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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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6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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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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