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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病於1934年首先在臺灣發現，但直至

1961 年方有正式紀錄報導，並於 1978 年經

Ko氏等將該菌歸屬於露菌目（Peronosporales）

中的一個新科露疫菌科（Peronophythoraceae）

之唯一屬露疫菌屬（Peronophythora），命名

為 Peronophythora litchii Chen ex Ko et al。荔枝

主要栽培品種（黑葉、糯米、桂味、沙坑

小核、玉荷苞）均會被感染而發病，果實於

成熟季節，如遇連續降雨，最易罹患露疫

病，造成果實腐敗與大量落果。雖然該病害

目前已有推廣藥劑可供使用，但因農民對病

害之發生生態、殘存器官與場所及流行病學

均不甚明瞭，無法掌控疫情，故當病害發生

嚴重時，亦無法妥善控制病情，經常有全園

無收穫的情形，且經常因農民著急胡亂使用

農藥，造成果實嚴重藥害。此外，該菌亦可

危害荔枝花器、綠色生育期果實及幼嫩葉

片。

露疫菌可感染新葉、花穗、幼果至成熟

期或採收後運輸販售中之果實（圖一、

二），但以轉色至成熟期之果實發病最嚴

荔枝露疫病
病原菌學名：Peronophythora litchii Chen ex Ko et al.

英名：Litchi peronophythora downy blight

圖二：罹患露疫病的荔枝綠色果實。（安寶貞）圖一：罹患露疫病的荔枝成熟果實。（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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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遇連續降雨後，罹病果實表皮初現水浸

狀褐色斑點，病斑迅速擴大，1 ~ 2天後果皮

表面長出白色霜粉狀物，為病原菌之孢囊與

孢囊梗，罹病果實腐敗易掉落地面，造成嚴

重落果；天氣轉晴後，向陽面果實上之病勢

進展停止，霜狀物消失，病情輕微之果實上

僅留下褐色疤痕，但品質已差。運輸時，同

一包裝箱內若摻有罹病果實或尚未發病之染

病果實，由於箱內濕度高，開箱後可見整把

或整箱果實全數腐敗，病果上亦長滿白色霜

狀物。開花期遇連續降雨，花穗易得病，花

器、花梗與花穗均褐化、掉落，罹病花上亦

可見白色霜狀物（圖三）。7 ~ 8月間連續降

雨時，靠近地面之幼嫩葉片亦可能被感染，

嫩葉病斑為不規則褐色斑，葉緣及葉脈褐

變，葉片畸形（圖四），病斑上無霜狀物，

嚴重時落葉，較不易與其他病害區別。

（一）分類地位

Oomycetes 卵菌綱

Peronosporales 露菌目

Peronophythoraceae 露疫菌科

Peronophythora 露疫菌屬

（二）分布

臺灣、中國及少數生產荔枝之國家。

（三）寄主

荔枝。

（四）形態

露疫菌菌絲無隔膜，可人工培養，與疫

病菌相似，在培養基上形成白色菌落，無特

殊花紋，有日夜光照差異時，會形成同心輪

紋（圖五），該菌甚易形成孢囊，不需光

照，但各種波長之光均可促進產孢，尤其是

紅色與綠色光，在V-8 培養基下可產生大量

之孢囊梗，孢囊梗二叉分歧狀，長度約0.4 ~

圖三：罹患露疫病的荔枝花器。（安寶貞） 圖四：罹患露疫病的荔枝葉片。（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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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公釐，溫度11 ~ 30℃可產生孢囊，以20 ~

24℃最佳，每孢囊梗上著生3 ~ 25（平均10

~ 15）個孢囊（圖六）；孢囊大小平均34.5 x

22.6 µm，長寬比1.16 ~ 2.03，平均 1.55，檸

檬狀，兩側對稱，具乳突，脫落性，脫落孢

囊具短梗，在26 ~ 30℃下可直接發芽，但最

適溫為24 ~ 28℃（圖七）；成熟的孢囊會釋

出游走子，在8 ~ 22℃下均會釋放，但最適

溫度為8 ~ 16℃，釋放率約80 ~ 90％，每孢

囊中有8 ~ 12個游走孢子，孢囊形成後1個

月內之釋放游走子能力均不會降低；游走孢

子大小平均9.5 × 18.5 µm。

圖六：荔枝露疫病菌的孢囊在孢囊梗上之著生

情形。（安寶貞）

圖八：正在發芽之荔枝露疫病菌卵孢子，藏精

器底著。（安寶貞）

圖五：荔枝露疫病菌的菌落形態。（安寶貞） 圖七：荔枝露疫病菌的成熟孢囊。（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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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疫菌無厚膜孢子，為同絲型，單獨培

養於V-8培養基時可形成卵孢子，人工培養

之卵孢子可發芽（圖八），發芽率約20％。

藏卵器表面平滑，藏精器底著或側著，藏卵

器、卵孢子、藏精器的直徑大小分別平均為

27.8 ~ 33.3 × 24.1 ~ 29.6 µm、22.2 ~ 25.9 µm
及9.2 ~ 12.9 µm。

（五）診斷技術

1. 病徵與病兆診斷：該菌在果實上形成的

病徵甚易以肉眼判斷；此外，罹病組織

經過顯微鏡鏡檢，可以見到露疫菌特殊

的二叉式孢囊梗與孢囊。

2. 病原菌分離：使用半選擇性培養基，即5

％ CV-8 瓊脂於滅菌後加入 ampici l l in

100 ppm，PCNB（Pentachloronitrobenzene）

10 ppm及mycostatin 50 ppm，將罹病組織

消毒後放置於培養基經12 小時，即可見

菌絲與孢囊陸續自病組織長出，經過分

離可獲得純粹培養的露疫菌。

3. 誘釣法：診斷果園土壤與果樹根部是否

帶菌，可以誘釣方法，將根段洗淨置於

廣口瓶中，加入蒸餾水，蓋滿根系約2 ~

5公分，上面懸浮荔枝幼嫩葉片（1 × 1

公分），放置於室溫下通風良好處3 ~ 5天

即可，若有露疫病菌則葉片會腐敗，經

過顯微鏡鏡撿，葉片邊緣可以見到露疫

菌特殊的孢囊梗與孢囊。

（六）生活史

露疫菌的生活史目前尚不完全瞭解，已

知該病原菌可於荔枝根系中存活，存活器官

可能為菌絲，在根系中尚無發現卵孢子，連

續降雨後，菌絲產生孢囊釋放游走孢子，感

染靠近地面的果實或其他幼嫩組織，為初次

感染源，約48 ~ 72小時內，感染組織即可出

現病斑，產生孢囊成為二次感染源，靠風雨

直接傳播到附近果樹的果實或其他幼嫩組

織，孢囊亦可釋放游走孢子靠雨水傳播。被

感染的組織於1 ~ 3天內發病，成為3次甚而

更多次感染源，直到果實採收完畢。掉落地

面的罹病果實，病原菌可經土壤侵入根系存

活，至翌年雨季再感染次 1 年的果實或花

器。病原菌可直接行有性生殖產生藏卵器與

藏精器，結合形成卵孢子，但自然界尚未發

現。

露疫病的發病生態尚不完全明瞭，過長

之梅雨期為誘發果實露疫病之主因，潮濕環

境下，游走孢子侵入果實之速度非常快，在

18℃ 時只需要 5分鐘；高溫下其潛伏期較

短，在25℃時不到24小時即可出現病斑，較

低溫度需時較久，18℃時2 ~ 3天，11℃需7

天，連續降雨約5 ~ 7日，靠近地面之果實開

始陸續出現病斑，梅雨期過長，病害可造成

果實大量掉落，全園無收成，果實採收後，

如果繼續降雨，罹病果園近地面新萌芽葉片

亦會罹病；春雨期過長時，花穗露疫病亦可

能大發生。花器或果實發病後，病原菌在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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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組織上產生大量孢囊，藉風雨吹彈至較高

