生孢子，

呈黏液狀，黑色具光澤。

（五）診斷技術

瘡痂病的診斷因容易與其他引起果實腐

爛的病害混淆，除了以內部果肉木栓褐化進

行判別特徵外，應利用光學顯微鏡鏡檢確認

病原。

（六）生活史

瘡痂病菌以分生孢子為主要感染源，可

形成於葉片的病斑、枝枯的病灶或受害腐爛

的果實表面，藉由分生孢子入侵造成新病

斑，在田間不像蓮霧果腐病菌，容易找到有

性世代Pestalosphaeria sp.。由於臺灣番石榴係

多年生常綠果樹，一年可收穫多次，病原菌

在田間存在的機會非常高，但沒有越冬的過

程，目前認為是單一病害環，欲了解其真正

的生活史尚待未來努力。

根據調查瘡痂病全年皆會發生，冬季發

生率最高，春季或夏季次之，秋季最低，以

臺南縣及嘉義中埔發生最多，彰化縣、雲林

縣、高雄縣等地發生較少。患瘡痂病果實佔

罹病果17.8% ~ 22.6%，約占果實腐的20%，

顯示瘡痂病係造成果實腐爛重要因素之一。

由降雨量與果實發病程度關係來看，顯

示Pestalotiopsis sp.藉由雨水傳播的機率不同

於與其他病原真菌，因本病原菌寄生力較

弱，僅可感染抵抗力較差的作物，降雨量較

多的時期，其競爭不過藉水傳播感染的其他

病原真菌，故瘡痂病發生不增反減，其他病

害如炭疽病、黑星病則大幅增加。不同品種

的番石榴對瘡痂病菌的抵抗能力略有不同，

水晶拔品系較珍珠拔品系發病較少，水晶拔

調 查 發 病 率 只 有 0 . 8 % ， 而 珍 珠 拔 高 達

18.3%。

瘡痂病造成同一地區番石榴植株葉部或

枝條與果實的罹病率不一致，葉部或枝條的

罹病率可達50%或超過55%，於葉部或枝條

罹病率達 40%以上的地區，果實發病率僅

10.5% ~ 6%，兩者並無相關性。

（一）適時修剪枝條使果園通風良好；避免

圖十：瘡痂病菌分生孢子與Pestalotiopsis相

近病原。（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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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種植過密；勿混植其他果樹，減

少中間寄主，皆有助瘡痂病的防治。

（二）田間衛生撿除病果，燒燬罹病葉片或

枝條以清除病原。

（三）避免重覆使用舊包裝套袋，小果套袋

保護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但部分果

農因節儉習性，常重覆利用套袋，容

易感染瘡痂病。

1. 林正忠、蔡叔芬。 1996 。番石榴病害

（二）。農藥世界 159：54-56。

2. 林正忠、賴秋炫、蔡叔芬。2003。番石榴

果實新病害黑星病及其他病害生態調查。

植保會刊 45：263-270。

3. 孫守恭。2001。臺灣果樹病害（三版）。

p. 429。世維出版社。

4. 蔡竹固。1991。臺灣番石榴套袋果實瘡痂

病之發生及藥劑篩選。植保會刊 33：384-

394。

5. C. M. I. Descriptions of  pathogenic fungi and

bacteria. No. 515. Pestalotiopsis psidii.

6. Lim, T, K. and K. C. Khoo. 1990. Guava in

Malaysia, Production, Pests and Diseases. p. 260.

Tropical Press SDN. BHD.（Malaysia）.

7. Snowdon, A. L. 1990. A colour atlas of post-har-

vest diseases and disorders of fruit and vegeta-

bles Vol. 1：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fruits.

Wolfe Sci. Ltd. Press. London.

