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柑橘黑點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 Diaporthe citri F . A . Wolf.
無性世代： Phomopsis citri H . S . Fawc
英名：Citrus melanose
一）。果實上的病徵，隨病原菌孢子感染濃

˘ă݈֏
以往我國柑橘黑點病多發生於西部苗栗

度高低及感染果實時期不同而表現不同（如

以北地區及東部成功以北地區，近年來病害

表一）。雨水中孢子密度低時，在果實上產

南移中南部地區亦常發生。本病為臺灣北部

生小黑點；密度高，則形成淚斑或赤褐色泥

桶柑及柳橙的最主要病害，影響果實外觀，

塊狀病斑（圖二、三、四）而嫩葉受到密度

病果售價低廉。秋冬季多雨及春雨充沛是本

很高的孢子感染，會產生密集的赤黑色斑

病發生嚴重的主因。本病原菌亦會於果實貯

點。不同齡期的果實染病時表現的病徵不

藏期間引起褐色蒂腐病發生。

同，當病原菌孢子侵入幼果皮或嫩葉時，侵
入部位會形成抵抗組織，把病菌包圍，而產
生突起的小黑點或斑點。果實經過增大期以

˟ăঽᇈ
在葉片、嫩枝條及果實上，形成突出密

後，果皮本身的再生能力弱，因此在此時期

集的小黑點，用手觸摸，有粗糙的感覺（圖

受病菌感染，只會變色而不會突起隆起。因

表一：黑點病菌的感染時期及孢子密度與果實病斑的關係
孢子
密度 病斑形態

初期感染病徵

後期感染病徵

黑點病狀

黑點較大，黑點略突出於果皮上
，周圍略呈灰白色。黑點表面有
粗糙感覺。

黑點較小，突出於果皮，周圍上
不呈灰白色。果實著色後，黑點
周圍仍留有綠色。

淚斑或泥塊型

病斑略隆起，有不規則的淚痕，
有粗糙感覺，裂痕處及病斑周圍
有灰白色周緣。

病斑不隆起，反而有略為凹下的
感覺。普通病斑上無裂痕，病斑
周圍不呈灰白色。果實著色後，
病斑周圍仍留有綠色。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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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由果實病徵可推測感染時期及病原菌密

(四)形態

度。

有性世代：普遍存在於發病嚴重地區，
子囊殼形成於枯枝皮層下，子座單生或群

ˬăঽࣧෂໄ

生，子囊殼嘴狀部，大小 340-1260 × 46.5-

(一)分類地位

86.3 μm，球狀部 245.8-558.6 μm。子囊長棍

Ascomycetes（子囊菌綱）
Diaporthales（間座殼目）
Diaporthaceae（間座殼科）

棒狀，大小 45.5-65.3 × 6.2-13.8 μm。子囊孢
子長橢圓形，無色， 2 胞，含 4 個油胞

，

大小14.5-17.4×4.3-6.0μm。

Diaporthe （間座殼屬）
(二)分布

(5,6)

無性世代：柄子殼在枯枝或褐色蒂腐病
果的表皮下形成，呈球形或扁球形，暗褐

全世界柑橘栽培區。
(三)寄主

色，直徑100-430μm。殼孔口圓形，直徑3545 μm。內壁著生多數無色絲狀孢子梗，大

柑橘類、金柑、枳殼。

小 12-15 × 1.5 μm，其先端著生柄孢子。柄
孢子有兩型，卵圓形孢子
（α孢子）單胞、無色、
兩端鈍狀，內含 2 個油
胞，大小 5-9 × 2.5-4 μm；
絲狀孢子（β孢子），單
胞，無色，細長，一端彎
曲，不含油胞，大小20-30
× 0.75-1.5 μm，未見有發
芽。
(五)診斷技術
柑橘黑點病的外觀病
徵顯著，為密集突起的沙
粒狀小黑點，極易辨別。
用手觸摸時，有粗糙的感

圖一：柳橙葉黑點病病斑。（蔡雲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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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花後至收穫前，綠色果實都有被感染的機

(六)生活史
在柑橘枯枝上形成的柄孢子及子囊孢

會。葉片或枝條成熟後，不再受黑點病菌感

子，為初次感染源，柄孢子經雨水及風力沖

染 (8)，而果實直徑達到8 公分時，對本病亦

散後，感染到幼葉、嫩枝及幼果上，侵入組

有抵抗性 (8)。
侵入果皮或葉片內的病原菌孢子，被包

織，誘發病害。

圍後即告死亡，因此黑點病初次感染源來源

αă൴ϠϠၗ

只有一種，即是「枯枝」，園中枯枝全清

柑橘所有品種均可被感染。病害在新

除，就能確保不會發病。柑橘植株於日照不

。春梢萌芽期

足、施氮肥過多、缺肥、乾旱或感染病蟲害

與幼果期，遇連綿陰雨時發病最為嚴重。自

等情況下，易產生枯枝，枯枝經過一個月左

竹、苗栗以北地區發生嚴重

(3,6)

右，就會被黑點病菌侵入而帶有病源菌成為
感染源。愈新的枯枝上病菌致病能力愈強，
直徑 0.5 公分以上的枯枝帶菌率較高，而枯
乾的果梗幾乎不成為傳染源。病菌在枯枝上
可生存數年，以第一年產生孢子的能力最
強，而空氣中的濕度愈高，孢子的形成亦愈
多，棄置於地上的枝條，枯乾後也會成為病
原菌傳播來源。本病原菌除了在柑橘枯枝上
繁殖外，人工接種實驗顯示，亦可在其他枯
死的植物上產生孢子 (1,7)，但自然界是否亦然
則尚待調查。
黑點病的發生與雨水及溫度關係最密
切。病原菌孢子隨雨水到達果皮後，長出發
芽管，先端形成附著器密貼果皮上，再由附
著器長出菌絲侵入果皮組織內，完成感染過
程。在這過程中，必需有雨滴附著於果面，
如無水分存在，病原菌就會死亡。當降雨量
圖二：柳橙果實黑點病病斑與枯枝。（蔡雲鵬）

多，且時間長的時候，黑點病發生最嚴重；
降雨量少但時間長的時候，發病也嚴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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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柳橙果實黑點病病斑，
泥塊型。（蔡雲鵬）

病菌在 25 ℃，有雨滴存在時，僅 12 ∼ 16 小

葉片，仍有83%的發病率。

時即可侵入果皮內； 20 ℃時則需要 12 ∼ 24

由於黑點病和褐色蒂腐病的病原菌為同

小時。本病最適合發病的溫度是25℃，超過

一種，所以黑點病發生多的果園，所產果實

30℃以上時病勢進展停止 ，而20℃以下時

經貯藏後，蒂腐病的發生也較多。

(9)

發病緩慢。強風可將病原菌孢子吹到約 9 公
尺之遠處。臺灣地區對柑橘自抽春梢、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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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果實肥大期延續至十一月上旬皆可發

(一)加強田間管理，隨時修剪並清除樹上及

病，以八月中旬以後至九月發病較嚴重。
北部地區柑橘樹冠內枯枝自五月以後持
續到年底皆有孢子角溢出，同時每個月份均

維持果園通風良好、日照充足等，減少
枯枝的發生。

會形成子囊殼。子囊孢子可能為黑點病的最

(二)藥劑防治：幼果期開始，可噴灑80％鋅

，其田間釋放以 22 ∼ 28 ℃最

錳乃浦W.P.（Mancozeb）500倍，33％鋅

適宜，發芽適溫為 28 ∼ 31 ℃。柄子殼亦在

錳乃浦水懸粉劑（Mancozeb）500倍。70

柑橘樹上枯枝產生，其內許多孢子在15∼30

％睛硫㤳 （Dithianon）1,000倍，或56％

℃下枯枝得到雨水濕潤時，即由柄子殼內溢

貝芬硫㤳W.P.（Carbendazin＋Dithianon）

出，隨著雨水傳播。離開感染源達10公尺的

800倍，每隔25-30天施藥1次。

主要感染源

184

地面的柑橘枯枝，減少施用氮肥，注意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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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噴藥的間隔日數，需視雨量多少決
定，一般約 250 公釐時，就應再噴藥。主要
噴藥時期為四月至六月（前期感染）及九至
十一月（後期感染）(2,6)。三月底謝花前不必
噴藥，以降低防治成本。
鋅錳乃浦及錳乃浦，對本病具有良好的
保護作用，但無法阻止孢子形成，因此不能
減少傳播的孢子數量。免賴得及甲基多保淨
未能阻止孢子發芽，但能夠阻止發芽管伸
長，並可減少枯枝上的病原菌（感染源），
因此施用於田間也有相當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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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桶柑果實黑點病病斑，流淚型。
（蔡雲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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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瘡痂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 Elsinoë fawcettii Bitanc.＆ Jenkins
無性世代：Sphaceloma fawcettii Jenkins
英名：Citrus scab
˘ă݈֏

色

(3,4)

（圖一）。本病初期病徵與潰瘍病相

當免賴得及鋅錳乃浦等殺菌劑尚未問世

似，但病斑週圍無黃色暈圈，這一點可和潰

時，瘡痂病是柑橘的主要病害。如今，本病

瘍病區別。病斑上木栓化疣狀物是被害組織

害已顯著降低，但北部與東部山地低溫地區

為抵抗病原菌侵入，行細胞分裂所造成。當

仍有發生。

被害組織成熟細胞機能衰弱時，病斑不會明
顯突起，僅形成瘡疤形 (2)。病斑形狀依病原

˟ăঽᇈ
僅為害幼葉、嫩枝及幼果。病斑初期為
淡橙色或茶褐色，葉片被感染面呈圓形乳狀

菌侵入時的柑橘組織的成熟度而異，故可由
病斑外觀推測病原菌的侵入時期。

隆起，背面則凹陷。該小點隨著柑橘組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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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而形成畸形突出的木栓化疣狀物，呈淡褐

(一)分類地位
Ascomycetes（子囊菌綱）
Dothideales（座囊菌目）
Elsinoaceae（痂囊腔菌科）
Elsinoë（痂囊腔菌屬）
(二)分布
全世界。
(三)寄主
柑橘類、金柑、枳殼。
(四)形態

圖一：桶柑葉片上瘡痂病病斑。（蔡雲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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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性世代：疣狀突起之頂部分生孢子梗
叢生成褥狀，分生孢子梗無色，圓柱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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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隔膜，10-30×4μm；分生孢子卵狀橢圓

種（biotype）的存在，此種鑑定方法頗有問

形，透明，單胞 4-8 × 3-4 μm；另有絲錘形

題，例如：Whiteside

黃褐色之分生孢子，大小 10-16 × 4 μm，此

cettii 有兩型 biotype ，一型能感染酸橙、甜
橙、粗皮檸檬及葡萄柚，另一型只能感染粗
皮檸檬與葡萄柚。
(五)診斷技術
柑橘瘡痂病的外觀病徵顯著，極易辨
別。
(六)生活史
以菌絲型態在受感染之枝條與葉片上越
冬，次年春季產生孢子，靠雨水感染新葉及
幼果。

類孢子雖不具感染能力，但在潮溼時，能以
出芽方式產生正常橢圓透明的分生孢子。本
病菌生長適溫為 15-23 ℃， 27 ℃以上不發
病。有性世代不易見到，通常伴生在不完全
世代菌褥周邊，子囊果單生或複生，暗色，
扁球形或不規則狀，大小38-106×36-80μm；
每個子囊果含內1-20個子囊，球形或倒棍棒
狀，直徑 12-16 μm；子囊孢子無色，橢圓
形，有1-3個隔膜，大小11-12×5-6μm。

(6)

在Florida 發現 E. faw-

柑橘瘡痂病有 sour orange scab（Elsinoe
，sweet orange scab（E. australis）及
fawcettii ）
Tryon's scab（Sphaceloma fawcettii var. scabiosa
（McAlp.＆Tryon）Jenkins）等3型，依柑橘種
類不同而感受性有異 (3,4)，在臺灣有記錄的為
第一型。此三種病原菌很難加以區分，一般
利用接種至寄主植物加以鑑定，但因生物小

αă൴ϠϠၗ
椪柑、桶柑及檸檬容易發病，柚類僅有
輕度發病，橙類為強抗性。瘡痂病菌靠雨
水、露水及風傳播，雨水有利於病原菌的活
動，而低溫及日照不足，則使柑橘組織柔
軟，易於發病。苗木及幼樹由於營養生長旺
盛，容易被本病菌危害。柑橘植株栽種於北
方、多霧、近日照不良的防風林或氮肥施用
過多園區易發病。
瘡痂病菌以菌絲形態在枝梢及葉片的病
斑內越冬，次年春季溫度升高並下雨時，在
病斑表面產生多量孢子，隨雨滴傳播到幼
葉、幼果及嫩梢 (5)。前一年形成的病斑中，
愈新的病斑，其產孢能力愈強，但新形成孢
子在病斑上僅能存活數天。

圖二：桶柑果實上瘡痂病病斑。（蔡雲鵬）

病菌僅危害柑橘幼嫩組織，當組織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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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後，病菌就無法再侵入感染。春天時，

2.家城洋一。1997。抵抗性の異なるカンキ

幼葉與幼果受本病菌感染後，約 5 天左右出

ツ間のそうか病，病斑形成過程の相違

現病斑（圖二），並產生大量孢子，繼續向

みについて。果樹試驗場報告 B4:99-

其他幼嫩組織蔓延。病菌侵染及發病的最適

114。

溫度為 25 ∼ 26 ℃ ，在溫度 20 ∼ 28 ℃，水
(1)

分充足的情形下，附著在幼葉與幼果上的孢
子，經 2 ∼ 3 小時就能夠發芽侵入柑橘組織

3.Knorr, L.C. 1973. Citrus Diseases and Disorders.
Gainesvillle pp.76-80.
4.Koltz, L.T. 1973. Color Handbook of Citrus
Diseases. 2nded., Riverside. pp.38-40.