部位之果實或傳播至遙遠果園，於短期內造

成流行病。運輸時，由於包裝箱內濕度過

高，如果摻有染病果實時，亦易誘發露疫

病。

露疫病菌之寄主範圍僅限於荔枝，但作

者曾自罹病龍眼幼苗組織分離得到露疫病菌

（未發表），以葉片誘釣法可以從前94年發病

的果園土壤與根系中誘釣到露疫病菌，證實

病原菌可殘存於根部或土壤，殘存器官可能

為菌絲或卵孢子；於罹病果實病原菌存活的

時間約2個月之內，成為初次感染源的機率

甚低；在一般田土中菌絲、孢囊、游走子僅

可存活15 ~ 30天。人工接種顯示，露疫病菌

孢子懸浮液接種於3 ~ 6個月大之荔枝（黑葉）

幼苗根部，6個月後可使90％以上之接種幼

苗死亡，自病根可分離得到露疫病菌，染色

觀察病根可以發現菌絲，但尚無觀察到卵孢

子（未發表）。

（一）耕作防治

1. 各栽培區疫情監測人員，每年第1次在田

間發現露疫病時，須立即通報疫情中

心，以便通知其他農民儘早防治，避免

造成流行病。

2. 加強疏伐及修剪工作，改善果園通風及日

照，降低果園濕度；將地上落果清除燒

燬，靠近地面之枝條剪除及果實撐高；

果園地面可以行草生栽培，或以塑膠

布、不織布覆蓋，避免土壤中病原菌彈

至靠近地面之果實而誘發病害；果園低

窪排水不良者亦應加以改善。

（二）化學防治

於雨季來臨或發病初期開始施藥（需

勤於巡園），每隔 7 天施藥 1 次，連續 2 ~ 3

次，施藥時應一併施及地面。荔枝果實施藥

不當時，易引起藥害，宜多加注意。請參考

下列植物保護手冊推薦藥劑使用：

（1）80％福賽快得寧可濕性粉劑（Fosetyl -

aluminium + oxine - copper）稀釋800倍

（2）55％ 硫 銅可濕性粉劑（Dithanon +

Copper hydroxide）稀釋500倍。

（3）72％鋅錳克絕可濕性粉劑（Mancozeb +

Cymoxanil）稀釋500倍。

（4）33.5％快得寧水懸劑（Oxine-copper）稀

釋2,000倍。

（5）33％鋅錳乃浦水懸劑（Mancozeb）稀釋

600倍。

1. 安寶貞、謝廷芳、謝美如。1997。利用亞

磷酸防治園藝作物疫病。植物保護學會

會刊9（4）：403-404。（摘要）

2. Ann, P. J., and Ko, W. H. 1980. Oospore germi-

nation of Peronophythora litchii. Mycologia 2：

611-614.

3. Ann, P. J., and Ko, W. H. 1984. Blossom blight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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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itchi in Taiwan caused by Peronophythora

litchii. Plant Dis. 68：826.

4. Chen, C. C. 1961. A species of Peronophythora

gen. nov. parasitic on litchi fruit in Taiwan.

Special Publ. Coll. Agric., Natl. Taiwan Univ.

10：1-37.

5. Chi, P. K., Pang, S. P., Liu, R. 1984. Downy

blight of litchii chinensis Sonn. I. The pathogen

and its infection process. Acta Phytopathol. Sin.

14：113-119. （Abstract in RPP）

6. Kao, C. W., and Leu, L. S. 1980. Sporangium

germination of Peronophythora litchii, the causal

organism of litchi downy blight. Myco log i a

72：737-748.

7. Ko, W. H., Chang, H. S., Su, H. J., Chen, C. C.

and Leu, L. S. 1978. Peronophythoraceae, a new

family of Peronosporales. Mycologia 70：380-

384.

（作者：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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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炭疽病為臺灣荔枝果實重要病害之

一，數10年前雖有紀錄，但近年方有詳細之

報導，其寄主範圍廣泛，可危害多種果樹與

作物，目前臺灣栽培之荔枝品種果實均易罹

患。病原菌主要危害荔枝的花穗、果實及幼

嫩枝葉，可以潛伏感染方式附著於植物表

面，等組織轉色或成熟後方出現病斑，降低

果實櫥架壽命與商品價值。

在黑葉荔枝果實開始轉色後，向陽面即

陸續出現水浸狀褐色小斑點，部份罹病果實

之病斑發展成直徑0.2 ~ 0.4公分的圓形黑褐

色斑點後（圖一）（稱為果實黑點病徵，病

斑即不再擴大，每果病斑數目大都為 1 ~ 2

個，少數果實有5 ~ 6個以上病斑者，罹病果

實不會提早掉落，但在果實採收後，黑斑會

開始擴展，最後全果褐變腐敗（圖二），不

同果園之發病果實率不同，約為0.1 ~ 10％

不等。此外，部份果實在出現水浸狀褐色小

斑點後，病斑繼續擴展成黑褐色圓形大病斑

（圖三）稱為果實黑腐病徵，當病斑直徑達

荔枝炭疽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 Glomerella cingulata（Stoneman）Spauld ＆ Schrenk

無性世代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Penz.）Penz. ＆ Sacc.
英名：Litchi anthracnose

圖一：田間黑葉荔枝果實上之兩種炭疽病病

徵，黑點（BS）及黑腐（BR）。

（安寶貞）

圖二：黑葉荔枝黑點病徵於果實採收後擴大。

（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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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1.5公分之後，罹病果實會提早掉落。2

種病徵均屬潛伏感染病徵，一般果園均會發

生該兩種病徵之炭疽病，發病率約為0 ~ 5％

不等，罹病果實之病區與健區之交界處不明

顯，健康荔枝葉片一般不出現炭疽病病徵。

在其他荔枝品種上，亦出現相同的病

徵，但桂味與糯米品種除上述 2 種病徵

外，在綠色果實上即會出現密布之黑褐色針

尖狀小黑點（圖四），為非潛伏感染病斑。

（一）分類地位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Xylariales炭化菌目

Polystigmataceae 疔座煤科

Glomerella 小叢殼屬

（二）分布

熱帶與亞熱帶地區。

（三）寄主

除荔枝外，包括檬果、木瓜、酪梨、蓮

霧、柑橘類及其他多種植物。

（四）形態

荔枝炭疽病菌培養在馬鈴薯葡萄糖培養

基（PDA）時，生長溫度為8 ~ 32℃，最適

生長溫度為28℃，形成之菌落形態會因菌株

不同而有所差異，大部分菌株於初期長出濃

密之白色氣生菌絲，而後轉為灰色或灰黑色

（圖五），於室溫24 ~ 25℃下可行成大量分生

孢子，密集於分生孢子堆上，亦可生長在單

一分生孢子梗的先端，呈黏稠狀之橘紅色或

粉紅色，肉眼可見。分生孢子無色透明，短

桿狀，兩端鈍圓或一端稍尖（圖六），大小

平均為12.3 ~ （15.2）~ 18.2 × 4.65 ~（5.63）

~ 6.75 µm 。部份菌株同時產生有性世代，

形成大量黑褐色之子囊殼，使菌落呈現黑

圖三：黑葉荔枝果實罹患黑腐病徵。（安寶貞）

圖四：桂味荔枝果實上之小黑點病徵。

（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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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8個子囊孢子（圖七）；子囊孢子透明無

色，兩端對稱，略微彎曲，尖端鈍圓，如擲

筊狀（圖八），大小為12.1 ~ （14.3）~ 17.5

× 3.5 ~ （4.7）~ 5.5 µm，子囊孢子在釋放

24小時後，子囊會分解而消失，子囊孢子無

發芽時亦會消失。

色；子囊殼黑褐色，囊狀或倒洋梨型，大小

114.3 ~ 117.8 × 91.8 ~ 108 µm，無側絲，單

一子囊殼中約有8 ~ 60個子囊，平均約為25

~ 30個；子囊無色透明、長筒狀或棍棒狀，

大小平均為56.6 ~ 77.4 × 11.7 ~ 12.2 µm，內

圖五：荔枝炭疽病菌於PDA上之兩種菌落形

態，分生孢子（C）與子囊殼（P）型

菌系。（安寶貞）

圖六：荔枝炭疽病分生孢子。（安寶貞）

圖七：荔枝炭疽病菌子囊。（安寶貞）

圖八：荔枝炭疽病菌子囊孢子 。（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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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診斷技術

1. 病徵診斷：在高濕環境下，患部會長出

分生孢子堆與分生孢子，外觀為黏稠塊

狀之粉紅色或橘紅色小點，可在顯微鏡

下觀察。

2. 病原菌分離：罹病組織經過分離可獲得

純粹培養的炭疽病菌。

（六）生活史

荔枝炭疽病菌的生活史尚不完全瞭解，

平時病原菌可能存活在樹上的罹病枯枝及地

面落葉上，於降雨或露水多時，病原菌開始

產生分生孢子，成為第一次感染源，侵入開

花期的花穗與發育期的荔枝果實，病原孢子

一般先黏著於組織表皮上，先發芽形成附著

器，附著器再發芽長出侵入釘，侵入組織細

胞，誘發病害，造成組織壞疽形成黑褐色斑

點（如桂味與糯米品種）。在大部分情形

下，分生孢子發芽後形成黑褐色橢圓形的附

著器後，即進入休眠狀態，可以抵抗藥劑與

惡劣環境，等果實轉色後，附著器即再發芽

侵入寄主，誘發病害，為潛伏感染。罹病的

果實、葉片掉落地面後，病原菌可在其內存

活甚久，成為翌年之初次感染源。

荔枝炭疽病原菌有性世代在田間存在情

形甚為普遍，子囊孢子成為感染源之機率甚

高，其在生活史中擔任之角色尚不明瞭，依

據其他子囊菌之資料，子囊殼一般會在越冬

後成熟，於降雨後自動釋放子囊孢子，感染

寄主。

荔枝炭疽病之發生生態尚不完全明瞭，

降雨與潮溼環境有利病原菌之傳播與侵染，

分生孢子與子囊孢子均可為病害之傳播與感

染器官，但須靠風雨或露水之攜帶。所有荔

枝品種均會罹患炭疽病，病原菌從開花到果

實採收均可侵入組織，但大部分品種在果實

轉色後才出現病徵，惟經濟栽培品種中，以

糯米與桂味發病較嚴重，綠色果實即會出

現病斑。此外，如果氮肥施用過多或用藥不

當時，炭疽病的疫情會加重，提早出現病斑

與大量落果。由於炭疽病菌之寄主範圍甚為

廣泛，可以危害多種果樹與其他作物，病染

源亦可能來自其他作物。

（一）田間衛生

清除地面上之枯枝、落葉與果樹上之罹

病枝葉、果實，並予以燒燬，以降低果園中

病原菌之密度。

（二）耕作防治

適當施肥與整枝修剪，使通風良好，日

照充足，增強果樹抵抗力；勿施用不當藥劑

與植物生長素，降低植物抵抗力。

（三）化學防治

可於花期降雨後參考使用植物保護手冊

推薦露疫病之防治藥劑，如33％鋅錳乃浦水

懸劑600倍等，對炭疽病有預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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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trichum ludwigii於1995年首先在臺灣