（作者：林正忠、蔡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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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斑病是一種寄生性綠藻，係由於葉片

的病斑，後期往往出現橘紅色突起，故一般

農友稱為紅菇。藻斑病菌常寄生在果樹葉片

的上表面，由表皮入侵後在組織中吸收水分

及養分，致使葉片品質不良，提早老化，影

響葉片的光合作用，降低糖分製造能力，進

而影響果實甜度及品質。

番石榴藻斑病主要危害成熟葉片，不危

害新梢與新葉，病斑多呈圓形，分布於葉片

上表面，下表面偶有出現。病徵可分為二

種。一是由綠色頭孢藻所引起，初期葉片上

表面出現淡茶褐色藻絲，稍突出於葉片表面

番石榴藻斑病
病原菌學名： Cephaleuros virescens kunze

英名：Algal spot、Red rust

圖一：番石榴葉上表面藻斑病病徵。

（林正忠）

圖二：番石榴藻斑病病徵，後期轉深紅褐色。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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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二），漸漸明顯突出葉片表面（圖

三）；後期病斑表面長出小柄物，係細孢子

囊梗，上著生數個孢子囊，銹色至深紅褐色

（圖四），內含多個銹色游走孢子。

第二種病徵，即葉肉組織出現黃色，中

央帶紅色，有時病斑會呈暗綠色，水浸或油

浸狀（圖五、六），在下表皮層及絨毛上可

見到類似藻絲的菌絲及綠色圓形細胞，但後

期並不形成孢子囊梗及游走孢子囊，與蓮霧

的氣孔藻（Stomatochroon sp.）不同，可能係

第3種寄生藻類。

圖三：綠色頭孢藻病斑突起於葉表面。

（林正忠）

圖四：綠色頭孢藻孢子囊梗及孢子囊。

（林正忠）

圖五：綠藻於葉背出現第二種病徵，即病斑黃

化。（林正忠）

圖六：綠藻於葉片出現第二種初期病徵。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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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類地位

Chlorophyceae 綠藻綱

Trentepohliales 橘色藻目

Trentepohliaceae 橘色藻科

Cephaleuros 綠色頭胞藻屬

（二）分布

臺灣及熱帶地區的國家普遍發生，美國

佛羅里達及巴西等地。

（三）寄主

普遍發生於熱帶果樹或木本植物，臺

灣的溫帶果樹柑桔或熱帶果樹，例如芒

果、蓮霧、荔枝、龍眼等皆會感染，另木

本植物有87種包括茶樹。

（四）形態

綠色頭孢藻是屬寄生性綠藻，初期葉

表的病斑上會產生淡黃色菌絲，在葉表皮

下可由假根穿入組織，吸取養分。葉表面

的藻絲則發育形成為孢子囊梗，孢子囊梗

長約 150 ~ 200 μ m ，梗頂端生有數個游走

孢子囊，內生多個游走孢子，游走孢子銹

色，圓形，具鞭毛，遇水會由游走孢子囊

釋出向外擴散移動，並入侵健康組織。另

一種綠藻不似綠色頭胞藻複雜，僅有絲狀

的藻絲及綠色圓形細胞。

（五）診斷技術

田間診斷可由感染後葉表產生黃色藻絲

及突出表面的藻絲層判定。

（六）生活史

綠色頭孢藻的最初感染來源為游走孢

子，遇濕即自游走孢子囊中釋放，藉鞭毛於

葉表水膜中運動由表皮侵入，於下表皮層形

成入侵藻絲及子座，上表皮則於後期產生多

量的藻絲，藻絲發育形成孢子囊梗及游走孢

子囊，內有游走孢子。除此外，也可藉雨水

沖打病斑，使游走孢子囊脫落，傳播藻斑

病。另一種引起藻斑病的綠藻其生活史未

明。

藻斑病主要感染時期一般在雨季，南部

即梅雨季節4 ~ 6月；中部夏季發生多，但入

秋10月後因氣候轉涼及乾燥，藻斑病發生降

低或完全消失。若果園位於氣候特殊地區，

例如山漥通風不良區、密植、或果園相對溼

度較高，藻斑病全年可以存在。

樹幹表面著生綠色藻菌，會阻礙莖表的

呼吸，特別是近山區的番石榴果樹更容易發

生，可施用高濃度的尿素噴布樹幹表層進行

防治。

1. 林正忠。1984。熱帶果樹的藻斑病。豐年

34（21）：38-39。

2. 林正忠、蔡叔芬。 1996 。番石榴病害

（二）。農業世界 159：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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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孫守恭。2001。臺灣果樹病害（三版）。

p. 429。世維出版社。

4. Lim, T, K. and K. C. Khoo. 1990. Guava in

Malaysia, Production, Pests and Diseases. p. 260.

