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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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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