發現，為世界上首次報告，荔枝之各品種

皆會罹病，以桂味、糯米及黑葉品種較

為嚴重，主要危害荔枝果實，果實於成熟

季節如遇連續降雨，最易罹患酸腐病，造

成大量落果及影響果實品質。本病害目前

並無推廣藥劑可供使用，病害一旦發生，

往往難以控制，因此必需由平常之田間管

理著手。

酸腐病菌主要危害成熟期之荔枝果實，

對於花、葉片、枝條及樹皮並不會造成為

害。病徵最初為褐色水浸狀之病斑，進而造

成裂果，表面有乳酪狀菌體，被害果實迅速

腐爛並流出有強烈酸味之乳白色汁液（圖

一），綠色果實亦可被感染。

（一）分類地位

Hemiascomycetes 半子囊菌綱

Endomycetales 內孢霉目

Endomycetaceae 內孢霉科

Endomyces 內孢霉屬

（二）分布

1900年Ferraris首次報告歐洲南部的柑橘

有G. candidum感染所引起柑橘酸腐病發生，

其後陸續在美國、日本、南非、巴西、獅子

山、荷屬東印度、法國、法屬新喀里多尼亞

島、印度、法屬圭亞納、古巴、以色列、土

耳其、澳洲及臺灣等地均有報導。

荔枝酸腐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 Galactomyces geotrichum（Butler ＆ Petersen）Redhead et 

Malloch、Endomyces magnusii
無性世代 Geotrichum candidum Lk. ex Pers.、Geotrichum ludwigii

（Hansen）Sin - Fang. Tzu ＆ Cheng Jing-Chu
英名：Litchi sour rot

圖一：酸腐病菌危害造成裂果及流汁。

（蔡志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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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寄主

Geotrichum candidum危害之作物包括柑

橘類、李、番茄、哈蜜瓜、胡蘿蔔、桃、葡

萄柚、胡瓜、豌豆及荔枝等；G. ludwigii目

前全世界之寄主紀錄僅有荔枝。

（四）形態

臺灣荔枝酸腐病主要是由G. candidum 及

G. ludwigii 所引起，此兩種病原菌在8℃以下

或36℃以上生長緩慢，最適生長溫度為28 ~

32℃，在不同之酸鹼度下生長適應性極廣，

於 pH3 ~ 11 皆可生長， pH6 ~ 9 時生長最

佳；節孢子圓桶狀或橢圓形，於8 ℃以下，

40℃以上不發芽，28 ~ 32℃為最適發芽溫

度，於28℃恆溫箱培養，3 ~ 4小時後節孢

子即開始發芽，6 ~ 7小時後有隔膜產生。G.

candidum於PDA培養基上之菌落為白色，表

面粉狀或近似細絨毛狀（圖二），菌絲無

色，有隔膜，呈2、3分叉生長，節孢子大

小為5 ~ 15 × 4 ~ 8 µm（圖三）； G. ludwigii

之菌落則為乳白色，似酵母菌（圖四），菌

絲無色，有隔膜，節孢子大小為5 ~ 35 × 5 ~

10 µm （圖五）。

圖二：Geotrichum candidum於PDA上之菌落

為白色，表面粉狀。（蔡志濃）

圖四：Geotrichum ludwigii於PDA上之菌落為

乳白色，似酵母菌。（蔡志濃）

圖三：Geotrichum candidum之節孢子形態。

（蔡志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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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新的生活史。

酸腐病在溫暖潮濕季節易發生，病原菌

主要危害植株上或落於地上之成熟果實，無

性世代之菌絲及斷生孢子是主要傳播器官，

需靠水分（包括風雨、灌水）或昆蟲攜帶，

主要發生於荔枝果實成熟期，高溫多濕會加

速病害發生，病原菌侵入僅需1 ~ 2天時間，

果實即出現病徵，蔓延相當迅速。本病之初

次感染源為來自地上落果，病原菌經由昆蟲

（果蠅及蜜蜂等）吸食攜帶，傳至樹上果實，

造成果實腐敗及裂果，產生乳白色汁液及菌

體，經果實間相互接觸磨擦、昆蟲吸食傳播

及雨水飛濺，造成病害快速蔓延，罹病嚴重

果實掉落土壤後，若未加以清園處理，即成

為第二年之初次感染源。病原菌在土壤中存

活時間可長達1年以上。

（一）田間衛生

保持田間無病原菌之清潔狀態，清除罹

病落果，不可隨意棄置成為感染源，造成病

原四散蔓延，引發嚴重疫情。

（二）耕作防治

注意水分與濕度管理，果實幼果期後，

經常保持土壤濕潤，避免土壤過於乾燥後，

突然下雨，容易造成裂果，而成為初次感染

源。

（五）診斷技術

1. 組織鏡檢法：通常罹病果實會產生裂果，

被害果實迅速腐爛並流出有強烈酸味乳

白色汁液，將病組織切下鏡檢，觀察菌

絲形態。

2. 病原菌分離－選擇性培養基法：將要檢定

的罹病組織洗淨，切成小塊（7.5 × 7.5

公釐），經表面消毒，瀝乾水分後，放置

於選擇性培養基上，2 ~ 3天後檢查培養

基上有無酸腐病菌自罹病組織塊長出。

病原菌長出後，經純化，移至PDA培養

基於28℃下生長3 ~ 5天，再於顯微鏡下

觀察菌絲形態。

（六）生活史

當病原菌遇荔枝果實裂果即可侵入，誘

發病害，成為初次感染源，當無果實或環境

不適合時，病原菌一般以菌絲或斷生孢子形

態，殘存於土壤中，靜待合適之環境，以循

圖五：Geotrichum ludwigii之節孢子形態。

（蔡志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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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荔枝果實成熟採收後，於市場上或貯

藏期間經常出現黑腐病斑，導致果實櫥架壽

命短暫與不耐貯藏，經分離可疑病原菌，以

Lasiodiplodia theobromae出現最多，約佔30 ~

80％；其次為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約

20 ~ 50％， Fusarium spp.約10 ~ 30％；其餘

亦包括 Trichoderma spp.、 Alternaria spp.、

Pestalotia sp.、Penicillium spp.（0 ~ 5％）等少

數真菌。其中除L. theobromae 經過以菌絲塊

接種無傷痍處理之黑葉荔枝果實，可以快速

引起果實腐敗外（未發表），其餘真菌均尚

無經過接種試驗以確定病原性，此部份尚待

更深入探討。

初於果皮出現暗色斑點，病斑迅速擴

大，果實腐敗、脫落，並向鄰近果實快速蔓

延；在潮溼環境下，罹病果皮上長出灰黑色

黴狀物（圖一），易與露疫病引起者區別；

罹病果梗會枯乾。

（一）分類地位

1. Lasiodiplodia theobromae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Xylariales 炭化菌目

Polystigmataceae 疔座煤科

Lasiodiplodia毛球雙胞菌屬

荔枝果腐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 Botryosphaeria rhodina（Berk. ＆ Curt.）Arx.（Sny.

Physalospora rhodina（Berk. ＆ Curt.） Cooke）
無性世代 Lasiodiplodia theobromae（Pat.）Griff. ＆Maubl.（Sny.