內。

5.Whiteside, J.O. 1975.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ă֨ڱ͞ڼ
（一）採果後，剪除會成為第一次傳染源的
越冬病葉及病枝。勿多施氮肥、避免
密植、促進通風、日照充足並促使新
萌發枝葉迅速成熟。
（二）藥劑防治：發病嚴重柑橘園，應由春
梢萌發時起噴藥，至幼果期計噴藥 2

of Elsinoë fawcettii pertaining to the epidemiology of sour-orange scab. Phytopathology
65:1170-1177.
6.Whiteside, J.O. 1978. Phytopathology of two
biotypers of Elsino ë fawcettii to sweet orange
and some other citrus cultivars. Phytopathology
68:1128-1131.

∼ 3 次，就可有效抑止發病。發病程
度輕者，自落花初結小果時起噴藥即
可。施用藥劑如下：免賴得 W.P.
（Benomyl）3,000 倍，睛硫㤳 W.P.
（Dithianon）1,000倍，70％甲基多保淨
（Thiophanate-methyl）1,000 倍， 40%快
得寧WP.（Oxine-copper）500倍或39.5﹪
扶吉胺水懸劑（Fluazinam）2,000倍。

̱ă͔ϡ͛ᚥ
1.山田畯一。1961。溫州ミカンそねうか病
の傳染病學的ならびに治病學的研究。
東海近畿農試園藝部特別報告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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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柑橘白粉病
學名： Oidium tingitaninum C.N. Carter
英名：Citrus powdery mildew
於六至七月的夏梢期在高海拔山區果園造成

˘ă݈֏
柑橘白粉病於 1915 年首次由 Carter 在美
國報導感染在柑橘品種Tangerine，並將其病
原菌學名訂定為 Oidium tingitaninum Carter (3)，

為害，但發生並不普遍。

˟ăঽᇈ

隨後即在世界各地如爪哇（1928）、印度

柑橘白粉病僅感染新梢之幼葉、嫩枝或

（1929）、錫蘭（1925）、越南（1964）、菲律

幼果（圖一），被害葉片及嫩枝上初期出現

賓（1964）等地陸續被報導 。臺灣柑橘栽

分散的小斑點，菌絲擴張後形成不規則塊

培由來已久，過去並無白粉病的正式紀錄，

斑，後期佈滿整葉狀若撒佈一層白粉（圖

孫氏 1964 年雖曾於埔里等地採集獲得病原

二），葉片上下表面皆可被感染。被害之葉

菌，但並未發表 ，近年來，柑橘白粉病多

片或枝條在藥劑防治或環境逆轉下，病斑受

於三至四月的春梢期在柑橘園零星出現，或

到抑制，組織轉變成黑褐色，造成葉部畸形

(1)

(1)

或扭曲，嚴重時大量落葉（圖三）。病原菌

圖二：被害葉片及嫩枝上菌絲擴張形成不規
圖一：白粉病感染後發生於新葉、嫩枝
或幼果上病徵。（童伯開）

則塊斑，後期佈滿整葉狀若撒佈一層
白粉。（童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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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被害之葉片或枝條在藥劑防治或環境逆

圖四：病原菌生分生孢子，分生孢子長撱圓形
或桶形，單胞鏈生。（童伯開）

轉下病斑受到抑止，組織轉變成黑褐
色，葉部畸形或扭曲。（童伯開）

果樹，於發病地區達觀的桶柑果園內栽植臺
灣常見的柑橘品種，經調查得知以椪柑、柳

嚴重感染幼果表皮層時會造成落果，輕度感

橙最為感病，桶柑、茂谷柑、海梨柑及葡萄

染則使果實於採收時，表面形成木栓化的塊

柚次之，柚類之白柚及文旦柚最為抗病。

狀疤痕，影響果實的品質。

(四)形態
病原菌菌絲表生於葉片或嫩枝，成熟後

ˬăঽࣧෂໄ

產生大量分生孢子，分生孢子梗褐色， 2-3

(一)名稱及分類地位

膈膜，大小32.5-50×5-7μm，頂端著生分生

Mitosporic fungi
(二)分布
美國、印度、錫蘭、越南、菲律賓、臺

42.5-22.5 × 20-12.5 μm，單胞鏈生

(5)

（圖

四）；分生孢子發芽管單邊側生，無二叉分

灣及中國大陸。

歧，經過簡短之生長後隨即產生吸器(圖

(三)寄主範圍

五)。本病原菌的有性世代尚未發現。

目前所知，柑橘白粉病菌僅感染柑橘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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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子；分生孢子長撱圓形至桶形，大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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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典型者例如達觀摩天嶺，由於夏季雨水
圖五：分生孢子發芽管

較多，雨後高溼度環境常造成夏梢上白粉病

單邊側生，發芽

的嚴重發生，典型者例如達觀摩天嶺的桶

管無二叉分歧。

柑。

（童伯開）

̣ă֨ڱ͞ڼ
(一)於冬季整枝修剪時儘量剪除罹病枝條，
(五)診斷技術
柑橘白粉病的病徵典型而且明顯，病原

並將之燒燬或掩埋，以減少園內感染
源。

菌菌絲表生，產生大量分生孢子，孢子的形

(二)發病時酌量撒佈防治藥劑，目前柑橘白粉

態極易辨別，通常只需採取病部之病原菌直

病尚無推廣藥劑，室內藥劑篩選證實平

接鏡檢即可診斷。

客座及三泰芬等殺菌劑能有效控制分生

(六)生活史

孢子發芽，可以先作小區測試後試用。

柑橘白粉病至今尚未發現有性世代的子
囊孢子，病原菌應以菌絲殘存於病葉或罹病
枝條上越冬，遇適當季節即釋放分生孢子，
再經空氣傳播感染幼葉及幼果。

̱ă͔ϡ͛ᚥ
1.孫守恭。 1992 。臺灣果樹病害。 pp.145147。世維出版社。臺中。
2.楊美麗、童伯開。1990。柑橘白粉病之研

αă൴ϠϠၗ
本病能為害多種柑橘栽培品種，僅柚類
的白柚及文旦柚較為抗病。分生孢子適合低

究。植病會刊 9 (4) :177 （摘要）
。
3.Carter, C.N. 1915. A powdery mildew on citrus.
Phytopathology 5:193-196.

溫生長， 15 ∼ 20 ℃時發芽率最高，低溫 10

4.Narasimhan, V., Subramanian, K. S., Shanmugam,

℃及高溫30℃時發芽呈現抑制性；適合孢子

N., and Jeyarajan, H. 1984. Efficacy of certain

發芽的相對濕度為85-100%，而以95%RH時

fungicides in the control of powdery mildew of

發芽率最高；因此低溫及高濕的季節適合本

mandarin. Pesticides 18:61-62.

病發生。柑橘白粉病僅發生於新葉及幼果，
由於臺灣低溫高濕的氣候環境出現於三至四
月間，而此時為柑橘的春梢期，部分柑橘栽

5.Petch, T. 1915. Citrus mildew. Phytopathology
5:350-352.
（作者：童伯開）

培區因此普遍可見發病；在高海拔的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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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芽、葉疫病
病原菌學名：我國Phytophthora parasitica Dastur（= P. nicotianae）、 P.
palmivora E.J.（Butler）E.J. Butler 、 P. citrophthora
（R.E. Sm. & E.S. Sm.）Leonian為主， P. citricola 次之。
危害金柑的疫病菌為P. citrophthora。
英名：Phytophthora bud and leaf blight of citrus
˘ă݈֏

˟ăঽᇈ

疫病菌危害柑橘幼苗之幼葉及嫩芽時，

柑橘幼苗之嫩葉與新梢被疫病菌感染

稱為芽葉疫病。本病害多發生於幼苗期，且

後，初現水浸狀灰綠色如燙傷般之斑點，而

以陸地育苗而未有防雨設施之苗床發病最為

後病斑擴展成灰褐色或黑褐色大塊斑，引起

嚴重。近年來宜蘭地區栽培的金柑對疫病菌

落葉及新梢枯萎壞死（圖一、二）
。

Phytophthora citrophthora 非常感病，在降雨季
節，常發生葉片與枝條疫病，嚴重時導致全
株落葉枯死。

A

B
圖一：柳橙芽葉疫病。（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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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金柑疫病（A：全株病徵；B：罹病後
大量落葉）
。（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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ˬăঽࣧෂໄĞ2-6-7-8-9-:-21-22ğ

全部掉落，最後植株枯萎死亡。但金柑對其

(一)分類地位

他種的疫病菌（如 P. parasitica 與 P. palmivora）

Oomycetes（卵菌綱）
Peronosporales（露菌目）
Pythiaceae（猝倒病菌科，腐黴病菌科）

Phytophthora （疫病菌屬）
(二) 分布 (10)、寄主、形態、生活史
請參考裾腐病部份
(三) 診斷技術
降雨時或陰濕處之柑苗才會發病，罹病
組織可經鏡檢與組織分離方式以確定疫病菌
之種類。

甚為抗病 (1)。而其他柑桔品種（如椪柑、柳
橙、柚類）對 P. citrophthora 的抗性則較金柑
為佳，人工接種後，不會發生全株落葉枯死
情形。

̣ă֨ڱ͞ڼĞ21-26ğ
(一)使用無菌介質、消毒土壤或處女土育苗。
(二)育苗場所宜有防雨設施，設施內需通風
良好。
(三)苗床宜離地架高，避免苗床或苗圃土壤
含水量過高。

αă൴ϠϠၗĞ21-26ğ
與苗期根腐病相同，當降雨或灑水致苗

(四)定期噴灑農藥 (請參考裾腐病、果實褐腐
病部份)。

床含水量過高時，土壤中之疫病菌產生孢囊

(五)金柑疫病的防治：由於金柑對 P. citroph-

與游走子，成為初次感染源。孢子藉雨水或

thora 該菌十分感病，且病菌一但入侵便
很難根絕，因此防範絕對重於治療。對
於未罹患過疫病的健康果園，於雨季來
臨前，就需要施用保護性藥劑，避免病
菌由他果園入侵。如果果園已經罹患根
腐病或裾腐病，或曾經罹患該病害，施
藥時藥液需施及地面，避免根系與土壤
中病菌感染。

灑水時之水滴飛濺，而與柑苗之新梢接觸，
侵入感染誘發病害。新梢染病後，病菌在病
斑上可立即再形成孢囊與游走子，再感染附
近之柑橘新芽。疫病菌可以直接侵染柑橘之
幼嫩組織，而不需要傷口。當天氣晴朗，日
光所照之處的病勢進展便立即停止。各種柑
橘栽培品種的幼苗對芽葉疫病均甚為感病，
但仍以甜橙類最為罹病。
由 P. citrophthora 引起的金柑疫病 (3)，在
降雨季節或颱風過後，發生十分嚴重，病菌
可危害金柑全株，包括果實、葉片、枝條及

̱ă͔ϡ͛ᚥ
見柑橘裾腐病與流膠病
（作者：安寶貞）

根系，嚴重時整株果實與葉片於二、三天內

193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柑橘果實褐腐病
病原菌學名：我國主要為 Phytophthora palmivora E.J.（Butler）E.J.
Butler、 P. citrophthora（R.E. Sm. & R.S. Sm.）
Leonian；次要 P. citricola、P. parasitica
國外主要為 P. citrophthora 、 P. palmivora ；次要
P. boehmeriae 、P. citricola、 P. hibernalis 、
P. megasperma 、P. parasitica 、 P. syringae
英名：Citrus fruit brown rot
敗，導致嚴重損失。在臺灣褐腐病甚少發生