Tropical Press SDN. BHD.（Malaysia）

（作者：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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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原為一土壤性病害，俗稱水傷，主

要分布於臺灣中、南部，高雄縣、彰化縣、

臺中縣等皆曾發生，合適環境條件下，疫病

菌亦會感染植株的地上部造成損失，除成熟

果實受害外，新梢也會受害，產生枝枯現

象。早期番石榴生產無套袋防治，遇雨季，

病原菌籍雨水將地面飛濺到植株感染危害，

特別是近地表的低著果，後期容易感染疫病

造成損失（圖一）。經調查顯示，疫病造成

果實腐爛的比例僅占果腐率0.1% ~ 1.9%。

近年來，新引入栽植之泰國拔品系於小

果即行套袋以防範病蟲危害，故疫病的發生

機率降低，除外力造成套袋破裂或下雨積水

病原菌會由塑膠袋下方的開口處侵入，接觸

果實表面造成感染而損失。

疫病菌會同時感染番石榴的植株及果實

兩部位。成實果實受感染初期表皮褪色，水

浸狀，不凹陷（圖二）；後期果實表面會長

出白色菌絲，白色菌絲氣生，果實略帶酸腐

味道，果實表皮會皺縮（圖三、四），內部

果肉組織水浸不變色，但維管束組織變褐色

番石榴疫病
病原菌學名：Phytophthora parasitica Dastor
英名：Phytophthora fruit rot、Seedling blight

圖一：未套袋之低著果位番石榴易受疫病菌感

染。（林正忠）

圖二：番石榴果實受疫病感染初期病徵。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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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黑色（圖五）。

番石榴植株僅有新梢會受感染，成熟或

2年生以上枝條並不受感染。受感染的新梢

頂端會出現萎凋（圖六），漸漸轉黑色（圖

七），葉片由葉柄向葉身變黑色、萎凋，後

期新梢全枯萎。此外疫病菌會感染番石榴

苗，特別是利用地面靠接法來培育番石榴

苗，嫁接新芽時如適逢雨季來臨，容易被感

染危害（圖八），其病徵同新梢，變黑後萎

凋，在新梢下位新成熟葉片會變褐色、脫

落，使嫁接失敗（圖九）。

（一）分類地位

Oomycetes 卵菌綱

圖四：番石榴疫病果黴狀物係疫病菌。

（林正忠）

圖三：番石榴果實受疫病感染，後期果表出現

白色黴狀物。（林正忠）

圖五：番石榴果肉組織未變色，維管束變褐或

黑色。（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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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onosporales 露菌目

Pythiaceae 猝倒菌科（腐黴菌科）

Phytophthora 疫病菌屬

（二）分布

世界性分布。

（三）寄主

多犯性病原菌，寄主可達百種以上。

（四）形態

疫病菌菌絲管狀，無隔膜；但老熟菌絲

透明無色，具隔膜，菌絲先端會膨大形成囊

狀物即游走孢子囊（zoosporangia），大小40 ~

70 × 31 ~ 55μm，頂端有一乳頭狀突起，是

釋放游走孢子的開口處，游走孢子囊內有30

~ 50個不等的游走孢子，游走孢子腎形，內

側有 2 根鞭毛。菌絲中會產生球形厚膜孢

子，大小約25 ~ 40μm；亦會產生球形卵孢

子，可與藏精器的原生質發生核結合，形成

有性世代。藏精器為菌絲先端膨大，會附著

在卵孢子表面產生有性結合。有關P. parasitica

詳細形態可參考柑桔保護下冊。

（五）診斷技術

田間可利用肉眼檢查果實外表變化，疫

病果常會有特殊酸腐味，解剖病果觀察果肉

色澤變化進行疫病診斷鑑定。在植株新梢受

害會變黑、脫水，新梢利用塑膠袋套好，保

濕於室溫中待1 ~ 2天後，枝條表面會產生菌

絲，利用鏡檢可確認鑑定結果。

圖六：番石榴新梢受疫病為害脫水凋萎。

（林正忠）

圖七：番石榴新苗莖部受疫病菌感染轉成黑

色。（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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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活史