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 Pat.；Diplodia natalensis P.
Evan）、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Penz.）Penz. ＆
Sacc. 及其他

英名：Litchi fruit rot

圖一：荔枝果腐病病徵。（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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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生長甚速，在8 ~ 38℃下均可生長，最

適生長溫度為 28 ~ 30 ℃，菌絲呈灰黑

色 ， 約 培 養 1 個 月 後 會 形 成 柄 子 器

（Pycnidia），產生柄孢子（圖二）；柄孢

子為分生孢子之1種，橢圓形，初為無色

透明，成熟後暗褐色，有 1 隔膜（圖

三），大小約17 ~ 43  × 10 ~ 18 µm 。病

原菌於罹病組織上會形成橢圓形黑褐色

之柄子殼，內部著生柄孢子。

2.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參考荔枝炭

疽病。

（五）診斷技術

依病徵診斷，初發病者，須以組織分離

方式獲得病原菌，再依病原菌孢子形態鑑定

之，罹病後期的果實上長有分生孢子，可在

顯微鏡下直接觀察。

70

2.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Xylariales 炭化菌目

Polystigmataceae 疔座煤科

Glomerella v小叢殼屬

（二）分布

1. Lasiodiplodia theobromae：熱帶與亞熱帶地

區。

2.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熱帶與亞熱

帶地區。

（三）寄主

兩菌均為多犯性，包括荔枝、檬果、柑

橘類、香蕉、木瓜等多種果樹與其他百餘種

作物。

（四）形態

1. Lasiodiplodia theobromae：病原菌於培養基

圖二：荔枝果腐病菌Lasiodiplodia theobro-

mae柄子器與未成熟之柄孢子。

（安寶貞）

圖三：荔枝果腐病菌Lasiodiplodia theobro-

mae成熟柄孢子。（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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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活史

1. Lasiodiplodia theobromae：尚不明瞭，參考

其他作物相同病害，病原菌在荔枝或其

他鄰近果樹之枯枝上形成柄孢子及子囊

孢子，為初次感染源，經雨水及風力將

柄孢子沖散感染到成熟果實上，侵入組

織，誘發病害。

2.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參考荔枝炭

疽病。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引起之荔枝

果腐病請參考荔枝炭疽病。B. theobromae引

起之果實腐敗之生態尚不完全明瞭，經濟

栽培品種中，各品種均會發病。病原菌為

多犯性，主要感染成熟果實之受傷部位，

一般存活於枯枝落葉及樹皮中，並在其內

越冬，翌年形成柄孢子，成為主要感染

源，柄孢子為乾性孢子，可脫落懸浮於空

氣中，故空氣亦可傳播，降雨與潮溼環境

有利病原菌之傳播、侵染及發芽；健康果

實與罹病果實接觸亦會傳染。病原菌侵入

後，發病極快，以菌絲塊接種無傷口處理

之黑葉荔枝果實，可以於 48 小時內快速引

起果實腐敗（未發表）。

（一）田間衛生

清除地面上之枯枝、落葉與果樹上之罹

病枝葉、果實，並予以燒燬，以降低果園中

病原菌密度。

（二）耕作防治

1. 適當施肥與整枝修剪，使通風良好，日

照充足，增強果樹抵抗力。

2. 避免在降雨時採果，勿將掉落地面之果

實與一般果實放置一起；果實採收後，

瀝乾水分，密閉於塑膠袋中，置於下5℃

下冷藏，可降低傳染與延緩發病情形。

1. 安寶貞、蔡志濃、王姻婷、楊宏仁。

2004。荔枝果實炭疽病與褐變原因之探

討。植物病理學會刊 13：299-308。

2. 徐世典等編。 2002。臺灣植物病害名彙

（四版）。中華民國植物病理學會出版。

386 pp。

（作者：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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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澤田兼吉首先報告臺灣荔枝銹

病，至今其他國家尚無紀錄，在臺灣該病害

偶爾發生，僅葉片出現少許小點，並不危害

果實及枝條，亦不影響荔枝生長。

本病僅於葉片上發生，被害葉片並無明

顯病徵，病斑亦不多，僅於葉片背面有黃色

小點，不久小點突破表皮露出黃色粉狀物，

為其孢子堆（圖一），整株荔枝樹僅少數幾

個葉片罹病，造成的病斑亦甚少。

（一）分類地位

Basidiomycota 擔子菌門

Urediniomycetes 銹菌綱

Uredinales 銹菌目

Pucciniaceae 有柄銹菌科

Uredo 夏孢銹菌屬

（二）分布

臺灣。

（三）寄主

荔枝。

（四）形態

銹病菌為絕對寄生菌，無法以人工培養

荔枝銹病
病原菌學名：Uredo nephelii Sawada

英名：Rust

圖二：銹病菌夏孢子形態。（蔡志濃）

圖一：銹病病徵及病斑上之黃色夏孢子堆。

（蔡志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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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培養，夏孢子長橢圓形，黃色，周圍具有

刺細胞壁，無色有刺，大小41 ~ 52 × 18 ~ 34

µm（圖二）。

（五）診斷技術

觀察病徵及病兆進行診斷，於荔枝葉片

上有黃色小點，並有黃色粉狀物，於顯微鏡

下觀察，可見長橢圓形夏孢子，則可確認為

銹病。

（六）生活史

本菌有性世代尚未被發現，生活史目前

尚未明瞭，病原菌可能存活於地面罹病落葉

中，在臺灣主要靠夏孢子重複感染造成危

害，病原菌孢子可能藉由風及雨水攜帶而傳

播侵入，並於荔枝葉片上增生菌絲而行絕對

寄生。

荔枝銹病甚少發生，且危害不大，目前

對於銹病菌存活環境並不明瞭，通常於較密

不通風之葉片上容易受銹病菌侵染。

本病害對荔枝危害不大，且偶爾發生，

目前不需防治。

1. 孫守恭。1992。臺灣果樹病害。世維出版

社。550 pp。

2. 澤田兼吉。1943。臺灣產菌類調查報告第

八編。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報告 85：

53。

（作者：蔡志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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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葉枯病主要發生於葉片上，病原菌

之病原性並非很強，因此一般於樹勢較衰弱

時，發生較為嚴重。

本病害多發生於成熟葉片或老葉，葉片

自尖端逐漸褪色乾枯（圖一），嚴重時可達

1/3 ~ 1/4 的葉片面積，枯萎的部位初為褐

色，而後成灰白色，組織脆弱，上面密佈灰

黑色針尖狀小點，為病原菌分生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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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及中國南方荔枝產區。

（三）寄主

荔枝。

（四）形態

Pestalotiopsis litchii菌絲透明無色，具有

隔膜，在寄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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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色，頭尾兩細胞透明無色並各著生鞭

毛，鞭毛透明無色，不分叉，尾端1根，頂

端 2 或 3 根。病原菌於 PDA 培養基上生長

時，菌絲為白色，後期於表面會產生黑褐色

的分生孢子。

（五）診斷技術

1. 組織鏡檢法：本病主要危害葉片，葉片自

尖端逐漸褪色乾枯，嚴重時上面密佈灰

黑色針尖狀小點，為病原菌分生孢子，

因此可將病組織切下後再鏡檢，觀察病

荔枝葉枯病
病原菌學名：Pestalotiopsis litchii Sawada

英名：Litchi leaf blight

圖一：葉枯病菌危害造成葉尖枯萎。（蔡志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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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菌形態。

2. 病原菌分離培養鑑定：將要檢定的罹病組

織洗淨，切成小塊（7.5 × 7.5公釐），經

表面消毒，瀝乾水分後，放置於PDA培

養基上，2 ~ 3天後檢查培養基上有無病

原菌自罹病組織塊長出。病原菌長出

後，經純化後移至PDA培養基，於28℃

下生長7 ~ 10天，再於顯微鏡下觀察孢子

形態。

（六）生活史

病原菌以分生孢子為主要感染源，分生

孢子侵入葉片後造成葉枯。病原菌之存活及

越冬，則尚不明瞭。

本病發生並不嚴重，目前尚不十分明瞭

病因，梅雨期或冬季乾旱時，施肥不當、植

株生長衰弱、植株果實生育過多或罹患根部

與枝條病害時發病較為嚴重。本菌為弱病原

菌，在植株衰弱時或葉片尖端組織先枯死

（因水分、養分、病害所致）時易侵入，病

原菌侵入後，造成更嚴重之葉枯。

宜注意施肥、植株修剪、果園通風與其

他病蟲害管理，以增強樹勢，可減少發病情

形。

1. 孫守恭。1992。臺灣果樹病害。世維出版

社。550 pp。

2. Sawada, K. 1959.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aiwan（Formosan）fungi. Part XI. Special

publication No.8,181p. College of Agricul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作者：蔡志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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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煙病常見於田間衛生較差之荔枝園，

主要會在生長茂密不通風的荔枝枝條及葉片

上覆蓋1層類似煤煙的黑色黴狀物，本病害

之發生與昆蟲有極大之關係，如蚜蟲、介殼

蟲及木蝨等會分泌蜜露之昆蟲，即容易誘發

煤煙病菌於其上生長。臺灣之紀錄僅有上述

真菌1種，國外之記載尚有Tripospermum，

Linacinula，Trichopelteca，Chaetothyrium，

Antennulariella ， Capnodendron ， Scoriae

（ Neocapnodium）， Scolecoxyphium 及

Polychaeton 等屬之真菌。

被害部位包括葉片、枝條、樹幹及果

實。被污染之枝葉，出現暗褐色或黑褐色由

煤煙病菌絲塊所構成的覆蓋斑點（圖一），

而後擴展蓋滿整個葉片與枝條，顯得十分骯

髒不潔；此種覆蓋塊斑為紙質，疏鬆易碎，

容易剝離脫落，被菌絲塊斑覆蓋下之組織仍

然健康完好，但荔枝組織因無法接受充分之

日光照射，故而光合作用受阻，導致植株生

長不佳，樹勢衰弱。煤煙病菌污染果實時，

果皮上常呈現黑色塊狀污斑或條狀之淚斑，

沿果梗而下，嚴重降低果實之商品價值。

（一）分類地位

Ascomycetes 子囊菌綱

Dothideales 座囊菌目

Capnodiaceae 煤炱科

Phoeosaccardinula 煤炱屬

（二）分布

臺灣及中國南方荔枝產區。

（三）寄主

煤煙病菌具多犯性，寄主包括荔枝、龍

煤煙病
病原菌學名：Phoeosaccardinula javanica（Zimm.）Yamam.