ʑă݈֏
褐腐病是疫病菌危害柑橘果實所引起的

於貯藏期，但是在降雨季節，它是一種非常

，褐腐病菌可感染

重要的果實生育期病害，尤其是颱風帶來之

生長發育期之果實，亦可危害採收後運輸貯

豪雨，有時可引起30∼80%之果實感染褐腐

藏期之成熟果實，有時會造成整箱果實腐

病 (1,2)。

病害。依據國外報導

(10,15)

圖一：柳橙果實褐腐病病徵。（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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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印度、美國、法國、阿根廷、南非、馬
來西亞、紐西蘭﹑埃及、剛果、義大利、斯
里蘭卡、菲律賓、澳洲。
(三)寄主
柑橘類，臺灣地區以甜橙（柳橙﹑晚崙
西亞）
、葡萄柚、檸檬、萊姆、溫州柑、海梨
柑、金柑及柚類較為感病，椪柑較少發病。
(四)形態、生活史
圖二：柳橙果實褐腐病病徵。（安寶貞）

˟ăঽᇈ
果實被感染後，經過 3 ∼ 4 天即出現淡
灰褐色、圓形、水浸狀斑點，病斑迅速擴展
成褐色圓形塊狀，約一週內即可佈滿整個果
實（圖一）。但病斑在未擴展至整個果實表
皮前，果實即黃化掉落。病情嚴重時，會引
起滿地落果。濕度高時，病斑上長出白色黴
狀物，為病原菌之菌絲與孢囊。罹病果園與
果實並散發出特殊之霉腥氣味。

ˬăঽࣧෂໄ
(一)分類地位 （1,5,6,7,8,9,10,11）
Oomycetes（卵菌綱）
Peronosporales（露菌目）
Pythiaceae（猝倒病菌科，腐黴病菌科）

Phytophthora（疫病菌屬）
(二)分布（10）
臺灣、中國大陸、日本、西班牙、印

請參考裾腐病部份。
(五)診斷技術
依病徵診斷，十分容易。病害一般均於
陰溼之環境下發生，受害的果實多靠近地
面，染病後迅速褐變掉落，但不軟化，且有
特殊之霉腥氣味。較科學之方法，為將病塊
組織放在放大鏡或顯微鏡下，觀察有無孢囊
形成，或將罹病果實放置高濕環境下，兩三
天後再鏡檢，即可判斷。亦可經分離培養方
式判斷病菌的種（species）
。

αă൴ϠϠၗ)2-3-4-5-8-21-26*
引起果實褐腐病之病原菌，亦可危害柑
橘之根系、樹基部及幼嫩的芽葉（詳見柑橘
裾腐病、根腐病、及芽葉疫病）。發生褐腐
病的果園，其柑橘一般罹患根腐病。病菌平
時以菌絲型態存活於根系中，當土壤因灌水
或降雨而致濕度飽和時，病根上的菌絲即會
形成孢囊，釋放游走子，成為初次感染源。
孢囊與游走子藉風雨傳播至近地面之果實
上，從果實表皮直接侵入（無需傷口），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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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病害。病菌在發病果實上，會形成大量孢

垂，勿使果實過於靠近地面；並應維持

囊，成為二次或二次以上之感染源，危害更

果園通風良好，日照充足；於雨季來臨

多果實。病菌完成一個生活史所需的時間僅

前，清除果園落葉、落果，並將罹病果

5 ∼ 7 天，非常快速。扁蝸牛亦可將疫病菌

實搬離果園，燒燬或挖掘深穴將病果埋

帶至健康果實，造成感染。

於其內。

褐腐病多發生於靠近地面的果實，但有

(三)果園行草生栽培，或於雨季來臨時覆蓋

時兩公尺高以上之果實，亦會被感染。發病

地面，以避免孢囊與游走子飛濺出土

環境喜中溫（20∼30℃）多濕之陰霾天氣，

壤，與果實接觸。

主要在降雨季節，包括春雨、梅雨及北部之

(四)高價值柑橘（如葡萄柚或柚類）
，可於雨

冬雨季節，尤其是颱風帶來之豪雨，有時可

季來臨前，將果實套袋，但應注意將套

引起大量果實被感染。疫病菌最不喜陽光與

袋口封好，避免帶菌之雨水從不當之封

乾旱，天氣放晴後，日照處之病害會立即停

口處侵入，反而助長病害發生。

止蔓延。

(五)防治扁蝸牛，除藥劑防治外，可將塑膠

國外果實在貯藏及運輸期，亦會因與病
果接觸而被感染

，有時會引起整箱果實褐

(10)

化腐敗，但在臺灣甚少發生。

袋（袋口朝下）綁縛於柑橘樹主幹，阻
斷蝸牛爬行。
(六)藥劑防治，目前尚無正式登記核准之推

品種間以甜橙、檸檬、葡萄柚、溫州柑

廣藥劑，可供防治褐腐病；但是在許多

及海梨柑較感病 ；此外套袋不良之柚類亦

其他的供柑橘病害防治藥劑中，不乏有

偶有罹患褐腐病。椪柑雖然在人工接種時亦

對褐腐病有相當防治功效者，包括：防

會發病，但在田間極少有褐腐病發生。近年

治黑星病之推廣藥劑， 80%鋅錳乃浦可

來，金柑因對 P. citrophthora 特別感病，亦常

濕性粉劑 500 倍稀釋液，或防治潰瘍病

發生果實褐腐病 。

用之 4-4 式波爾多液（高溫時，可能有

(1)

(3)

輕微藥害）。施藥方法，可於雨季來臨

̣ă֨ڱ͞ڼ

Ğ21-26ğ

褐腐病是柑橘疫病中，較易預防與治療

前或降雨停止後，噴佈藥劑於果樹與地
面。

的部份，其病害防治注意事項如下：
(一)勿栽培根部帶有疫病菌之苗木，以根絕
傳染源。
(二)保持果園清潔，修剪枝葉，避免枝條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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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ϡ͛ᚥ
見柑橘裾腐病與流膠病。
（作者：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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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油斑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 Mycosphaerella citri Whiteside (4)
無性世代 Stenella citri–grisea（F. E. Fisher）
Sivan.（Syn. Cercospora citrigrisea
F. E. Fisher）
英名： Citrus greasy spot
˘ă݈֏

果實 (1,2)。本病為潛伏感染，葉片老熟後才易

所有的柑橘類，當植株衰弱時，老葉很

出現明顯的病徵，染病葉片背面最初出現針

容易發生本病。但因本病對柑橘果實影響較

頭大黑褐色斑點，病斑逐漸擴大並轉為深黃

輕微，一般柑農尚未普遍對本病施用藥劑防

褐色半透明不規則形油浸狀斑點（圖一），

治。

黃斑中心部逐漸產生紫褐色小粒，略隆起。
後期，多數小病斑匯合成大病斑，呈圓形、

˟ăঽᇈ
為害葉片及

多角形或不規則形，外表為不整齊的油脂，
黃褐色、紫黑色或黑色，其大者可達 10 公
釐左右。病斑之大小及顏色，因品種
不同而略異。
發病後期，葉兩面均出現
明顯病斑，背面病斑數較正
面者多且大，但葉表正面
的病斑有明顯的黃暈（圖
二）。罹病葉片衰老後，油
圖一：柑橘葉片油斑病病斑。
（蔡雲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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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附近產生許多小黑點（孢子腔）。發病嚴
重時，會引起落葉，導致樹勢衰弱。果實上
的病徵為密佈的小黑點，但不擴大。

ˬăঽࣧෂໄĞ2-4ğ
(一)分類地位
Ascomycetes（子囊菌綱）
Dothideales（座囊菌目）
Dothideaceae（座囊菌科）

Mycosphaerella（球腔菌屬）
(二)分布
全世界柑橘栽培區。
(三)寄主
柑橘類、金柑、枳殼、月橘。
(四)形態
有性世代：子囊殼球形，直徑 58-90 μ
m，有一乳頭突起狀的孔口；子囊倒棍棒
狀，大小 5.0-5.5 × 2.5-3.5 μm；子囊孢子透
明，紡錘形，有一隔膜，大小 6-12 × 2-3 μ
m。無性世代：分生孢子梗單枝直立或偶爾

圖二：柑橘葉片油斑病病斑。（蔡雲鵬）

呈束狀，淡褐色，1-4個隔膜，大小12-40×
2-3.5 μm；分生孢子長棍棒狀，淡橄欖色，

成子囊孢子，隨雨水攜帶至葉片與果實。子

壁粗糙，大小10-70×2-3μm，具0-9個不明

囊孢子發芽後，發芽管長成多分枝的表生菌

顯的隔膜。

絲，遊走於寄主表面，再經氣孔侵入，在細

(五)診斷技術

胞間隙生長擴展，等寄主老化與衰弱時，出

柑橘油斑病的外觀病徵顯著，葉片背面

現病徵，誘發病害。

出現黃褐色油浸狀半透明斑點，極易辨識。
(六)生活史
病原菌殘存於落葉中，翌春降雨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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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ă൴ϠϠၗ
柑橘各品種都會發生，尤以柚類被害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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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嚴重 (1,2)，在肥料不足或樹勢衰弱時，發病

之初步試驗報告。植保會刊 9:47-50。

嚴重。在臺灣北部，本病菌侵入柑橘葉片的

3.Timmer, L.W., Reeve R.J., and Davis, R.M.

。本病主要由子囊

1980.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of citrus greasy

孢子感染而引起，初次感染源來自落葉，當

spot on grapefruit in Texas. Phytopathology

下雨、灌溉或濃霧時，落葉上形成的子囊孢

70:863-867.

時期主要在四至五月間

(1,2)

子被放射出來，由葉片及果實的侵入氣孔。

4.Whiteside, J.O. 1972. Histopathology of

接近飽和相對濕度與高溫環境（約25℃）適

Citrus greasy spot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合子囊孢子發芽、表生菌絲生長以及氣孔侵

causal fungus. Phytopathology 62:260-263.

入等感染過程。

5.Whiteside, J.O. 1974. Environmental factors

本病害為潛伏感染 (5,6)，葉片被病菌感染

affecting infection of citrus leaves by

至出現病斑的時間約一至四個月，最長可達

Mycosphaerella citri. Phytopathology 64:115120.
6.Whiteside, J.O. 1982.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trus greasy spot. Proc. Fla.
State Hortic. Soc. 95:66-68.

9 個月。潛伏期長短與葉齡及葉片有無受傷
無多大關係，而與柑橘品種關係較大，例如
病菌在椪柑葉片上之潛伏期間約為40天 (1)。

̣ă֨ڱ͞ڼ
(一)注重施肥管理，多施有機質肥料，維持

（作者：蔡雲鵬）

健康樹勢。
(二)落葉埋入土中，減少子囊孢子的產生。
(三)本病尚無正式推薦藥劑。參考方法，在
四至五月主要感染時期，噴2-3次藥劑，
以波爾多液及無機銅劑的效果最佳。鋅
錳乃浦或鋅乃浦500倍液也有效。

̱ă͔ϡ͛ᚥ
1.孫守恭、鄭石先。 1966 。柑桔油斑病之
初步研究簡報。中興大學農學院植病學
報 1（2）:1-7。
2.劉康鑑。1967。柑桔油脂病病原菌侵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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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煤煙病
病原菌學名： Aithaloderma clavatisporum 、 Capnodium walteri 、
Capnophaeum citrivolum 、 Chaetoscorias vulgare 、
Chaetothyrium spp.（3種）
、Dimerina citricola、Dimerium
schefferi 、 Hypocapnodium tanakae 、 Limacinia spp.（6
種）、 Meliola spp.（2 種）、 Phoeosaccardinula spp.（3
種）
、Scorias communis、Triposporiopsis spinigera。
英名：Citrus sooty mold
2.Meliolales（小煤炱目）