無性世代在菌絲先端產生游走孢子囊，

並可藉水釋放出游走孢子，入侵感染番石榴

植株後產生疫病；亦可在菌絲上產生有性構

造，如卵孢子及藏精器，卵孢子與藏精器內

的核產生核結合，進行有性生殖，結合後由

卵孢子上產生菌絲及游走孢子囊，再釋放出

游走孢子回到無性世代循環。

疫病的發生、傳播及感染皆與水有關。

經調查顯示，春季及夏季發生疫病較多，秋

季及冬季較低，此與全年的雨量分布具正相

關性，雨季或利用淹水灌溉，皆使果園相對

溼度偏高，助長疫病菌的擴散與感染機會，

故颱風挾帶豪雨即是傳播疫病最有利的條

件。

圖八：地面靠接苗在雨季易感染疫病。

（林正忠）

圖九：全圃新苗受疫病感染而全部枯萎。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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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果園行草生栽培，防止表土裸露，果

實如接近地表，塑膠袋容易接觸地表

造成摩擦破損，疫病菌容易入侵，故

注意結果部位的選擇，結果後期防止

果實因重力下垂接觸地面。

（二）將病果撿離果園及染病新梢後剪除燒

毀。

（三）果園的排水管理，避免積水，可降低

疫病菌傳播。

1. 安寶貞。2002。柑桔裾腐病與流膠病。p.

210-217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0-檬果保

護。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出

版。

2. 林正忠。1986。番石榴病害簡介。農藥世

界 35：64-65。

3. 林正忠、賴秋炫、蔡叔芬。2003。番石榴

果實新病害黑星病及其他病害生態調查。

植保會刊 45：263-270。

4. 高清文、王子朔、呂理燊。1982。菌絲可

溶性蛋白質電泳法鑑定疫病菌類之探討。

植保會刊 24（3）：193-200。

5. Ann, P. J. 1984. Species, mating types and patho-

genicity of Phytophthora distributed in citrus

orchard in Taiwan. Trans. Br. Mycol. Soc. 82 :

631-634。

（作者：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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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果樹容易被多種昆蟲危害，煤煙

病菌利用昆蟲的蜜露為食物，會依昆蟲危害

對象而附生作物表面，故寄主極廣，其中以

蚜蟲、粉介殼蟲、黑疣粉蝨、薊馬、螺旋粉

蝨等害蟲為重要的經濟害蟲，此類害蟲在新

梢、葉片或果實上吸食汁液（圖一），並排

放蜜露，引發煤煙病菌附生，在植株外表形

成一層黑色黴菌，故稱黑煤煙病或煤煙病簡

稱煤病，其僅干擾葉片正常運作，使合成作

用降低，糖分減少，後期影響果實的品質；

對於果實而言，則影響外表，降低商品價

值。一般番石榴果園可發現煤煙病，即表示

果園防治效果不佳或管理不善，故可評估果

園管理的優劣，是評鑑重點之一。近年來推

廣有機栽培，果樹利用來源不同的營養基質

如過期的牛奶粉稀釋液及各種微生物培養液

稀釋噴施果樹，亦會在葉表殘留各種營養物

質，是否有助於煤煙病菌的發生，應值得留

意。

煤煙病容易發生在葉片及果實。初期葉

表會產生黑色小斑，黴狀，但不形成壞疽現

象，病斑會擴大而癒合呈膜狀，在黑色膜狀

番石榴煤煙病
病原菌學名：Aithaloderma clavatispora Sydow、Hypocapnodium setosum（Zimm.）

Speg.、Phaeosaccardinula javanica（Zimm.）Yam.、P. penzigi（Sacc.）、
Scorias communis Yam.、Triposporipsis spinigera（v. Hohn.）Yam.

英名：Sooty mould

圖一：粉介殼蟲吸食番石榴汁液並分泌蜜露。

（林正忠） 圖二：番石榴葉片發生煤煙病。（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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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上產生黑色小點，略突起，即為子囊殼，

嚴重時全葉表面覆蓋一層黑色煤狀物，係煤

煙病菌的菌體附著，菌體並不入侵葉肉組織

中，故後期如遇乾旱，會破裂呈片狀容易剝

離（圖二）；在果實則於外表附著一層黑色

的煤煙。套袋的果實中以果柄連接處附近果

實表及及果實尾端番石榴花苞殘留的苞片內

層，容易被粉介殼蟲等害蟲侵入危害，並在

此繁殖，引發煤煙病；另亦利用開口或塑膠

袋破裂處入侵，並在果實表皮危害，故果實

煤煙病發生，端視害蟲在果實危害位置而定

（圖三）。

（一）分類地位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Loculoascomycetidae 囊室子囊菌亞綱