英名：Sooty mol̂d of litchi

圖一：煤煙病於葉片上形成一層煤煙狀物質。

（蔡志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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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等及其他多種植物。

（四）形態

有性世代均屬子囊菌，在荔枝之殘枝枯

葉上，有時會形成子囊殼。無性世代形成分

生孢子，是病害之主要傳播器官。煤煙病菌

菌絲為暗褐色，分叉較少，若有分叉多為對

生或輪生，菌絲由長細胞及短細胞與吸器所

組成，吸器由2個細胞所構成，前端細胞較

長，連接菌絲處的細胞則較短，有暗黑色的

剛毛混雜菌絲間；子囊孢子暗黑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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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診斷技術

病徵診斷：煤煙病菌屬於子囊菌，能產

生無性世代之黑色分生孢子及暗色有性世代

之子囊殼，附生於植物表面，造成光合作用

受阻，使植株衰弱，診斷方法為將黑色煤狀

物置於顯微鏡下鏡檢觀察。

（六）生活史

子囊孢子藉由雨水或昆蟲攜帶至葉片、

果實等表面發芽，攝取昆蟲分泌在葉表上的

蜜露養分，並以吸器伸入表皮吸收營養後，

於植物表面增生菌絲體而行絕對寄生，並於

其上進行有性生殖，產生子囊孢子。

病害在臺灣全年均會發生，中南部冬季

乾旱季節發病較嚴重；疏於管理，通風不

良，且受昆蟲（介殼蟲類、蚜蟲、葉蟬或其

他分泌蜜露的小昆蟲等）嚴重危害之果園，

亦嚴重發病。煤煙病菌為多犯性，可以感染

多種作物，其分生孢子為病害之主要傳播與

感染器官，分生孢子分布於空氣中，遇到黏

在葉片上昆蟲分泌之蜜露，便以其為營養，

發芽生長菌絲，形成黑色塊斑，覆蓋在植物

組織表皮上；昆蟲亦會攜帶煤煙病病原菌之

分生孢子，散播到其它健康部位。

注意果園衛生加強整枝與修剪，促進果

園內通風，使果樹接受充足之日光照射，減

少昆蟲之密度。

1. 蔡雲鵬。2003。植物保護圖鑑系列9－柑

橘保護，柑橘煤煙病。p. 200。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出版。

2. Alexpoulos, C. J., Mims, C. W., and Blackwell,

M. 1996. Introductory Mycology. 868 pp. John

Wiley & Sons, INC. 868pp.

（作者：蔡志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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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赤衣病在臺灣尚無正式記載，發生

亦不普遍，但栽培密集的老樹在陰濕環境下

偶爾會發生，嚴重時亦會造成相當的損失。

一般樹幹與枝條被害，其上會長出一層白色

菌絲狀薄膜，而後轉為粉紅色，為病原菌之

孢子，之後樹皮龜裂，罹病樹幹逐漸枯萎死

亡。

赤衣病主要危害植株枝條或主幹，被害

部最初有少許樹脂滲出，隨後乾枯龜裂，其

上生出如白色蜘蛛網的菌絲，不久變成淡紅

色；濕度高時，白色菌絲沿著枝幹向上下蔓

延，圍繞整個枝幹周圍，形成醒目的銀白

色，罹病部上方的枝葉整個凋萎枯死（圖

一、二）。

荔枝赤衣病
病原菌學名：Erythricium salmonicolor（Berk. & Br.）

Burds. （Syn. Corticium salmonicolor Berk. & Br.）
英名：Litchi pink disease

圖二：罹患赤衣病之樹幹。（安寶貞）圖一：罹患赤衣病之荔枝枝條。（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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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各品種均會被感染，但以樹勢衰

弱，潮濕陰暗處的枝幹較感病，每當夏、秋

季，潮濕多雨季節，老舊病斑上會形成擔孢

子，隨風雨傳播至健康枝條上，而侵入感

染，誘發病害，尤其是環境衛生較差之果

園，發病十分普遍。

1. 初夏以後，經常巡視田間，發現被害枝條

應即刻剪除，埋入土中或燒燬，以減少

傳染源。

2. 適當的整枝修剪，使通風良好，樹冠內枝

葉勿太密，園中日光充足，可減少本病

發生。

3. 適當使用氮肥，勿使果樹徒長枝過多，降

低抵抗力。

1. 呂理燊、楊秀株。1982。枇杷赤衣病菌

擔孢子之釋放、發芽及藥劑防治試驗。

植物保護學會會刊 24：285。（摘要）

2. 莊再揚、安寶貞。2003。柑橘赤衣病。p.

222-223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柑橘保

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防檢局出版。

3. 澤田兼吉。1919。赤衣病菌。臺灣產菌

類調查報告1：495-503。

（作者：安寶貞）

（一）分類地位

Basidiomycetes 擔子菌綱

Aphyllophorales 無褶菌目（多孔菌目）

Corticiaceae 伏革菌科

Erythricium 紅殼菌屬

（二）分布

熱帶與亞熱帶地區。

（三）寄主

多犯性，在臺灣的紀錄包括：荔枝、枇

杷、梨、柑橘類、茶、檬果、楊桃、相思

樹、咖啡等多種果樹及樹木。

（四）形態

本菌為擔子菌，在樹幹上初為白色長條

狀，為菌絲形成之擔子褥層，其後長出擔孢

子，轉為粉紅色或赤色之硬殼，故名赤衣

病。在荔枝上無詳細資料紀錄，參考柑橘赤

衣病資料，其擔子梗（bisidium）無色圓筒狀

或棍棒狀，大小約 22 ~ 135 × 6.5 ~ 10 µm ，

擔子囊頂端有2 ~ 4個小柄，其上長有擔孢子

（bisidiospores）；擔孢子無色單孢，9 ~ 17 ×

7 ~ 17 µm ，基部尖，頂端鈍圓。

（五）生活史

平時以菌絲及擔孢子生存於寄主植物枝

條裂縫內，於溫、濕度（陰暗高溼與連續降

雨時）適宜時，大量產生擔孢子，藉風雨吹

到罹病植物其他受傷部位或其他寄主，侵入

感染，再生長菌絲並產生大量繁殖器官，循

環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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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臺灣許多木本植物，包括荔

枝、龍眼、番荔枝及一些重要經濟果樹經常

發生生長衰退、落葉、萎凋而終至枯死之現

象，依據植物病害名彙記載，引起植物立枯

死亡的病原菌不下十數種，主要包括褐根病

菌（Phellinus noxius）、疫病菌（Phytophthora

spp.）、白紋羽病菌（Rosellinia necatrix）、靈

芝類（Ganoderma spp.）、炭化菌（Xylaria

spp.）、多種擔子菌、鐮孢菌及細菌青枯病菌

等。其中，又以褐根病為造成臺灣木本植物

立枯死亡的最主要原因（約佔50%以上），

堪稱臺灣木本植物的殺手，無論是果園、森

林、機關、學校、庭園、公園、街道及觀光

景點，經常見到該病害的蹤影，不但造成經

濟損失，而且嚴重破壞景觀。依據近十年來

調查，褐根病遍佈全臺，其寄主範圍廣泛，

有記載之紀錄超過130餘種，樹木經常在外

觀病徵出現不久後，即立枯死亡，因此須有

快速診斷鑑定技術，及早確定病因，才能有

效防治病害。

1. 地上部病徵：果園內最初有 1 ~ 2植株出

現葉片稀疏、黃萎落葉情形，罹病株生

荔枝褐根病
病原菌學名：Phellinus noxius（Corner）G. H. Cunningham

（= Fomes noxius Corner）
英名：Brown root rot of litchii

圖一：荔枝褐根病急性立枯病徵。（安寶貞）

圖二：荔枝樹幹基部被褐色菌絲塊附著。

（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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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逐日衰弱，結果量差，約1、2年後死