˘ăঽᇈ
發生於枝葉及果實上。產生毛狀或絨毛

Meliolaceae（小煤炱科）

狀的褐色、紫黑色或黑色的覆蓋物。此覆蓋

Meliola （小煤炱屬）

物完全表生，容易剝離且並不危害柑桔組
織，但會阻礙葉片光合作用及呼吸作用，影
響樹勢及果實外觀。

(二)分布
全世界柑橘栽培區。
(三)寄主
廣泛，包括柑橘類及其他多種植物。

˟ăঽࣧෂໄ
(一)名稱及分類地位

(四)形態
如下圖

1. Ascomycetes（子囊菌綱）
Dothideales（座囊菌目）
Chaetothyriaceae（刺盾炱科）
Chaetothyrium（刺盾炱屬）
Capnodiaceae（煤炱科）

Capnodium,Capnophaeum,
Hypocapnodium, Limacinia
Phoeosaccardinula, Scorias,
Triposporiopsis （煤炱屬）
200

子
囊

子
囊
殼

柑橘煤煙病菌的一種

子
囊
孢
子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圖一：葉片上煤病菌。（蔡雲鵬）

(五)診斷技術
柑橘煤煙病的病徵顯著，煤煙菌表面產
生大量黑褐色菌絲，外觀極易辨別。但鑑定
煤煙菌的種屬時，需靠專門研究人員。
(六)生活史
煤煙菌以菌絲殘存於罹病組織上，環境

圖二：果實上煤煙病菌。（蔡雲鵬）

適合時，藉空氣、風、昆蟲攜帶孢子或菌絲
片段而傳播感染葉片、枝條及果實。

範圍非常廣泛，包括柑橘類及其他多種植
物，因此鄰近管理不佳果園內的煤煙菌亦可

ˬă൴ϠϠၗ

成為感染源。

柑橘各品種都會發生。以冬季乾旱期，
管理不佳，通風不良之果園發病嚴重，尤其

αă֨ڱ͞ڼ

以陰暗部位、昆蟲滋生蔓延嚴重之枝葉、果

(一)適宜的整枝，促進柑園內通風及採光，

實較易被感染而罹病。煤煙病菌原為腐生

有利於減少害蟲。

菌，但以介殼蟲類、蚜蟲、木蝨及粉蝨類等

(二)防治誘發煤病的各種害蟲。冬季採果

害蟲所分泌的蜜露為養分而繁殖，附在葉片

後，撒佈95 %夏油95倍混合50 %馬拉松

表面，影響光合作用與呼吸作用，導致樹勢

乳劑 800倍。

衰弱。煤煙病一般靠孢子隨風傳播，但亦可
靠昆蟲攜帶孢子或菌絲片段而傳播。其寄生

（作者：蔡雲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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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綠黴病與青黴病
病原菌學名：Penicillium digitatum （Pers.:Fr.）（綠黴病菌）
Penicillium italicum Wehmer（青黴病菌）
英名： Citrus green mold & Blue mold
˘ă݈֏
綠黴病和青黴病是柑橘果實最常見的貯
藏病害，果實採收後半個月內，最容易發
生。在臺灣，綠黴病發生一般較青黴病為普
遍且嚴重。

絲組成的寬帶 (4)（圖一）。後期整個果皮軟
化並佈滿綠色孢子，在果實受震動或有風
時，孢子容易脫落傳播。
青黴病菌亦為害各種柑橘類，病徵與綠
黴病略同，惟病斑為青色（藍綠色），周緣
白色菌絲帶狹小，與健康部位的界限較明

˟ăঽᇈ
綠黴病菌為害各種柑橘類，尤以寬皮柑
（如椪柑）被害較嚴重。果實在染病24-36小
時後，表皮出現水浸狀斑點，並長出少許白
色黴狀物，之後病斑急速擴大，中心轉為淡
綠色（為病菌的分生孢子），周緣有白色菌

顯。

ˬăঽࣧෂໄ
(一)分類地位
Mitosporic fungi
(二)分布
全世界柑橘產區。
(三)寄主
柑橘類、枳殼。
(四)形態
綠黴菌的分生孢子鏈生， 6-8 × 4-7 μ
m，大小與形狀變化較大。青黴菌分生孢子
亦鏈生， 3-5 × 2-3 μm，橢圓形或稍呈卵
形。在培養基上之菌落形態與被感染果實上
的表徵（sign）相似。

圖一：柑橘綠黴病病徵。（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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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診斷技術
依病徵診斷。在高濕環境下，病果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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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生孢子在果園土壤內可生存1年以上

，

(1,6)

為初次感染源。當柑橘結實後，病原菌會感
染地面落果或侵染樹上受傷的果實，大量繁
殖產生分生孢子，成為二次感染源，增加園
內的病菌密度。這些孢子隨風飛散而附著於
果實上，當柑果採收後一起進入貯藏庫，如
果實上有傷口，病菌即可侵入感染。樹上的
果實如果受傷，亦可能被感染發病，尤其是
圖二：綠黴病菌。（郭克忠）

靠近地面的果實。貯藏或運輸期間，如果環
境高溫多濕，發病較為嚴重。當濕度很高
時，由病果流出的腐爛汁液，也能侵害健全

長出大量分生孢子梗與分生孢子，外觀為綠

果實而發病；但在乾燥的環境下，與病果接

色或藍綠色粉狀。

觸的健全果則不會被侵染 (3)。
在陽光充足及柑橘樹中間部位結果者之

(六)生活史
一般以無性世代存在於自然界，病菌平

腐爛率較低，而結果量過多時腐爛率較高
。過熟時，果皮下有空間而成浮皮果時亦

常以分生孢子形態存活於空氣或土壤中，遇

(2)

到寄主且濕度高時，孢子發芽長出菌絲， 3

容易被感染。綠黴菌在溫暖多濕環境下容易

∼ 5 天後產生孢子，孢子成熟脫落後，隨風

繁殖，最適發病溫度為 21 ∼ 27 ℃，若溫度

與氣流散播，再感染其他寄主，或掉落到土

超過 30℃或低於 10℃，則發病非常緩慢，

壤中，等待另一次侵染機會，病菌完成一個

當溫度在 1 ℃時，發病幾乎完全被抑制。雖

生活史所需的時間非常短，有時僅需 5 ∼ 7

然青黴病的最適發病溫度為 24 ℃，但低於

日。

10 ℃，其發病較綠黴菌為快。與綠黴菌相
比，青黴菌易對腐絕產生抗藥性 (5)，因此若

αă൴ϠϠၗ
綠黴菌與青黴菌為兼營寄生菌，寄主在

連續使用腐絕，貯藏期間青黴病的發生可能
較綠黴病為嚴重。

受傷或其果實與病果相接觸時才會被感染。
病原菌的主要侵染器官為分生孢子，一般存

̣ă֨ڱ͞ڼ

在於田間、集貨場、貯藏庫、包裝容器和零

(一)減少貯藏病害，須從田間管理開始著

售市場，從而感染果實，造成損失。病原菌

手。隨時清除果園落果與樹上病果，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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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感染源；注意適當的施肥，增強樹
勢。
(二)由於發病的主要因子為傷口，因此採果
及運輸期間應儘量避免果皮受傷。掉落

̱ă͔ϡ͛ᚥ
1.倉本孟。1978 . カンキツ青かび病菌およ
び綠かび病菌の土壤中におけ生存。果
樹試驗場報告 B6:137-149。

地面的果實易沾黏病菌，一定要捨棄。

2.山田畯一。1956。貯藏蜜柑の腐敗防止に

搬運用的容器最好有柔軟物襯墊內部，

關する研究，第 III 報，綠黴病菌及び青

避免果實因擠壓受傷。

黴病菌の傳染經路。東近農試研報園藝

(三)避免露水未乾或雨天採果。因果實堆積
造成濕度不易下降，病菌即容易感染。

3:65-83。
3.Barmore, C. R., and Brown, G. E. 1982. Spread

(四)採果後避免立即堆積貯藏。因此時果內

of Penicillium digitatum and Penicillium

水份及膨壓較高，宜待果皮晾乾略為萎

italicum during contact between citrus fruits.
Phytopathology 72:116-120.
4.Brown, G. E. 1973. Development of green mold
in degreened oranges. Phytopathology 63:11041107.
5.Gutter, Y. 1975. Interrelationship of Penicillium
digitatum and P. italicum in thiabendazole-treated oranges. Phytopathology 65:498-499.
6.Kuramoto, T. 1979. Survival of Pencillium digitatum and P. italicum in soil. Sull. Fruit Tree
Res. Stn., Ser. B. Okitsu (Jpn) 6:137-149.

縮後再行貯藏，較不易發病。高品質柑
果，可以PE塑膠袋單果包裝後貯藏，可
降低病果間的傳染。
(五)降低貯藏庫溫度，並要有適當的通風。
貯藏時，視品種不同可堆積2∼4層，勿
堆積太多層。
(六)採果後，用 40%腐絕可濕性粉劑 500 倍
（必要時可在果實採收前四天，噴施1000
倍）， 50%免賴得可濕性粉劑 3000-5000
倍（必要時可在果實採收前四天，噴施
4000 倍），或以 53%貝芬得可濕性粉劑
1000 倍藥液浸漬 3 分鐘，陰乾後貯藏。
果實生育期間如施用過「免賴得（億力）
」
者，可能易引起病菌產生抗藥性，因此
藥劑處理改用「腐絕」較為妥當。貯藏
前，果實晾乾3∼4天，讓水分蒸發，或
以大型吹風機吹乾藥液後再貯藏，如此
較不易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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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根據臺灣大學已故教授莊再揚博
士遺稿彙整而成，特為之誌。
（作者：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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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蒂腐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 Botryosphaeria rhodina（Cooke）Arx（黑色蒂腐病菌）
Diaporthe citri F. A. Wolf（褐色蒂腐病菌）
無性世代 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 Pat.（Syn. Lasiodiplodia theobromae（Pat.）Griffon & Maubl）
（黑色蒂腐病菌）
Phomopsis citri H. S. Fawc.（褐色蒂腐病菌）
英名：Citrus stem end rot
˘ă݈֏
柑橘果實於貯藏期間，常因從果梗處開
始腐爛，造成嚴重損失。引起該病的病原真
菌有兩種，即 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 引起
的「黑色蒂腐病」
（Botryodiplodia stem end rot）
及 Phomopsis citri 引 起 的 「 褐 色 蒂 腐 病 」
（Phomopsis stem end rot）(4,5)。
貯藏病害的種類及其發生數量，依地
區、年度及柑橘品種而不同。據橋岡（1941
年）在臺中地區分離椪柑腐爛果的結果，認
為黑色蒂腐病及綠黴病為臺灣省柑橘貯藏及
輸送中的兩大病害。而蔡雲鵬（1965年）於
1963-1964年在臺北縣所採罹病桶柑果實之分
離調查結果依序為 Fusarium sp.、黑色蒂腐病
菌、褐色蒂腐病菌、炭疽病菌等。

˟ăঽᇈ
兩種蒂腐病（stem end rot）的外觀病徵

圖一：柑橘蒂腐病病徵。（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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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 (1)。自蒂部開始出現黃褐色界限不明的
病斑，數天內病斑可達果皮一半以上，同時
果肉軟化、腐爛。濕度高時，病斑上會長出
白色菌絲。黑色蒂腐病菌感染的果實，最後
果皮變為暗黑色、炭質、密生許多黑色細
點，即為本病菌的柄子器，果實內部亦呈黑
色、炭化。罹患褐色蒂腐病之病果不會變黑
炭化，此點與黑色蒂腐病不同；而且黑色蒂
腐病病勢進展較褐色蒂腐病為快速。
圖二：黑色蒂腐病菌的柄孢子。（安寶貞）

ˬăঽࣧෂໄ
(一)分類地位
黑色蒂腐病菌

(四)形態
黑色蒂腐病菌：子囊殼形成於枯枝上，

Ascomycetes（子囊菌綱）

單生或群生、球形，直徑 225-300μm，有乳

Dothideales（座囊菌目）

頭狀突起的口孔。子囊孢子透明、單胞、橢

Dothideals（座囊菌科）

Botryodphaeria（葡萄座腔菌屬）
褐色蒂腐病菌
Ascomycetes（子囊菌綱）
Diaporthales（間殼座目）
Diaporthaceae（間殼座科）
Diaporthe （間殼座屬）
(二)分布
世界性。
(三)寄主
黑色蒂腐病菌：多犯性，包括柑橘類、
香蕉、木瓜等多種作物。
褐色蒂腐病菌：柑橘類。

圓形，大小 30-35 × 11-14 μm。柄子器亦形
成於枯枝上，扁平至球形，單生或群生，直
徑 300-700 μm，柄孢子橢圓形，透明、單
胞，成熟時轉為暗褐色，有一隔膜，大小
17-43×10-18μm（圖二）
。
褐色蒂腐病菌：請參閱「柑橘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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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生活史
請參閱「柑橘黑點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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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ă൴ϠϠၗ
兩種病原菌的潛伏場所是柑橘枯枝（樹
上或地上）(3)，可生存2∼3年。褐色蒂腐病
菌在枯枝上形成柄子殼，產生孢子；黑色蒂
腐病菌在枯枝上腐生，產生柄孢子較子囊孢
子普遍，柄孢子經雨水攜帶作短距離傳播，

(四)25%克熱淨溶液（Quazatin）2000 倍液，
採果前4天噴藥1次，或包裝果實前浸藥
液3分鐘，待藥液乾後再行包裝。
(五)降低貯藏庫的溫度。

̱ă͔ϡ͛ᚥ

而子囊孢子經風與空氣流動作較長距離傳

1.本間保男。山田畯一。1969。カンキツ軸

播。當孢子附著果實後，發芽侵入果實內潛

腐病の感染ならびに發病の機作。1.病原

伏，至果實成熟後表現病徵。若果實提早採

菌の侵入經路。園藝試驗場報告 B9:99-

收，在高溫（30 ℃）高濕（92-96%RH）下

115。

以乙烯處理催熟，則利於發病 (2)。

2.Barmore, C. R., and Brown,G. E. 1985.