Dothideales 座囊菌目

Capnodiaceae 煤煙菌科

Phaeosaccardinula、Scorias、

Triposporipsis 三叉胞菌屬

（二）分布

臺灣及東南亞各國等熱帶地區國家分布

極廣泛。

（三）寄主

寄主廣泛，熱帶木本及灌木類植物皆

容易發生，果樹以芒果、荔枝、龍眼及番

石榴發生最多，楊桃、蓮霧、番荔枝發生

較少。

（四）形態

煤煙病菌形態依不同種類各異，但皆會

形成子囊殼（直徑可達320mn），內生子囊及

子囊孢子，子囊孢子大小約為48 ~ 62μm ×

26 ~ 28μm，暗黑色，具有5個細胞，兩端

平整，細胞間向隔膜處隘縮，整個子囊孢子

類似蛆的形狀。

煤煙病菌菌絲為黑色，具隔膜，分叉較

少，若有分叉多為對生或輪生，由長細胞

（長35公釐以上）及短細胞（長約18公釐）

與吸器所組成。吸器由2個細胞構成，前端

細胞較長（14 ~ 18公釐）而連接菌絲處的細

胞則較短（6 ~ 8公釐）。有暗黑色的剛毛混

雜於菌絲間，長度可達700公釐。

（五）診斷技術

田間可由葉面及果實上附著的黑色黴狀

物進行診斷鑑定，果實亦可利用煤煙病與害

蟲相關性研判診斷。

圖三：番石榴果實發生煤煙病係害蟲危害時引

發。（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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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活史

煤煙病菌多為表生的，主要利用子囊孢

子，或乾燥破裂的菌絲片段或片狀菌絲層來

傳播，並以蜜露為生長基質，完成生活史。

國外曾有紀錄煤煙病菌亦可利用下雨過程帶

到葉表的化學物質、花蜜、有機或無機營養

源、葉表其他微生物分泌物及葉表分泌的汁

液中營養元存活，顯示此菌對環境適應能力

頗強。

煤煙病的發生與其可利用營生的物質有

關，害蟲發生的高峰期，即會造成大量繁殖

及傳播。南部地區粉介殼蟲發生高峰期在9

月至翌年3月中旬；蚜蟲發生高峰期在12月

至翌年4月中旬；螺旋粉蝨在9月中旬至翌

年5月中旬；再配合果樹抽新梢及開花時間

在2 ~ 5月底及9 ~ 11月，故顯示一年中6 ~ 8

月是煤煙病發生較輕的時期。

（一）適當修剪枝條，降低果園溼度，並改

善通風及光照。

（二）本病的防範首重害蟲的防治，控制害

蟲的發生，對於害蟲的生態能事前掌

握，待園區害蟲初發生時即以殺蟲劑

控制，降低害蟲數目。

（三）果園地表保持清潔，因螞蟻與各種害

蟲會有共生互助關係，避免螞蟻在樹

幹基部築蟻穴，可減少煤煙病的發

生，故果園中可定期置放螞蟻誘餌消

滅螞蟻，防止害蟲的遷移。

1. 孫守恭。2001。臺灣果樹病害（三版）。

p. 429。世維出版社。

2. 揚宏仁。2003。煤煙病。p. 87-89。植物保

護圖鑑系列 10 －檬果保護。行政院農委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出版。

3. 蔡雲鵬。 1991 。臺灣植物病害名彙。 p.

604 。植物保護學會及中華病理學會刊

印。

4. Lim, T. K. and K. C. Khoo. 1990. Guava in

Malaysia, Production, Pests and Diseases. p. 260.

Tropical Press SDN. BHD.（Malaysia）.