亡，稱為慢性立枯；但大部分罹病植

株，病勢進展極為快速，罹病株則發生

急速萎凋現象，葉片黃化乾枯，果樹死

亡後，葉片與果實並不立即脫落，可以

停留在枯樹上數月，稱為急速立枯（圖

一），陰溼環境下，罹病樹幹基部亦長出

褐色菌體（圖二）。

2. 根部病徵：罹病株根部組織初期褐變，

與健康組織間之界限並不十分明顯，而

後木材褐化，約數月後白腐。腐敗木材

上並長有不規則之淺褐至深褐色網狀線

紋，為該病害之特徵（圖三）；罹病根

系之表皮甚易剝落，表皮上長有褐色菌

絲塊，並黏有土塊石粒，顯得十分粗

糙，故稱為褐根病（圖四）。由解剖病組

織發現，病勢進展絕大多數由根系向主

根及莖部擴展，等病原菌蔓延至樹幹基

部時，植株才出現顯著外觀病徵，植株

死亡後，病原菌則繼續向樹幹蔓延，有

時可生長數公尺以上，枯死樹幹基部並

經常被白蟻蛀食。

（一）分類地位

Basidiomycetes  擔子菌綱

Aphyllophorales 非摺菌目

Hymenochaetaceae 刺革菌科

Phellinus 木層孔菌屬

（二）分布

熱帶、亞熱帶地區，包括東南亞、非

洲、大洋洲、中美洲、加勒比海等地，此外

在日本琉球、中國海南島亦有發現。在臺灣

各地均可發現，但以中南部高溫地區發生較

圖三：褐根病之根部病徵，罹病木材上長出網

紋狀之暗褐色菌絲束。（安寶貞）

圖四：樹根外表被褐色菌絲塊附著，並沾黏土

塊石粒。（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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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普遍，一般自平地至海拔1,000公尺（嘉

義番路）之山區均可發現病害的蹤影，但以

海拔500公尺以下之山坡地與平原發生較普

遍；高冷地區亦偶有發現，但較不普遍。

（三）寄主

褐根病的寄主範圍十分廣泛，全世界褐

根病寄主紀錄至少有59科超過200種作物；

在臺灣的寄主紀錄即有107屬132種植物，包

括22種果樹（荔枝、龍眼、葡萄、梨樹、釋

迦、柳橙、廣東檸檬、印度棗、蓮霧、酪梨

等）、94種觀賞植物與林木（山櫻花、臺灣

蘇鐵、繡球花、馬櫻丹、月橘、朱槿類、裂

瓣朱槿、黃槿、黃梔花等）、 8 種特用作物

（破布子、茶、咖啡、錫蘭肉桂、樟樹、牛

樟、肉桂、巴西胡椒木）及 7 種草本植物

（山萵苣、山刈菜、艾草、水冬瓜、茵陳

蒿、馬鞍藤、虱母子草）。在國外主要危害

咖啡、茶、油椰子、橡膠等作物。

（四）形態

本菌屬擔子菌，病原菌生長範圍10 ~ 36

℃，最適生長溫度為24 ~ 33℃；最適生長酸

鹼值為pH 4.5 ~ 5.5，pH7.0以上之鹼性環境

無法生長，在PDA培養基上生長時，菌絲初

為白色，繼而轉為黃褐色或深褐色，形成深

淺不規則之褐色塊狀（圖五），但菌絲不具

扣子體，不形成分生孢子，但菌絲可斷裂形

成節生孢子（或稱斷生孢子）（圖六） 與特

化成鹿角狀（圖七），為其鑑定特徵。

有性世代為子實體，在罹病荔枝根上尚

未見到有性世代，其他罹病植株（榕樹與巴

西胡椒木）上於連續降雨後，罹病株地際部

或根部之陰濕處偶會長出，亦可在人工培養

圖五：褐根病菌在馬鈴薯葡萄糖培養基上之菌

落形態。（安寶貞） 圖六：褐根病菌節生孢子。（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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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太空包上形成，即菌絲在長滿太空包後，

置於砂土上3 ~ 4個月後即可長出。子實體為

不規則之覆瓦狀，反轉孔面朝上，菌絲層初

為乳白色至黃褐色，而後褐化成黑褐色或深

灰褐色（圖八），大小10 ~ 30公分，厚度2 ~

3公分，3 ~ 4層，孔內菌絲褐色，長度可達

500 ~ 600 µm，有些粗大成鞘狀，寬度可達

12 ~ 14 µm，但未發現擔孢子；擔孢子無色

透明，單室，橢圓形，大小3 ~ 5 × 4 ~ 6 µm
（圖九）。

（五）診斷技術

1. 褐根病與其他立枯型病害之區別：褐根

病為造成臺灣樹木死亡的第一要因，然

而引起樹木死亡的其他原因眾多，經常

造成誤判的情形，影響病害的及時防

治。例如褐根病菌、靈芝、白紋羽病菌

及K. clavus等木材腐朽菌，其引起病徵與

植株立枯病病徵外觀相似，不易區別，

但造成之根部病徵則有明顯差異，褐根

病菌危害會有褐色菌絲塊及褐色網紋狀

之菌絲束，感染靈芝之植株在降雨季節

於樹幹基部會長出靈芝之子實體；而炭

化菌引起之腐敗木材會出現黑色線紋。

尤其褐根病與白紋羽病菌為臺灣最常見

圖七：褐根病菌鹿角狀菌絲。（安寶貞）

圖八：褐根病菌之有性世代特徵，在巴西胡椒

木上形成之子實體。（安寶貞）

圖九：太空包上人工培養之擔孢子。（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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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兩種立枯型病害，茲將兩者之差別列

於（表一）。

2. 近年研發出褐根病簡單的診斷鑑定方法

如下（圖十）：

（1）樹木出現急性或慢性立枯症狀時，觀察

樹冠基部與裸露之根系，如果長出褐色

菌體，即可斷定罹患褐根病。如無進行

2之步驟。

（2）挖開土壤，如果樹根上長有褐色菌體，

剝去樹皮後，組織上有網紋狀菌絲束，

即可斷定罹患褐根病。如無進行3之步

驟。

（3）將罹病根切（鋸）下一段，對半劈開，

密封於塑膠袋內，於室溫25 ~ 30℃下保

持高濕1 ~ 2天，如為褐根病病根，組織

表面會長出褐色菌體，即可斷定為褐根

病。

（4）進行病組織分離工作。此外，目前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正在研發利用

核酸探針來偵測果樹多種根部病害（包

括褐根病）的技術，成功後將可直接測

定。

（六）生活史

在 臺 灣 褐 根 病 菌 不 需 要 產 生 有 性 世

代，即可靠病組織內菌絲或土壤中菌絲塊

傳播，初次感染源主要來自3種方式，包括

種苗、殘根中或土壤帶菌，在國外則認為

擔孢子可為初次感染，經由樹幹或鋸木後

傷口入侵，但在我國擔孢子在田間甚少發

現，成為主要感染源之機率不大。帶菌種

圖十：褐根病之診斷鑑定流程。將罹病根段放入塑膠

袋中保濕，置於室溫下2 ~ 3天，檢視切面。

（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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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取苗或取土，均可能造成病原菌遠距離

之遷徙傳播。

褐根病菌喜高溫潮濕環境與酸性砂質土

壤。經調查，褐根病遍佈全臺灣，但以中南

部海拔800公尺以下之山坡地、酸性砂質、

貧瘠土壤易發病。年度降雨較多時，病勢進

展較快，發病亦較頻繁；重植區、新墾殖區

之植株殘根如果未經清除，亦易發病。病原

菌侵入植物根系，需很強之營養基質，因而

病害主要靠根系接觸、種苗帶菌、病土傳播

（雨水沖刷、人畜與工具攜帶），因此前往病

區作業後，鞋底須經消毒，再進入健康果

苗定植或殘根內及泥土中褐根病菌入侵新

定植植株成功後，病原菌即可在當地建立

褐根病中心，菌絲在根系表面與組織內蔓

延擴展，成為二次感染源，此時附近與罹

病植株病根接觸的健康根系即可被感染而

誘發病害。褐根病發生時，病害最初於田

園中或道路旁以單株或零星染病方式發

生，並以原發病植株為中心形成一個褐根

病圈，而後逐年由內向外（略呈輻射狀）

擴展；山坡地則一般由上向下擴展，罹病

植物每年增加1至數株，如果沒有進行防治

處理，約數 10 年後整個園地內所有感病之

樹種植物均會陸續罹病死亡，只剩下較抗

病之植物（如檬果）存活，此時如果從病

表一、褐根病菌與白紋羽病菌特性與引起病害之比較

項目 褐根病菌Phellinus noxius 白紋羽病菌Rosellinia necatrix

1.分類 1. 擔子菌Basidiomycetes 1. 子囊菌Ascomycetes

2. Brown root rot 真菌 2. Black root rot 真菌

2.菌落 初期白色，成熟後轉褐色或暗褐色。 初期白色，成熟後轉灰色或黑色。

3.生長溫度 8 ~ 36℃，最適24 ~ 33℃。 8 ~ 30℃，最適20 ~ 28℃。

4.菌絲 無扣子體， 但具節孢子與 菌絲基部膨大。

trichocyst hyphae。

5.根部病徵 1. 病根被褐色菌絲與土塊石礫附著。 1. 白色菌絲轉為灰黑色。

2. 腐朽木材有袋狀褐色線紋。 2. 不規則黑色線紋，寄主反應之

結果。

6.腐敗種類 白腐。 白腐。

7.分布 全臺灣、金門，以中部以南800公尺 高冷地區（臺灣中北部）。

以下地區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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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組織中存活5 ~ 10年以上。