兩種蒂腐病菌的感染途徑相同，但黑色

Influence of ethylene on increased susceptibility

蒂腐病菌的寄主範圍較廣泛，亦可寄生香

of oranges to Diplodia natalensis. Plant Dis.

蕉、檬果等多種果樹與其他作物。褐色蒂腐

69:228-230.

病和柑橘黑點病的病原菌是同一種，因此凡

3.Brown, G. E., 1971. Pycnidial release and survival

在田間黑點病發生多者，收成後果實在貯藏

of Diplodia natalensis spores. Phytopathology

期間，褐色蒂腐病的發生亦較多。此外，雨

61:559-561.

量較多的年份及枯枝多的柑橘園，果實蒂腐
病的發生也較嚴重。

4.Brown, G. E., and Wilson, W. C. 1968. Mode of
entry of Diplodia natalensis and Phomopsis citri
into Florida oranges. Phytopathology 58:736-

̣ă֨ڱ͞ڼ
(一)採果及運輸期間，避免果實受傷。採果
時使用手套。
(二)剪除枯枝後燒燬或埋在土內，以降低病
原密度。

739.
5.Loucks, K. W., and Hopkins, E. F. 1946. A study
of the occurrence of phomopsis and of Diplodia
rots in Florida oranges under various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s. Phytopathology 36:750-757.

(三)採果後，使用40%腐絕W.P. 500倍（必要
時，可在果實採收前 4 天噴施 1000 倍
液）
，浸漬3分鐘，陰乾後貯藏。藥液加
明礬 0.5% 以增加藥效。

本文係根據臺灣大學已故教授莊再揚博
士遺稿彙整而成，特為之誌。
（作者：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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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炭疽病
病原菌學名：有性世代 Glomerella cingulata（Stoneman）Spauld. & H. Schrenk
無性世代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Penz. & Sace.）
英名：Citrus anthracnose
炭疽病菌；以上情形對樹勢影響微小。果實

˘ă݈֏
炭疽病主要在果實貯藏期間發生，為貯

貯藏後期，果皮出現褐色略凹陷之斑點或斑

藏後期的主要病害之一，但為害情形比蒂腐

紋，不久呈淡紅色濕潤狀之腐爛（圖一）。

病及綠黴病等輕微。

樹勢衰弱時，果梗部位亦會出現褐變乾枯情
形，造成嚴重落果；而儲藏期果實蒂部也會
出現相同情形，致商品價值盡失。此外，降

˟ăঽᇈ
感染葉片、枝條及果實。炭疽病菌平常

雨時，樹上枯枝之病原菌經雨水沖流至果

潛伏於柑橘組織或枯枝上，當葉片受日燒、

實，引起表皮上形成赤色或紫褐色微小細

其他原因受傷或接近落葉期時，葉片先端或

點，有時細點密集而成整條帶狀。

葉緣部枯萎，或葉肉部位形成褐色斑，產生

A
圖一：炭疽病徵（A：成熟文旦果實之上斑點；B：淚斑）
。（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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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ă൴ϠϠၗ
柑橘各品種均可被感染。病原菌存在於
落葉及枯枝上越冬 (1)，降雨後產生大量分生
孢子，藉雨水及風傳播至葉片及果實上，孢
子發芽後行潛伏感染，當果實成熟或葉片老
化、樹勢衰弱、或受到外傷時，容易發病。
圖二：炭疽病菌之分生孢子。（安寶貞）

̣ă֨ڱ͞ڼ
妥善管理柑橘園，保持植株強健。剪除

ˬăঽࣧෂໄ

枯枝，減少病菌感染源。

(一)名稱及分類地位
Ascomycetes（子囊菌綱）
Xylariales（炭角菌目）
Polystigmataceae（疔座煤科）

Glomerella（小叢殼屬）

̱ă͔ϡ͛ᚥ
1.田中寬康。 1967 。炭疽病菌にょる柑桔の
けび果に關する研究Ⅲ感染源及感染期
間。の園試報 B7:73-90。

(二)分布
全世界柑橘產區。
(三)寄主
柑橘類及其他多種植物。

本文係根據臺灣大學故教授莊再揚博士
遺稿彙整而成，特為之誌。
（作者：安寶貞）

(四)形態
分生孢子褥球形，直徑120-170μm。分
生孢子單胞、無色、長橢圓形，大小 10-18
×4-6μm。綱毛黑褐色，大小40-90×5-6μ
m（圖二）
。
(五)診斷技術
依病徵診斷。在高濕環境下，患部會長
出分生孢子堆與分生孢子，外觀為粉紅色或
橘紅色小點或黏稠塊狀，可在顯微鏡下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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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裾腐病與流膠病
病原菌學名：我國主要為 Phytophthora parasitica Dastur（= P. nicotianae）
、P. palmivora E. J.（Butler）E. J. Butler （以上分布
於中部及以南地區）、 P. citrophthora（R. E. Sm. & E. S.
Sm.）Leonian（中北部地區，尤其是危害金柑之疫病
菌）；次要：P. cinnamomi（全臺）
、P. citricola（中北部
地區）
國外主要為 P. parasitica 、 P. citrophthora 、 P. palmivora
（熱帶與亞熱帶地區）；次要 P. citricola、P. boehmeriae、
P. cactorum、P. megasperma、P. cinnamomi、P. drechsleri
（以上分布於熱帶與亞熱帶地區）、 P. hibernalis 、 P.
syringae (以上分布於溫帶地區)
英名：Phytophthora foot rot and gummosis of citrus

圖一：柑橘裾腐病與流膠病之病
徵。（安寶貞）

210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Pythiaceae（猝倒病菌科，腐黴病菌科）

ʑă݈֏
疫病菌危害柑橘主根、主幹及枝條時，
均會造成流膠現象

。裾腐病（foot rot）

(1,2,10,15)

Phytophthora（疫病菌屬）
(二)分布 （7,8,10,11）

係指柑橘主幹（Trunk）
（一般離地面45-60公

全世界所有的柑橘栽培地區均會發生疫

分以下）或靠近地面之主根的樹皮，受疫病

病。其中除 P. hibernalis 與 P. syringae 分布於溫

菌感染而引起之病害。如果柑橘枝幹或枝條

帶地區外，其餘之疫病菌均主要分布於熱帶

被疫病菌危害造成之流膠病害則泛稱流膠病

與亞熱帶地區。

（Gummosis） 。疫病菌引起之柑橘根部與
(10)

樹幹基部腐敗，是柑橘幼苗期最嚴重之病
害，經常造成幼苗大量黃萎死亡。

˟ăঽᇈ
秋冬季，氣溫轉涼時，感病之樹幹表皮
逐漸出現凹陷及龜裂之情形，龜裂處並有褐
色樹脂狀膠質滲出。將患部之樹皮切開後，
可見到形成層附近組織軟化及褐變，被害部
位上方之枝葉則日漸黃萎。裾腐病病斑之擴
展縱向蔓延遠較橫向蔓延為快速。如果患部
擴大環繞樹幹後，將引起全株黃萎、落葉，
終至枯死。裾腐病多發生於靠近地面的接穗
部位，如果砧木為感病品種，或栽培感病之
實生苗木或高壓苗，疫病菌亦可從地下部罹
病根系，經由主根向上蔓延至主幹，引起裾
腐病（圖一）(1)。

ˬăঽࣧෂໄĞ2-6-7-8-9-:-21-22ğ
(一)分類地位
Oomycetes（卵菌綱）
Peronosporales（露菌病菌目）

圖二：柑橘疫病菌在臺灣之分布情形。（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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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我國重要柑橘疫病菌之形態特性比較
疫病菌種類

配對型
(Mating type)

生長溫度(℃)
最低 最適 最高

長

寬
(L/W)

長寬比

胞囊柄 卵孢子 藏精器
(Pedicel) 大小
(μm)

P. parasitica

A1 為主，
A2 少

＞ 10 24-32 36-37 45.0-70.0 33.5-50.5 1.02-1.68
(58.5)
(40.0)
(1.34)

無

17.5-22.5
(19.5)

底著

P. palmivora

A1 為主，
A2 少

＞ 10 24-30 34-35 32.9-54.9 22.8-35.1 1.28-1.93
短
(42.2)
(30.0)
(1.42) ＜5

27.5-37.5
(31.4)

底著

P. citrophthora A1

＜10 24-28 33-34 49.2-55.7 31.7-37.0 1.43-1.56
中
(51.6)
(34.7)
(1.50) 12-18
平均
13.7

－

－

P. citricola

H

＜10 24-28 32-33 52.2-56.2 35.9-39.7 1.42-1.46
(54.2)
(37.8) (1.44)

無

18.8-27
(24.0)

側著

P. cinnamomi

A1

＜10

1.1-2.3

無

底著

24300

35-3

在臺灣， P. parasitica 與 P. palmivora 主要

212

孢囊 (Sporangia)的大小(μm)

6
(69.5)

43-100
(44.6)

39-56
(1.45)

(四)形態

分布於中部及以南地區； P. citrophthora 與 P.

疫病菌之菌絲無色，透明，無隔膜，成

citricola 分布於中北部地區； P. cinnamomi 則
為全臺性（圖二、表一）。病原性測定，亦
以 P. parasitica 、 P. palmivora 、 P. citrophthora 較
為重要。
(三)寄主
柑橘類等。危害柑橘之疫病菌一般為多
犯性，不同種（Species）之疫病菌之寄主範
圍不盡相同，其中以 P. parasitica 與 P. palmivora 之寄主範圍最為廣泛，均超過百種以上之
作物。

不規則之樹枝狀，分枝處成直角，無主幹與
支幹之分，菌絲於老熟時或處於營養缺乏等
惡劣環境時，會形成隔膜。菌絲頂端生長孢
囊梗（Sporangiophores），其上著生孢囊
（Sporangia）
，成熟孢囊在遇到水分時，會間
接發芽，釋放游走子（Zoospores），每一孢
囊釋放之游走子數目大約為 30 ∼ 50 個不
等，孢囊為鑑定病原菌之主要依據。大部份
疫 病 菌 會 形 成 球 形 的 厚 膜 孢 子
（Chlamydospores） ，有些會產生形態不一之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圖 三 ： 柑 橘 疫 病 菌

Phytophthora
parasitica 之菌
落形態 ( A ) 、菌
絲 ( B ) 、菌絲膨
脹體(C)、孢囊

(D)、厚膜孢子
(E)、卵孢子
(F)。（安寶貞）

菌絲膨脹體（Hyphal swellings）
。疫病菌在固

光照處理可以促進孢囊的產生，但卻會抑制

態培養基上，生長形成白色菌落，或有氣中

卵孢子的形成。

菌絲，或無；在馬鈴薯培養基（Potato dex-

臺灣柑橘疫病菌之菌絲生長條件，依種

trose agar）
（簡稱PDA）上，不同種之疫病菌

類之不同，最適溫約在 24 ∼ 32 ℃之間，最

形成之菌落形態不盡相同（圖三）
。

高溫度為32∼37℃，最低溫約8∼12℃。在

除 若 千 種 之 疫 病 菌 為 同 絲 型
（Homothallic）；如 P. citricola 、 P. hibernalis 、

P. synringae 等 ， 大 部 分 為 異 絲 型
（Heterothallic） ，在寄主組織中或單獨培養
時，並不行有性生殖，需要不同配對型
（Mating type）之A1與A2菌株共同培養，才
會產生有性繁殖器官－卵孢子（Oospores）
。