（作者：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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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係一年生果樹，目前利用嫁接法

進行繁殖，可縮短番石榴生產的過程，即將

老株枝條向外壓向地表，再與實生的番石榴

靠接產生果苗，而實生番石榴所使用的土

壤，常取自果園中，再略混合一些有機質肥

料，完全未考慮土壤所帶的病原菌或線蟲等

問題，因番石榴為連年栽植果樹，容易引起

線蟲大量繁殖。此外，種苗商亦會由園外引

入土壤培育種苗，最常使用的是略帶粘質的

田土或稱南汾土，田土如果來自苦瓜、胡

瓜、番茄等前期作物的土壤時，內常含有線

蟲，如此也容易使幼苗培育過程中發生線蟲

危害，稱為根瘤病或根腐病。南部地區嘉義

縣水上鄉及中埔鄉，臺南縣山上鄉及玉井

鄉、高雄縣燕巢鄉及大社鄉地區；中部地區

彰化縣田中鎮、社頭鄉及二水鄉；東部花蓮

壽豐鄉及宜蘭頭城等地區番石榴皆有線蟲發

生，部分地區發生特別嚴重，如嘉義水上及

高雄燕巢、大社等地。

番石榴果樹受線蟲危害時，常在植株及

根系出現病徵。果苗受線蟲危害時，在移植

入本田定植時，將包住根系的黑色塑膠袋撕

裂，可見靠近塑膠袋外側白色根系上出現結

瘤，為根瘤線蟲危害症狀，果苗移入田間栽

種常會發生生長勢較差、植株矮化、容易黃

番石榴線蟲病害
病原生物學名：Meloidogyne incognita、Partylenchus sp.

英名：Nematode root knot、Root rot

圖一：番石榴幼苗受線蟲為害，葉尖枯萎。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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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落葉現象，也容易出現肥缺的症狀，施

肥後植株改變緩慢。

一般果園如果感染線蟲，也會出現類似

病徵，即新葉葉片變小，成熟葉片容易變黃

或變紅，出現葉尖枯萎缺肥等病症，造成落

葉，植株生長不良，葉數較健株稀，葉片無

光澤反射，同時節間短縮（圖一）。受線蟲

感染的番石榴表現缺肥症狀，如氮肥、磷肥

或鐵肥缺乏，最後導致新芽變黑枯萎，停止

抽新芽，果實品質及產量皆會降低，影響生

產的品質及產量。

挖開果園土壤，在番石榴根系常可看到

白色的根瘤分布在根毛附近的新根或小根

上，白色的根瘤轉成黃褐色，木栓狀，根系

數量變少，破損，發育不良，無法輸送水分

及養分（圖二、三、四）。除此外，另有一種

線蟲危害症狀，即不形成根瘤徵狀，在新生

根系表皮產生褐色、潰瘍狀病斑，嚴重感染

圖二：番石榴幼苗根系受線蟲為害，結瘤並腐

爛。（林正忠）

圖三：番石榴幼苗根系受線蟲為害，根系無法

正常生長。（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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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造成根系死亡，使植株生長勢衰弱。

番石榴線蟲若與其他病害複合發生時，

常使番石榴產生易病化現象（predisposi-

tion），如線蟲與立枯病的複合感染，植株的

壽命縮短，快速枯死，其他果實病害也有類

似結果，果實病害數量會增多，使其發生嚴

重。

（一）分類地位

1. 根瘤線蟲 Meloidogyne incognita

Tylenchida

Tylenchina

Tylenchoidea 

Heteroderidae

Meloidogyninae

Meloidogyne

2. 根腐線蟲 Pratylenchus sp.

Tylenchida

Tylenchina

Tylenchoidea

Pratylenchidae（Hoplolaidae）

Pratylenchinae

Pratylenchus

（二）分布

1. 根瘤線蟲：臺灣、日本、印度等地。

2. 根腐線蟲：臺灣、日本。

（三）寄主

根瘤線蟲（Meloidogyne incognita）及根

腐線蟲（Pratylenchus sp.）二者皆為多犯性，

根瘤線蟲人工接種可危害 41 種蔬菜， 51 種

作物， 17 種森林苗木及 69 種田間雜草，危

害種類超過百種以上的植物。另根腐線蟲危

害的寄主範圍廣泛，根據黃氏等在1972年調

查資料，共達87種植物受害，亦涵蓋全臺灣

重要的果樹、蔬菜、花卉及糧食作物。

圖四：番石榴感染線蟲後期根系木栓破損。

（林正忠）

圖五：番石榴根瘤線蟲幼齡期呈線形。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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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態