（一）耕作防治

根據報告利用淹水處理能有效防治褐根

病，浸水1個月可殺死土壤中存活於木材之

褐根病菌，但由於褐根病多發生於海拔800

公尺以下之山坡地與丘陵，惟很多發病地區

無法實施浸水作業。

（二）化學防治

本病屬土地病害，不易以藥劑防治，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張東柱博士曾報

告利用尿素3,000 ppm能有效遏止褐根病發

生。

（三）綜合防治

由於褐根病菌在臺灣不易產生子實體，

可免除擔孢子藉由風雨傳播之危險性；病害

主要靠根系接觸、病苗、或病土傳播，因此

必須注意種苗帶菌與土壤帶菌問題，病原菌

侵入植物根系，需很強之營養基質，因此罹

病殘株殘體必須清除，否則重植區、新墾殖

區又會重複發病。褐根病之防治，預防重於

治療，一旦植株出現病徵，根部已有60 ~ 70

％以上受害，不容易治療，因此及早發現及

早治療之理念非常重要。雖然罹患褐根病末

期的植物無法救治，但病情輕微者尚有藥可

救，而病區內健康植株也可以進行預防工

作，尤其是珍貴的百年老樹須經常檢查與進

行事先防範作業，防治方法如下：

1. 新墾殖地或重植時，須以挖土機清除所

有根系（包括健康者），避免殘根成為病

原菌之食物基質，誘發病害。

2.  發病區處理

（1）病情嚴重者須掘除，以挖土機將病根完

全挖除後燒燬，同時在病株與健株間挖

掘深溝以阻隔病原；重植時，土壤須經

燻蒸消毒處理，或以其他無病地區的土

壤置換；挖除後之根穴可加入尿素後淹

水，促使病原菌快速死亡。

（2）周圍之健株與病情輕微者，施用尿素＋

鈣化合物以產生氨氣殺死接觸的病原

菌，並可增加植株抵抗力。

3. 田間管理作業要點

（1）使用健康種苗，購買時注意種苗根部與

土壤是否帶菌。

（2）罹病區果樹施肥時，勿使用硫銨為氮

肥，易加速病勢進展；改用硝酸態氮

肥。

（3）勿將病區土壤或來源不明之河砂與土壤

覆蓋果園地面，否則可能誘發嚴重之褐

根病。

（4）在病區作業後，須將工具、鞋底清洗消

毒後，再進入健康果園作業或無病區。

（5）田間除草時，小心作業，切記勿傷及樹

冠與樹根，以避免機械將病原菌帶入傷

口，造成感染；更不可用割草機割除病

株，使工具成為感染源。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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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珍貴老樹的四周應圍以柵欄，避免人畜

入侵，傳播病害。

4. 品種檢定顯示枇杷、梅樹、梨樹、番荔

枝、柿樹、葡萄十分感病。而檬果、柑

橘（但勿以廣東檸檬為砧木）十分抗

病；觀賞植物中黑板樹等亦非常耐病，

可考慮為重植時之替代植物。

5. 如果可以淹水時，廢耕區可進行1個月以

上的淹水作業，快速消滅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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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斑病通常於潮濕環境下發生於荔枝葉

片上，藻類可以行光合作用自行製造養分，

但仍會自寄主植物獲取部分養分，當藻斑覆

蓋葉片面積過大時，會影響荔枝葉片進行光

合作用，使植株衰弱。

病原菌於葉片上生長，呈灰色或灰褐

色、不規則近圓形或橢圓形之圓斑（圖

一），直徑約1 ~ 5公分，主要出現於成熟或

老熟葉片之正面，偶爾亦會侵染枝條。藻斑

病會影響葉片行光合作用，藻類並會吸取寄

主之營養分。

（一）分類地位

Chlorophyceae 綠藻綱

Trentepohliales 爬崖藻目

Trentepohliaceae 爬崖藻科

Cephaleuros 頭孢藻屬

（二）分布

臺灣之平地或低海拔山區。

（三）寄主

本病原屬多犯性，如檬果、荔枝、龍

眼、蓮霧等平地或低海拔果樹及林木皆為其

寄主。

（四）形態

荔枝葉片上的病兆為藻類的葉狀體，

是藻類細胞先在荔枝葉表皮細胞角質層下

聚生成盤狀後，再向外生出而構成。無性

繁殖體再由葉狀體分叉頂端膨大細胞長出

頂生或側生的小梗，其上著生卵形的孢子

囊，這些孢囊會釋放出雙鞭毛游走子。有

性世代則在葉狀體上形成瓶狀的配子囊，

會釋放出雙鞭毛配子，成對配子會融合而

藻斑病
病原菌學名：Cephaleuros virescens Kunze

英名：Algal leaf spot

圖一：荔枝葉片上之藻斑病黑褐色病斑。

（蔡志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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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出孢子體，然後產生小孢子囊並釋放出

四鞭毛游走子，四鞭毛游走子再發芽生長

而成單套配子體。

（五）診斷技術

初期葉片上有黑褐色病斑，之後病斑中

心轉為灰褐色。

（六）生活史

本藻菌同時有孢子體及配子體兩種型

態，且孢子體與配子體的植物體大小及型態

一樣，稱為同型世代交替。它的生活史屬於

與高等植物類似的孢子型，配子體是單套

體，產生配子時不需經過減數分裂，兩性配

子結合後增生形成雙套的孢子體，而後發展

出小孢子囊，並釋放出4鞭毛的游走子，是

為其有性世代，游走子發芽長成植物體，再

經減數分裂產生單套的孢子，即雙鞭毛游走

子，游走子再發育產生單套的配子體及釋出

配子完成生活史。

病害多發生於陰濕環境，尤其栽培密

集，疏於管理，植株生育不良，抵抗力較差

之荔枝果園中，於高濕環境下，病原藻會產

生孢囊，並釋放游走子，藉水滴、雨露或昆

蟲之攜帶而傳播至荔枝健康葉片組織，再侵

入感染。

避免陰濕環境，注意施肥，適當修剪果

樹使果園通風與日照良好，以增強荔枝抗病

力，並降低病原密度。

1. 沈毓鳳、江永棉。1972。第二群藍藻植物

群 Cyanophyta 。中山自然科學大辭典 8

（7）：370-375。

2. 沈毓鳳、江永棉。1972。貳、綠藻植物群

之分類。中山自然科學大辭典 8（7）：

394-403。

3. Chapman, R. L., and Henk, M. C. 1985.

Observations on the habit, morphology, and

ultrastructure of Cephaleuros parasiticus

（Chlorophyta）and a comparison with C.

virescens. J. Phycol. 21：513-522.

4. Holcomb, G. E. 1986. Hosts of the parasitic alga

Cephaleuros virescens in Louisiana and new host

records for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Plant

Dis. 70：1080-1083.

5. Joubert, J. L., and Rijkenberg, F. H. J. 1971.

Parasitic green algae. Annu. Rev. Phytopathol.

9：45-64.

（作者：蔡志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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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衣由藻類及真菌共生而成，藻類可

行光合作用製造養分提供真菌所需，而真

菌則可以加強藻類對逆境之抵抗力。地衣

一般存在於果樹及樹木的主幹及側枝外的

樹皮或葉片上，但並無直接傷害，只有當

地衣在葉表面上或樹枝上增殖過多，阻礙

光合作用、蒸散作用或呼吸作用時，才會

造成樹勢衰弱等間接傷害，因此對於荔枝

的栽培重要性不大。

樹幹或葉片上可見到灰色至灰綠色不整

齊橢圓形之菌體（圖一），大多平貼生長於

植物體表面，經常癒合成一大片。有時可見

到葉狀地衣存在。

（一）分類地位

地衣是由真菌及藻類共生而成，臺灣植

物病害名彙並未紀錄有荔枝上地衣種類，目

前僅在柑橘上紀錄有Physica sp.，為一種表生

地衣。

（二）分布

臺灣。

（三）寄主

地衣廣泛附生於果樹及樹木上，寄主範

圍廣泛。

（四）形態

地衣依種類不同而有葉狀地衣、莖狀地

衣及殼狀地衣等3類，地衣之葉狀體通常是

由真菌纏繞在藻類外圍而形成。

（五）診斷技術

於荔枝樹幹上可見灰色至灰綠色平鋪於

表面之不規則形菌體。

地衣
病原菌學名：Cephaleuros virescens Kunze、Physica spp.