酸鹼值pH 4.0∼8.8之範圍內均可以生長，較
適合之酸鹼值為pH 5.5∼7.0。
以我國最重要之柑橘疫病菌 P. parasitica
與 P. palmivora 為例，簡介其重要分類特性，
其他柑橘疫病菌的特徵，則列於表一，以資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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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hytophthora parasitica
菌絲在 V-8 培養基上形成帶有嵌紋斑點

大小約10-17×13-20μm。菌絲生長溫度，最

（Mosaic spots）之白色菌落，為其分類特

高34∼35℃，最低8∼10℃，最適溫24∼30

徵，菌落有氣中菌絲或無。在固態培養時不

℃。

易形成孢囊，但移植於無菌水後，可以產生

(五)診斷技術

大量孢囊。孢囊梗為單假軸式（simple sym-

一般疫病菌引起之裾腐病與流膠病多於

podium），每一梗上約可生長四至八個孢

秋冬季開始出現外觀病徵，表皮稍微凹陷，

囊。孢囊在顯微鏡下呈褐色，球形、卵圓形

並伴有少量流膠；切開患部後，罹病組織呈

或橢圓形，兩側不對稱，乳頭狀突起

淡褐色，軟化但未被水解，有特殊之霉腥

（Papilla）顯著，不脫落性，大小平均約 40-

味。較為科學的診斷方法：(1)組織分離法：

70×31-55μm，長寬比平均約 1.2-1.3。厚膜

患部組織切成小片，經消毒置於選擇性培養

孢子大小約 25-40 μm。異絲型，卵孢子球

基上

形，淡橘黃色至深紅褐色，直徑大約為 19-

可判定為何種疫病菌引起。(2)分子生物技

25μm；藏卵器（Oogonia）表面光滑，大小

術：國外已研發有 DNA 探針，測定病組織

約25-29μm；藏精器（Antheridia）單室、底

是否感染疫病，目前國內尚無使用。

著，大小約 10-12 × 10-14 μm。菌絲最高生

(六)生活史 （圖四）

長溫度為36∼37℃，最低溫8∼10℃，最適

無性世代：

溫24∼32℃。
2.Phytophthora palmiv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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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直徑約33-44μm；藏精器單室、底著，

(12)

， 3 ∼ 5 天後，如有疫病菌長出，即

在寄主或養分充足之情況下，孢囊可直
接發芽，游走子靜止後亦可發芽侵入寄主表

菌絲在PDA上生長較緩慢，形成密緻略

皮組織（細根、有傷口之樹幹或主根、果

帶放射狀之白色菌落，其中菌絲稀疏或無。

實、幼嫩之新梢）。菌絲多核無隔膜，在寄

在固態與液態培養時均易產生大量孢囊，孢

主細胞內外生長蔓延，誘發病害。菌絲在陰

囊梗單假軸狀，孢囊串生其上，有時可長達

濕環境下行無性繁殖，在寄主表面生長孢囊

二、三十個，孢囊橢圓形、卵圓形或長橢圓

梗與孢囊，遇到水分時，孢囊行間接發芽釋

形，兩側對稱，乳突顯著，大小平均約 33-55

放游走子。孢囊與游走子是疫病菌之主要傳

× 23-35μm，長寬比平均約1.3-1.9；孢囊脫

播器官，需靠水分（包括風雨、灌溉流水、

落性，有短梗（Pedicels）
，梗長約5μm。厚

噴灑灌溉水）攜帶，當遇到新寄主，或原寄

膜孢子直徑約 25-35μm。異絲型，卵孢子球

主之健康部位，發芽侵入開始新的生活史。

形，直徑大約為 28-37 μm；藏卵器表面光

菌絲在寄主體內，亦會形成厚膜孢子。疫病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有性世代：
同絲型之疫病菌（P. citricola）本身可行
有性生殖，異絲型之疫病菌（P. parasitica 、

圖四：柑橘疫病菌 Phytophthora parasitica 之生
活史。（安寶貞）

菌之其他器官（包括菌絲體、厚膜孢子及有
性世代之卵孢子），亦可被人畜、鳥獸、昆
蟲、工具等帶往遠處，成為初次感染源，開

P. palmivora 、 P. citrophthora 、 P. cinnamomi）
則需要不同之配對型（Mating type）同時感
染同一寄主之相同部位時，才有可能誘發有
性生殖，產生藏卵器與藏精器，兩者結合形
成卵孢子。以 P. parasitica 為例，當有性生殖
開始，菌絲形成隔膜，進行配子體
（Gametangia）分化，形成藏卵器與藏精器，
此時染色體進行減數分裂（Meiosis）成為單
套（1N），藏卵器生長穿過藏精器，兩者經
過細胞質融合（Plasmogamy）與細胞核融合
（Karyogamy），形成卵孢子，卵孢子之核染
色體又恢復成雙套時期。卵孢子經過休眠
後，如遇到適合之寄主與環境時，即可直接
發芽侵入寄主組織，或發芽形成孢囊，再釋
放游走子以感染寄主。
完成一個疫病菌的無性世代生活史需時
甚短，只要 5-7 天之時間。在自然界，大部
分之異絲性疫病菌不需經由有性世代即可再
重複循環其生活史。

始疫病菌另一個生活史。在環境不適合時，
疫病菌一般以菌絲形態，靜止存活於罹病組

αă൴ϠϠၗĞ2-5-8-9-21-24-25-26ğ

織或植物殘體中，或以厚膜孢子與孢囊短期

疫病的發生往往是爆發性的，只要有感

存活於土壤中。同絲型之疫病菌則可以卵孢

病之寄主、適合之發病環境（高濕與降

子在寄主體、殘體或土壤中長期存活靜待合

雨），即使初次感染源之濃度不高，病勢進

適之環境，開始新的生活史循環。疫病菌在

展亦會十分快速，病害在短期內即會十分猖

菌絲體時期，其細胞核染色體為雙套。

獗與嚴重。在臺灣，尤其是中南部地形低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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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又排水不良之柑園，最易發生裾腐病與流

(四)藥劑治療：切除患部及其周圍之少部份

膠病，嚴重時常導致全園廢耕。病菌之侵染

健康組織，以濃厚波爾多液塗抹在傷口

多發生在每年梅雨季節或七、八月降雨頻繁

上，藥液乾燥後再塗上一層柏油或油

時 ，此時土壤中之病菌產生孢囊，並釋放

漆，以保護傷口。

(7)

游走子，成為初次感染源，藉雨水飛濺感染
砧穗癒合部位，或由傷口侵入感病品種之樹
幹表皮。疫病菌孢子發芽侵入表皮後，菌絲
在樹幹或主根之皮層、形成層及木質部組織

(五)罹病輕微之柑橘，使用抗病砧木（如枳
殼、紅文旦等）行根接。
(六)預防星天牛在樹幹基部蛀食與產卵（方
法請參考柑桔蟲害部份）
。

內上下左右生長蔓延（縱向為主），致患部

̱ă͔ϡ͛ᚥ

組織褐變壞死。
直接栽植感病品種之實生苗或高壓苗，
較易罹患裾腐病。在國外，則有報告指出天

1.安寶貞。1989。臺灣柑桔之疫病。臺灣省
農業試驗所專刊 27:212-221。

牛或其他昆蟲亦可攜帶病菌，侵入樹幹基部

2.安寶貞。 1995 。柑桔土壤傳播性真菌病

。疫病菌可直接由土

害。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專刊 51: 209-219

或主根，誘發裾腐病

(10)

壤入侵主根表皮，誘發病害。如果柑橘之嫁
接點過低，陪土時將砧穗癒合部位埋於土壤
下，亦容易引起裾腐病。

。臺灣柑橘之研究與發展研討會。
3.安寶貞、吳雅芳、林慶元。1997。宜蘭地
區金柑急速萎凋死亡病因之探討與病害
防治。植病會刊 6(4):198. （摘要）
。

̣ă֨ڱ͞ڼ
(一)避免使用感病品種為砧木（如粗皮檸
檬），並避免直接栽培感病品種之實生
苗或高壓苗（柳橙、椪柑、桶柑、葡萄
柚、檸檬等）
。
(二)勿栽培罹患根腐病之柑苗，即使病情輕
微亦不可。嫁接部位宜離地面30公分以
上，尤忌在根部培土，將砧穗癒合部位
埋在土表下。
(三)柑橘園施行草生栽培，避免病原菌從土
壤中飛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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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香蕉研究所關西柑橘試驗場 65 年年報。
1977 。柑橘類之 Phytophthora 實驗記錄。
pp. 19-22。
5.澤田兼吉。1919。臺灣產菌類調查報告 1:
57-59。
6.澤田兼吉。1927。臺灣產菌類調查報告 3:
21。
7.Ann, P. J. 1984. Species, mating types and
pathogenicity of Phytophthora distributed in
citrus orchard in Taiwan. Trans Br. Mycol.
Soc. 82:63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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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occas, B., and Laville, E. 1978. Les
Maladies a Phytophthora des agrumes.

L. W. 1988. Compendium of Citrus Diseases.
APS Press. St. Paul, Minn. 80 pp.

France, Institut de Recherches sur les Fruits et
Agrumes. France. 162 pp.

（作者：安寶貞）

9.Grimm, G. R., and Alesander, A. F. 1973.
Citrus leaf pieces as traps for Phytophthora

parasitica from soil slurries. Phytopathology
63:540-541.
10.Klotz, L. J. 1978. Fungal, bacterial, and non
parasitic diseases and injuries originating in
the seedbed, nursery and orchard. in: The
Citrus Industry .IV. Crop Protection. W.
Reuther, E. C. Calavan, and G. E.Carman,
eds. Univ. Cal. USA. 362 pp.
11.Knorr, L. C. 1973. Citrus disease - a bibliography. PANS 19:441-447.
12.Ko, W. H., Chang, H. S., and Su, H. J. 1978.
Isolation of Phytophthora cinnamomi from
Taiwan as evidence for an Asian origin of the
species. Trans. Br. Mycol. Soc. 72:496-499.
13.Stolzy, L. H., Letey, J., Klots, L. K., and
Laganauskas, C. K. 1965. Water and aeration
as factors in root decay of Citrus sinensis.
Phytopathology 55:270-275.
14.Thomoson, S. V., and Allen, R. M. 1974.
Occurrence of Phytophthora species and other
potential plant pathogens in recycled irrigation water. Plant Dis. Rep. 58:945-949.
15.Whiteside, J. O., Garnsey, S. M., and Ti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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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疫病菌引起之柑橘流膠病
病原菌學名：我國包括 Botrytis cinerea、Fusarium ramulicolum 、
Diplodia oospora、 Phomopsis sp. 及 Rhizoctonia sp.
國外包括 Ascochyta sp.、 Diplodia sp.、 Dothiorella sp.、
Phomoposis sp.、Rhizoctonia sp.、 Thielaviopsis sp.、
Torula dimidiata 或Hendersonula sp.、放射菌
（Actinomycetes）、 Hendersonula toruloidea 等。
英名：Citrus gummosis caused by agents other
than phytophthora species

A
圖一：麻豆地區文旦果園嚴重積水後，導致文旦大量死亡，植株在死亡前之樹幹
流膠（A）與根部腐敗情形（B）
。（安寶貞）

21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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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
引起柑橘流膠之原因甚多，病原菌之危
害與生理因素均可能造成柑橘樹幹與枝條大
量流膠 (1,2,3,4,5,6,7)。在國外Citrus gummosis（柑橘
流膠病）係泛指由疫病菌引起之柑橘流膠，
而將其他原因引起之柑橘流膠現象加附病因
於 Gummosis 之前，如 Diplodia gummosis 等
(5,7)

。在我國，除疫病菌外，早年曾記錄

Botrytis cinerea ， Fusarium ramulicolum ，
Diplodia oospora ， Phomopsis sp.，及 Rhizoctonia
sp. 等菌亦會引起柑橘之流膠 (1,2,3)，但均未經
過接種手續完成柯霍氏法則。近三十年來，
則未有進一步之資訊發表。此外，施肥、用
藥不當或昆蟲咬傷時，也會造成柑橘樹基部
流膠 (5,7)。

˟ăঽᇈ
因病因及寄主之不同，各種柑橘流膠病
之症候有時有明顯差異，但與裾腐病引起之
病徵有時明顯不同。一般在樹幹或枝條的樹
皮表面，出現狹小裂縫，或表皮凸裂，由裂
口滲出透明淡褐色的樹脂或深褐色之膠狀物
質，流膠沿樹皮而下。
1978-1980年連續颱風帶來豪雨，導致麻
豆地區之果園嚴重積水，造成文旦樹大量死
亡。果樹在死亡前或果園中之倖存文旦樹之
樹幹均會大量流膠（圖一）。在垂死或已經
死亡之果樹樹幹基部或裸露之根部，有時也
會長出一些多孔菌的子實體，但其因果關係
到底如何，尚未完全明瞭（未發表）
。
有時水患、肥傷、或不明原因引起之流
膠現象十分嚴重，病斑數目有時極多，散佈
於樹幹上，成連續縱列之一大片（圖二）
。
流膠病之國外報導：1.澳洲與紐西蘭發
現 Ascochyta corticola