1. 根瘤線蟲：雌雄型態不同。雌成蟲體呈洋

梨形，頭部尖，腹部膨大，大小約0.61 ~

0.75公釐，體色乳白色或白色；雄成蟲體

呈線形，大小約0.83 ~ 0.92公釐，二者頭

部皆具口針，口針纖細，雄蟲口針節球發

達，雌蟲不發達，1 ~ 2齡期雌、雄體皆為

線型（圖五），線蟲寄生根部（圖六、

七、八），固著，營內部寄生，產生腫瘤

病徵。

2. 根腐線蟲：根腐線蟲的雌、雄成蟲體形皆

線形，體環明顯，口針發達，長約14 ~ 20

μm，頭部角化明顯，口唇有輪紋，雄蟲

尾端有交接囊及副刺，交接囊包覆雄蟲尾

端，可在根部內部寄生，具遷移性，引起

根腐病斑。

（五）診斷技術

診斷線蟲可由植株生長勢衰落研判，一

般立枯病初發病時會引起某些枝條變黃、衰

落，而線蟲感染後，則會引起全株的枝條產

生相同的病徵，如葉尖枯萎，老葉變黃、

紅，新葉營養缺乏等病徵，容易區分此二種

病害。另外，線蟲感染在田間常會出現逢機

發病的現象，即感染線蟲是逢機單株發生機

率高，與一般營養缺乏或肥害、藥害容易區

圖六：番石榴根瘤線蟲母蟲固著於根部組織

（白色）。（林正忠）

圖七：番石榴根瘤線蟲卵囊。（林正忠）

圖八：番石榴根瘤線蟲卵及內部的線蟲。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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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此外，可以挖掘番石榴近土表的細根，

由根部是否出現腫瘤或褐斑腐爛現象，判別

是否被線蟲感染，其中褐斑腐爛最好再經光

學鏡檢根部組織是否有線蟲內部寄生。

番石榴線蟲危害常為週年性。自苗期開

始，由種苗期的培育土中感染線蟲，移到本

田定植時，也會逐漸被感染，故種植時間愈

久，發病率常漸昇高。田間線蟲出現病徵常

與環境氣候、生長時期、管理技術三者有

關，三者中任何一項條件不適合番石榴生長

時，病徵則會逐漸明朗化，待病徵明顯確定

感染線蟲，則植株生長勢衰弱，不易復原。

一般田間以秋季及冬天的番石榴植株感染線

蟲病徵表現較為明顯可辨。

番石榴線蟲的防治應自健康苗木作起，

即苗木使用的土壤應加以篩選，選擇不含線

蟲的土壤，要避免利用到前期作物有菸草、

茄子、蕃茄及絲瓜、苦瓜、小黃瓜等茄科或

葫蘆科作物的土壤，此類作物容易受線蟲危

害而繁殖多量線蟲，土壤可利用高溫或藥劑

如氯化苦、萬強等殺線蟲及其他病原。另外

多種植物作成的有機質肥料亦具有殺線蟲功

能，如苦茶粕、篦麻粕等混合拌入土壤中，

具有殺線蟲效果，蟹、蝦殼粉末因具甲殼

素，也可使線蟲卵的孵化無法完成並殺死線

蟲卵粒，可以防治線蟲危害。多種植物的根

系可分泌有毒物質防治土壤線蟲，例如萬壽

菊、孔雀草、太陽麻、蔥等作物皆可防治土

壤線蟲，具有一定成效。

1. 王國強。1989。臺灣的根瘤線蟲病害。p.

1-14。植物線蟲病害防治研討會專集。臺

灣省農業試驗所特刊25號。

2. 孫守恭。2001。臺灣果樹病害（三版）。

p. 429。世維出版社。

3. 曾方明。2004。茶樹線蟲。p. 108-111。植

物保護圖鑑系列4-茶樹保護。行政院農委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出版。

4. 黃炤雄、蔡雲鵬、林奕耀、杜金池、黃修

斌。1972。臺灣植物寄生線蟲。p. 61。中

研院植物研究所專刊第一號。

5. Lim, T. K. and K. C. Khoo. 1990. Guava in

Malaysia, Production, Pests and Diseases. pp

260. Tropical Press SDN. BHD.（Malaysia）.

（作者：林正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