英名：Algal & lichen

圖一：荔枝枝幹上地衣危害造成之灰綠色病

斑。（蔡志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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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活史

地衣有性世代，但一般藉著自葉狀體斷

裂，由藻類細胞與真菌菌絲纏繞而成的無性

繁殖體、粉芽或針芽等特化構造來傳播，而

這些構造則是靠著風、雨、昆蟲或其他動物

之助而散播到新的地方，再萌發而成新的葉

狀體。

地衣廣泛發生於自然界，除了樹木表

面，也會生長於岩石上，但通常在潮濕與生

長衰弱的果園較易發生。

適宜之整枝與修剪，避免陰濕環境，注

意果園內通風及日照。

1. 王貞容、賴明洲。1972。第十二群地衣

植物群。中山自然科學大辭典 8（7）：

492-518。

（作者：蔡志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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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簇葉病在中國又稱鬼帚病、叢枝

病、麻瘋病等，在中國福建、廣東、廣西等

華南地區和臺灣荔枝龍眼產區均有發生，特

別是龍眼受本病危害遠比荔枝普遍而嚴重，

一旦染病之後很難根治，龍眼樹發生鬼帚病

的果園，年減產約10 ~ 20％，重者可達60％

以上。尤其近年來廣東龍眼大面積擴種，此

病大有蔓延擴展之勢，已成為產業發展的一

個障礙。龍眼鬼帚病也是東南亞龍眼產區的

重要病害，目前已是福建省植物檢疫的重要

病害，雖然早在1955年中國即有龍眼病毒病

的相關報告，事實上多年來臺灣地區並未有

此病的正式紀錄或報告，偶在2001年於金門

發現一處龍眼果園內出現類似的病徵（圖

一），翌年追蹤調查，該病徵仍出現於新梢

中（圖二），初步判斷係龍眼簇葉病。惟在

臺灣本島類似的情況並未發生，目前相關的

研究材料不易取得，前人研究也無從追循，

因此僅以收集來的資料彙整成文，供大家參

考與指教。

荔枝簇葉病
病原菌學名: Longan witches’broom virus
英名: Litchi witches’broom disease

圖一：龍眼鬼帚病病徵，整片葉子不能展開，

細條狀扭曲，整個枝梢呈掃帚狀。（鄧

汀欽）

圖二：龍眼鬼帚病在新梢的病徵，整片葉子不

能展開，細條狀扭曲，整個枝梢呈掃帚

狀。（鄧汀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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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可侵染不同品種和不同齡期的荔枝

與龍眼，危害嫩梢和花穗。荔枝樹得病後，

嫩梢受害，幼葉變淺綠狹小，葉緣捲縮，葉

尖內捲，致整片葉子不能展開，呈細條狀扭

曲似月牙形。成長葉片葉脈隆起透化，脈間

呈現黃綠相間的不定形斑駁嵌紋，葉肉凹凸

不平呈漣葉狀，葉緣向葉背捲縮或產生缺

刻，葉尖下彎或呈反捲扭曲。新梢節間縮

短，小葉柄扁化略變寬，有些不定芽陸續長

成叢生枝梢，整個枝梢呈掃帚狀，病情嚴重

的，葉片呈深褐色畸變，致病梢上畸形葉乾

枯脫落或成禿枝狀，俗稱“鬼帚”。花穗染

病受害，花梗及小穗不能伸長而密集在一

起，節間縮短或叢生成簇狀，花朵畸形膨

大，花量大卻不正常密集著生在一起成球

狀，俗稱“虎穗”或“鬼穗”，病穗乾枯後

不易斷落，多懸掛在枝梢上。罹病的花器不

發育或發育不全，提早花落，偶有結實者，

果實小，果肉無味，不能食用。

（一）分類地位

荔枝簇葉病的病原與龍眼簇葉病的病原

同為龍眼鬼帚病毒（Longan witches' broom

virus, LWBV），但LWBV尚未正式列入國際

病毒分類委員會（ICTV）的分類系統。

（二）分布

中國華南地區及東南亞。

（三）寄主

龍眼和荔枝。

（四）型態

病毒顆粒為長絲狀，大小為300 ~ 2,500

× 14 ~ 16 nm，多數長度為700 ~ 1,300 nm，

只在寄主篩管內存活，少數單獨存在，大部

份為多數病毒聚在一起。病毒subunits呈輪

狀排列，部分從側面可見核酸空腔。

（五）診斷技術

目前尚無抗體，也無病毒核酸資料可以

運用，但由特殊的病徵如“鬼帚”或“鬼穗”

可診斷本病害，必要時以電子顯微鏡觀察確

認。

（六）生活史

除 感 染 龍 眼 外 ， 經 由 荔 枝 椿 象

（Tessaratoma papil1osa Drury）媒介，LWBV亦

可感染染荔枝，在荔枝椿象的成蟲和龍眼角

頰木蝨（Cornegenapsylla sinica Yang et Li）的

唾液中觀察到的病毒顆粒與在龍眼病葉細胞

中看到的LWBV形態上相同。

本病主要經由嫁接傳播，用2年生砧木

嫁接病枝，植株經7 ~ 8個月即發病；花粉亦

可帶毒；遠距離靠帶毒種子、接穗和苗木傳

播，在田間自然傳毒媒介昆蟲為荔枝椿象三

齡以上若蟲及成蟲或龍眼角頰木蝨。荔枝椿

象一至二齡若蟲不會傳病，三齡以上若蟲或

羽化後的成蟲獲毒後，即終生帶毒傳病，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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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BV在成蟲體內的循環期 34天以內；龍眼

角頰木蝨越冬代和第一代是主要傳病時期，

因此春梢的病葉和病梢較多。幼齡樹比成年

樹感病，高壓苗比實生苗發病率高，種子傳

病率 0.1 ~ 10％，嫁接傳病率 17 ~ 100％，感

染後的潛伏期 51 ~ 365天；病穗可引起砧木

發病，潛伏期 330 ~ 720天，病砧木可傳染健

芽，引起嫁接苗發病；亦可籍菟絲子傳病率

20 ~ 40％，潛伏期 130 ~ 336天；荔枝椿象成

蟲和若蟲的傳病率分別 18.8 ~ 36.7％和40 ~

45％，潛伏期 53 ~ 365天，龍眼角頰木蝨成

蟲傳病率 23.3 ~ 37.9 ％，潛伏期 80 ~ 365天。

荔枝鬼帚病的發生及危害程度與品種抗病

性、樹齡、栽培管理和傳毒昆蟲發生量有密

切關係，在傳病媒介體發生普遍的地區，病

樹的數量及帶毒種子實生苗和嫁接苗的數量

是果園病情流行的決定因素；病害蔓延的速

度與荔枝椿象和龍眼角頰木蝨的數量成正

比，蟲害發生多，此病就發生嚴重。

五、防治方法

（一）法規防治

嚴格檢疫，嚴禁從國外引入病苗，國內

若有發生亦禁止從病區調運種子、接穗和苗

木等繁殖材料。新區和新建果園一旦發現病

株，應立即砍除燒燬，以免病毒蔓延。

（二）建立無病苗繁殖體系

建立莖頂培養脫毒技術，應用組織培養

培育無病毒種源，在隔離區設立無病毒優質

母樹園、砧木圃、採穗圃和嫁接圃，培育無

病毒壯苗，供應果農種植，禁絕用病樹上的

接穗或高壓苗木。

（三）加強栽培管理

1. 荔枝生長期間，適時適量施肥，特別是採

收前或後及時的施肥恢復樹勢，使秋稍

早發，增強樹體健壯，以提高抗病力。

2. 生產上幼齡樹或高壓苗較成年樹及實生苗

發病較嚴重。對已發病的樹，應結合修

剪、疏果等農事操作，將病枝、病穗儘

早剪除，剪除下的病枝病穗要在果園內

集中燒燬，以延緩病勢和延長結果年

限，並避免病毒蔓延。

3. 選用抗耐病品種。

（四）防治媒介害蟲

病害蔓延的速度與荔枝椿象和龍眼角頰

木蝨的數量呈正相關，於荔枝椿象越冬成蟲

未產卵前及春夏之交初齡若蟲盛發期；龍眼

角頰木蝨越冬代和第一代成蟲，在孵卵盛

期，及時施藥防治，即可達到治蟲防病目

的。此外尚可利用人工繁殖的平腹小蜂生物

防治荔枝椿象及其他病蟲害。

1. 吳文。2003。龍眼鬼帚病的防治。廣西

農業科學 5：40。

2. 李來榮。1955。龍眼樹的病毒病害的初

步研究。植物病理學報 1（2）： 211-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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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景耀、柯沖、許長藩等。1990。龍眼

鬼帚病的研究.Ⅱ.傳病途徑.福建省農科院

學報 5（2）：1-6。

4. 陳景耀、柯沖、淩開樹。1990。龍眼鬼

帚病的研究.Ⅰ.病史、病狀、分布與為

害。福建省農科院學報 5（1）：34-38。

5. 陳景耀、柯沖。1992。荔枝鬼帚病的初

步調查及傳病試驗。植物病理學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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