圖二：文旦施肥不當，導致弱病原菌入
侵引起流膠情形。（安寶貞）

(5)

引起樹皮變色 （bark

blotch）
，流膠為暗褐色，病組織上並長出黑
色柄子器。2.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

（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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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黑色蒂腐病）會引起根腐、枝枯
（dieback）、樹幹流膠，嚴重時導致全株死
亡。3.Dothiorella gregaria

(5)

為弱病原菌，危害

衰弱組織，被害樹幹上出現大小不一之壞死
樹皮，樹皮內部組織呈現巧克力褐色，被分

(二)分布
美國加州、日本、地中海地區。
(三)寄主
廣泛
(四)形態

解而留下長條狀凹陷，膠狀物因而滲出。

菌落之菌絲由白、灰色而轉黑或灰黑色

4.Thielaviopsis sp. 因對氧氣之需求較強烈，

具有許多黑色平坦或節狀（Knob like）5之子

大部分引起靠近地表面之根部表皮與樹皮流

座（Stroma）
，大小3-4×2-3公分。每個子座

膠，且多發生在冬季。5.寒害後發生枝條萎

中有許多柄子器（Pycnidia）；分生孢子單

凋（branch wilt）與白色泡沫狀之流膠，可能

室，長橢圓形或長綞形，大小17-25×5-7μ

與 Torula dimidiata 或 Hendersonula sp.有關 (5)。

m。有時，會形成少數子囊殼子座，子囊孢

6.葡萄柚Rio grando gummosis，亦稱為醱酵性

子無色、單室，橢圓形或卵形，大小 16-28

流膠（ferment gummosis），流膠量多、呈琥

× 5-12μm。

(5)

珀色、有特殊氣味，發病原因尚不明瞭，可
能與放射菌、 Diplodia 屬菌或擔子菌有關 (5)。

αă൴ঽϠၗ
依據國外報導，乾旱、水患、營養失

ˬăঽࣧෂໄ

)2-3-4-6-8*

(一)分類地位

Botryodiplodia theobromae Pat. 有性世代
為 Botryodiplodia rhodina（Cooke）Arx
Ascomycetes（子囊菌綱）
Dothideales（座囊菌目）
Dothideaceae（座囊菌科）
Botryodphaeria（葡萄座腔菌屬）
Botryosphaeria ribis Grossenb & Duggar ，
無性世代為 Fusicoccum sp.
Ascomycetes（子囊菌綱）
Dothideales（座囊菌目）
Dothideaceae（座囊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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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昆蟲蛀食或啃食、機械傷害及誤用化學
藥劑均可能誘發流膠病，或加重流膠病之病
勢發展。而柑橘生理失調後，植株變得異常
衰弱，病原菌易於侵入而誘發病害，亦是引
起柑橘流膠病之另一主要原因，如枝條萎凋
病（Branch wilt）即是因寒害後病菌侵入所
致 。 而 世 界 著 名 之 葡 萄 柚 Rio Grando
Gummosis，雖然可能與多種病原菌有關連，
但病原菌需由傷口或受寒害等衰弱部位侵
入。 B. theobromae 存活在死亡之樹皮或木材
上，一般亦被認為是第二次侵入者
（Secondary invader）
，當植物受傷衰弱時，病
菌易侵入感染。 D. gregaria 為弱病原菌，危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害衰弱或垂死之柑橘組織，但在地中海地區
之病菌病原性較強。有時流膠病為根系腐敗
之二次徵兆，或植株死亡之前兆。
在臺灣柚類及檸檬類較易發生流膠現

pp.
7.Whitesid, J. O., Garnsey, S. M., and Timmer., L.
W. 1988. Compendium of Citrus Diseases. APS
Press. St. Paul Minnesota. 80 pp.

象，有時原因不明，但樹勢健康時較少發
生。

（作者：安寶貞）

̣ă֨ڱ͞ڼ
(一)妥善管理果園，包括施肥、灌溉、及剪
修，使樹勢強壯，增強抵抗性。
(二)發病嚴重時，以利刀切除患部，再用柏
油塗刷表面，以保護樹幹。

̱ă͔ϡ͛ᚥ
1.臺灣農家要覽。1944。pp. 1047。
2.劉和元。 1961 。國立臺灣大學專刊 10:
161-177。.
3.澤田兼吉。 1959 。臺灣產菌類調查報告
11:28,54。
4.Feder, W. A. and Hutchins, P. C. 1966. Twig
gumming and dieback of the“robinson”tangerine. Plant Dis. Rep. 50：419-430.
5.klotz. L. J. 1978. Fungal, bacterial. and nonparasitic diseases and injuries originating in the
seedbed, nursery Nursery, and orchard. In The
Citrus Industry. IV. W. Reuther, E. C. Calavan,
and G. E. Carman. e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362 pp.
6.Lo. T. T. 1961. JCRR PI. Ind. Series. No.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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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赤衣病
學名： Erythricium salmonicolor (Berk. & Broome.) Burds.（Syn. Corticium
salmonicolor Berk. & Broome.）
英名： Citrus pink disease
ʑă݈֏
本病如果發生在中、小枝條，對柑橘生
產無多大影響，但如在主枝發生（這種情況
很少）則會引起減產，並進而有整株被害的
可能。

˟ăঽᇈ
危害枝條或主幹。被害部最初有少許樹
脂滲出，隨後乾枯龜裂，其上生出白色蜘蛛
網一樣的菌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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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鮮目的銀白色，罹病部上
方的枝葉整個凋萎枯死（圖一）
。

ˬăঽࣧෂໄ
(一)分類地位

圖一：赤衣病病徵。（安寶貞）

Basidiomycetes（擔子菌綱）
Aphyllophorales（非褶菌目）
Corticiaceae（伏革菌科）

Erythricium
(二)分布
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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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寄主
柑橘類、枇杷、梨、荔枝、茶、檬果、
楊桃、相思樹等多種果樹及樹木。
(四)形態
擔子柄層狀由菌絲分化而成，無色圓筒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ă֨ڱ͞ڼ
(一)行適當的整枝修剪，使通風良好，樹冠
內枝葉勿太密，園中日光充足，可減少
本病危害。當整枝時，優先剪除發病枝
條。
(二)初夏以後，經常巡視柑橘園時，早期發
現病枝條，剪除病枝，埋入土中或燒燬
之。
圖二：赤衣病菌。（安寶貞）

(三)主幹或主枝被害時，可參考枇杷赤衣病
防治法處理，即切除患部後，以50% 貝
芬同可濕性粉劑 700 倍或 63% 銅鋅錳乃
浦可濕性粉劑 500 倍，於發病初期施
藥。

狀或棍棒狀，大小 22-135×6.5-10μm，擔子
柄頂端有 2-4 個小柄，其上長有擔孢子。擔
孢子無色單胞， 9-17 × 7-17 μm，基部尖，
頂端鈍圓（圖二）
。
(五)生活史

本文係根據臺灣大學已故教授莊再揚博
士遺稿彙整而成，特為之誌。
（作者：安寶貞）

以菌絲及擔孢子生存於寄主植物枝條裂
縫內，於溫、濕度適宜時，大量產生孢子，
被風吹到寄主植物，侵入感染，再生長菌絲
並產生大量繁殖器官。

αă൴ϠϠၗ
夏秋季節，多雨潮濕的氣候，通風不良
與管理不善的柑橘樹容易發生。在臺灣山區
柑橘園，尤其是北部與東北部，普遍發生。
在罹病部位形成的孢子，隨風飛到健全株附
著，由枝條裂縫處感染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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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幼苗猝倒病
學名：Rhizoctonia solani J. G Kühn、 Thanatephorus cucumeris（A. B.
Frank）Donk、 Pythium aphanidermatum（Edson）Fitzp.、 P. dissotocum Drechsler 、P. spinosum Sawada、 P. irregulare Busisman 、
Pythium spp. (腐霉病菌)、Fusarium spp.
英名： Citrus seedling damping-off
˘ă݈֏

基部的主根或主莖褐化隘縮、表皮脫落，病

有多種病原菌可以引起柑橘幼苗猝倒

斑長約 1 ∼ 2 公分；罹病柑苗之地上部葉片

病，主要之病原菌包括 Rhizoctonia solani,

下垂枯萎，但少有黃化現象；其根系有時仍

Pythium spp.， Phytophthora spp. 與 Fusarium spp.
(3,4,5)
。臺灣雖然無有關柑橘猝倒病之正式報
導，但據作者之調查 (1) 臺灣柑橘確實有猝倒
病存在，且與國外報導的病菌種類大致相
同，其中以 R. solani 之危害最為嚴重，有時
會造成一個播種床（Seedbeds）一半以上之
幼苗死亡。除疫病菌外，這些苗床期之病菌
對定植於田間的柑橘植株並不會造成嚴重之
危害，只會引起細根腐敗（Fibrous root rot）
。
目前已知有五種以上之 Pythium spp. 存在臺灣
柑橘園內 (2)，但危害臺灣柑苗之 Fusarium spp.
種類與數目尚不清楚。

完好未腐敗。柑橘種子在萌芽後出土前及出
土後均易被 R. solani 感染，嚴重時造成整個
播種床的幼苗死亡，病害蔓延十分迅速（圖
一）
。 Pythium spp.及 Phytophthora (請參閱疫病
菌引起之柑橘根腐病)引起之猝倒病，根系
稀疏，鬚根表皮脫落、腐敗死亡，地上部葉
片 枯 萎 黃 化 ， 生 長 停 頓 （ 圖 二 ）。 感 染

Fusarium spp.的幼苗，根系腐敗，其組織上
經常有紫褐色或紅褐色的病斑（圖三）
。

ˬăঽࣧෂໄ
(一)分類地位
(1) Rhizoctonia solani （立枯絲核菌）

˟ăঽᇈ
發生於柑橘萌芽前與萌芽後 1 ∼ 2 個月
以內，感染 Rhizoctonia solani 的幼苗，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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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性世代
Mitosporic fungi
有性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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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iaceae（腐霉病菌科）
(3)Phytophthora spp.
Oomycetes（卵菌綱）
Peronosporales（露菌目）
Pythiaceae（猝倒病菌科，腐黴病菌科）

圖一：立枯絲核菌（Phizoctonia solani）
引起之柑橘猝倒病。（安寶貞）

Basidiomycetes（擔子菌綱)
Tulasnellales（膠膜菌目）
Ceratobasidiaceae（角擔菌科）
(2) Pythium species （腐霉病菌）
Oomycetes（卵菌綱）
Peronosporales（露菌目）

Phytophthora （疫病菌屬）
(4) Fusarium spp.（鐮孢菌）
Mitosporic fungi
(二)分布
全世界
(三)寄主
柑橘類； Rhizoctonia solani 可危害多種作
物，但危害柑橘者尚不明瞭； Pythium species
為多犯性，主要危害作物之幼苗根部及成株
之鬚根。
(四)形態
(1) Rhizoctonia solani （立枯絲核菌）
Rhizoctonia solani 的年輕菌絲無色，老熟
後管壁色素沈澱成暗褐色；有隔膜
（Dolipore septa）
，但無扣子體（Clamp connection）；細胞多核，一般 6∼8個；菌絲分歧
處成 90 度直角，側枝基部有顯著之隘縮現
象，為本菌之分類特徵。本菌不會產生分生
孢子，但會形成菌核，菌核為主要存活與傳
播器官，初為白色，而後顏色加深成褐色，
形狀不規則，大小不一，直徑約 0.2 ∼ 0.4 公
分，在罹病組織與人工培養基上均會形成。
在人工誘導之培養基上亦可以形成有性世
代，菌絲長出圓柱型的擔子柄（Basidi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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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般生長較疫病菌為快速。菌落為純白
色。以最常見之腐霉病菌 P. aphanidermatum
為例，其無性繁殖之孢囊為絲狀、指狀或棍
棒狀（lobulate shape），在未釋放游走子之
前，甚似菌絲膨脹體 (hyphal swellings）
，當孢
囊遇到水分時，一般浸水約 4 ∼ 5 小時，孢
囊上開始長出長管狀之構造，稱為 Extrusion
tube，頂端膨大成小囊（Vesicle）
，同時孢囊
中之原生質經由小管輸送入囊中，在囊中分
化成游走子，游走子成熟後破囊而出，小囊
亦消失不見。該菌為同絲型（大部分腐霉病
菌均是），單獨在寄主組織或人工培養基上
即可形成大量的卵孢子，卵孢子是 P. aphani-

圖二：腐霉病菌引（Pythium sp.）引起之柑
橘猝倒病。右：健康植株；左：病
株。（安寶貞）

其上著生四個擔孢子（Basidiospores）
。
(2) Pythium species （腐霉病菌）
腐霉病菌與疫病菌均屬卵球菌，其形態
特性與疫病菌有諸多相似之處，但亦有相當
之差異（請參閱柑橘疫病部分）。腐霉病菌
之共同特徵為，菌絲白色透明，多核無隔
膜，菌絲管壁較為平滑，分歧處角度較小，

226

dermatum 的主要存活構造與初次感染源，在
土壤中至少可以生存半年以上。該菌藏精
器，大部分側著或亦有底著者；藏卵器球
型，表面平滑，大小約16∼30μm，每一個
藏卵器可被 1 ∼ 2 個藏精器附著。有的可被
多個藏精器附著，但只有一個藏精器可與藏
卵器結合受精。
(3)Phytophthora spp.
疫病菌之菌絲無色，透明，無隔膜，成
不規則之樹枝狀，分枝處成直角，無主幹與
支幹之分，菌絲於老熟時或處於營養缺乏等
惡劣環境時，會形成隔膜。菌絲頂端生長孢
囊梗（Sporangiophores），其上著生孢囊
（Sporangia）
，成熟孢囊在遇到水分時，會間
接發芽，釋放游走子（Zoospores），每一孢
囊釋放之游走子數目大約為 30 ∼ 50 個不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除 若 千 種 之 疫 病 菌 為 同 絲 型
（Homothallic）
，如 P. citricola ， P. hibernalis ，

圖三：鐮孢菌（Fusarium sp.）引起之
柑桔猝倒病。（安寶貞）

等，孢囊為鑑定病原菌之主要依據。大部份
疫 病 菌 會 形 成 球 形 的 厚 膜 孢 子
（Chlamydospores）
，有些會產生形態不一之菌
絲膨脹體（Hyphal swellings）
。疫病菌在固態
培養基上，生長形成白色菌落，或有氣中菌
絲，或無；在馬鈴薯培養基 （Potato dextrose
agar）
（簡稱PDA）上，不同種之疫病菌形成
之菌落形態不盡相同（圖三）
。

P . synringae 等 ， 大 部 分 為 異 絲 型
（Heterothallic），在寄主組織中或單獨培養
時，並不行有性生殖，需要不同配對型
（Mating type）之A1與A2菌株共同培養，才
會產生有性繁殖器官－卵孢子（Oospores）
。
光照處理可以促進孢囊的產生，但卻會抑制
卵孢子的形成。
臺灣柑橘疫病菌之菌絲生長條件，依種
類之不同，最適溫約在 24 ∼ 32 ℃之間，最
高溫度為32∼37℃，最低溫約8∼12℃。在
酸鹼值pH4.0∼8.8之範圍內均可以生長，較
適合之酸鹼值為pH 5.5∼7.0。
(4) Fusarium spp. （鐮孢菌）
鐮孢菌之最大特性為產生鐮刀狀（或新
月狀）的大孢子而得名。菌絲平滑，無色透
明有隔膜，菌落初為白色，而後依種類之不
同呈現不同的顏色，黃色、粉紅、紫色、紅
褐色、或灰色等。本菌一般產生兩種分生
孢子，大孢子（Macroconidia）與小孢子
（Microconidia）。小孢子長在菌絲長出之
Phialides 上，無色透明，單室為多或雙室，
卵圓形、橢圓形或淚珠形，直型或略有彎
曲，大小只有幾個微米。大孢子則形成在分
生孢子褥（Sporodochia）上，有些鐮胞菌亦
無分生孢子褥形成。大孢子亦長在 Phialides
上，無色透明， 3 ∼ 5 個隔膜，新月狀或鐮
刀狀，兩端彎曲，頂端尖細，長約 10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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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m ，寬只有數微米。有的種類會產生球

判定，並可診斷由何種疫病菌引起。(2)分生

形、厚壁的厚膜孢子。有性世代尚不明瞭。

技術：國外已有研發 DNA 探針，測定病組

(五)診斷技術

織是否感染疫病，目前國內尚無使用。

(1) Rhizoctonia solani （立枯絲核菌）

(4) Fusarium spp. （鐮孢菌）

Rhzoctonia solani 引起的猝倒病，其受害
部位主要在地際部，罹病組織褐變壞疽，其
上有時會長出大小不一的褐色小菌核，是診
斷之依據。而絲核菌依菌核數目與菌株間菌
絲能否癒合（Anatomosis），可以分成數個
AG群。
(2) Pythium species （腐霉病菌）
腐霉病菌引起之病徵與疫病菌引起者甚
為相似，但在陰溼環境下，腐霉病菌產生之
菌絲較白且較為密緻，並且在鏡檢已完全腐
敗之罹病病組織時，可以發現大量之卵孢
子。但最好之方法仍是經過分離與鑑定手
續。
腐霉病菌易與疫病菌混淆，兩者之最大
差異在於其游走子之形成與釋放，疫病菌之
游走子的分化在孢囊內，而腐霉菌則在孢囊
頂端長出的小囊內。
(3) Phytophthora spp.
一般疫病菌引起之裾腐病與流膠病多於
秋冬季開始出現外觀病徵，表皮稍微凹陷，
並拌有少量流膠；切開患部後，罹病組織成
淡褐色，軟化但未被水解，有特殊之霉腥味
道。較為科學的診斷方法：(1)組織分離法：
患部組織切成小片，經消毒置於選擇性培養
基上(12)，3∼5天後，如有疫病菌長出，即可

228

由鐮胞菌引起的幼苗猝倒病的植株極易
死亡，其罹病組織表皮上略帶紅褐色或紫
色，內部組織亦會變色，但詳細病因最好經
由分離鑑定。
(六)生活史
(1) Rhizoctonia solani （立枯絲核菌）
無性世代：菌核發芽生長成菌絲，菌絲
老熟後再形成菌核，循環不已；有時菌絲會
斷裂成橢圓形或圓柱形的單細胞，可以發
芽，具有孢子的功能。
有性世代：形成擔孢子（Basidiospores）
，
菌絲特化後長出擔子梗支持細胞，其上形成
擔子柄（Basidium）
，其中細胞核經過減數分
裂恢復成單套染色體，此時擔子柄長出四個
小梗 （Sterigmata）
，小梗上再長出擔孢子。
有性世代在自然界甚少見到。
(2) Pythium species （腐霉病菌）
以 P. aphanidermatum 為例：其無性世代
游走子靜止後發芽侵入寄主，菌絲在寄主體
組織中蔓延，在潮濕的環境下，菌絲形成孢
囊與游走子，為循環世代。另外病原菌會在
寄主組織或殘體中形成卵孢子，卵孢子可在
植物殘體內或游離到土壤中越冬，等遇到新
寄主而且環境適宜時，卵孢子發芽侵入感
染，完成有性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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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hytophthora spp.

則需要不同之配對型（Mating type）同時感

無性世代：

染同一寄主之相同部位時，才有可能誘發有

在遇到寄主或養分充足之情況下，孢囊

性生殖，產生藏卵器與藏精器，兩者結合形

可直接發芽，游走子靜止後亦可發芽侵入寄

成卵孢子。以 P. parasitica 為例，當有性生殖

主表皮組織（細根、有傷口之樹幹或主根、

開始，菌絲形成隔膜，進行配子體

果實、幼嫩之新梢）。菌絲多核無隔膜，在

（Gametangia）分化，形成藏卵器與藏精器，

寄主細胞內外生長蔓延，誘發病害。菌絲在

此時染色體進行減數分裂（Meiosis）成為單

陰濕環境下行無性繁殖，在寄主表面生長孢

套（1N），藏卵器生長穿過藏精器，兩者經

囊梗與孢囊，遇到水分時，孢囊行間接發芽

過細胞質融合（Plasmogamy）與細胞核融合

釋放游走子。孢囊與游走子是疫病菌之主要

（Karyogamy），形成卵孢子，卵孢子之核染

傳播器官，需靠水分（包括風雨、灌溉流

色體又恢復成雙套時期。卵孢子經過休眠，

水、噴灑灌溉水）攜帶，當遇到新寄主，或

在遇到適合之寄主與環境時，即可直接發芽

原寄主之健康部位，發芽侵入開始新的生活

侵入寄主組織，或發芽形成孢囊，再釋放游

史。菌絲在寄主體內，亦會形成厚膜孢子。

走子以感染寄主。

疫病菌之其他器官（包括菌絲體、厚膜孢子

完成一個疫病菌的無性世代生活史需時

及有性世代之卵孢子），亦可被人畜、鳥

甚短，只要 5 ∼ 7 天之時間。在自然界，大

獸、昆蟲、工具等帶往遠處，成為初次感染

部分之異絲性疫病菌不需經由有性世代即可

源，開始疫病菌另一個生活史。在環境不適

再重複循環其生活史。

合時，疫病菌一般以菌絲形態，靜止存活於

(4) Fusarium spp. （鐮孢菌）

罹病組織或植物殘體中，或以厚膜孢子與孢

厚膜孢子或大孢子發芽侵入寄主，形成

囊短期存活於土壤中。同絲型之疫病菌則可

菌絲或小孢子在寄主體內生長蔓延，菌絲再

以卵孢子在寄主體、殘體或土壤中長期存

在罹病組織表面形成大孢子，大孢子可以藉

活。靜待合適之環境，開始新的生活史循

風力或流水傳到很遠的地方，感染新寄主。

環，以循環新的生活史。疫病菌在菌絲體時

植物死亡後，病菌在菌體內形成厚膜孢子；

期，其細胞核染色體為雙套。

大孢子、小孢子、及菌絲體在不良環境下，

有性世代：

其原生質濃縮、細胞壁加厚，具有厚膜孢子

同絲型之疫病菌（P. citricola）本身可行

之功能。厚膜孢子存活在寄主殘體內或游離

有性生殖，異絲型之疫病菌（P. parasitica ，

到土壤中越冬，度過惡劣的環境。等遇到新

P. palmivora ， P. citrophthora ， P. cinnamomi）

寄主後，受到植物根部分泌物之刺激，厚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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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子及發芽侵入寄主根部，開始新的生活
史。

設施內育苗。
(二)使用處女土、經高溫滅菌處理或消毒過
之土壤或介質育苗。播種用之介質必須

αă൴ϠϠၗ

Ğ2-4-5-6ğ

完全無病原菌。

種子、苗床土壤或培養介質帶菌（連

(三)採用健康種子育苗。目前尚無推廣藥劑

作），且未經消毒，露天育苗未有防雨設

可推薦使用，但在播種前應將罹病與不

施、苗床濕度過高與排水不良，均是猝倒病

健康之種子剔除。種子萌芽後，以 80%

發生與病害猖獗之主要原因。

鋅錳乃浦 500 倍稀釋液混和免賴得可濕

病原菌平常存活於土壤中或土中之植物

性粉劑1000倍稀釋液澆灌苗床，以預防

殘體上（一般 R. solani 以菌核， Pythium 以卵

猝倒病害之發生。如果病害一旦發生，

孢 子 ， Fusarium 以 厚 膜 孢 子 存 活 於 土 壤

將難以控制，即使柑苗殘存，將來亦多

中），等到環境適宜時，菌體發芽，成為初

發育不良，難與健康幼苗相比。

次感染源，侵入柑橘幼苗之莖基部或根部組
織，誘發猝倒病。罹病植株上之菌體可成為

(四)注意苗床排水良好，過多的水分，有利
於疫病菌與腐霉病菌傳播，誘發病害。

二次與多次感染源 （R. solani 之菌絲可以直
接在土壤表面與土壤中生長一段距離，近植

̱ă͔ϡ͛ᚥ

株時可藉菌核來傳播。 Pythium 則會在病組

1.安寶貞。 1995 。 柑桔土壤傳播性真菌病

織上形成孢囊與游走子，靠水分攜帶傳播。

害。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專刊 51:209-219。

Fusarium 則靠各種孢子為傳播器官，危害鄰
近之柑苗，引起柑苗大量死亡。
病菌大都為多犯性，可危害多種植物或
植物之幼苗。柑橘猝倒病只發生在幼苗期，
等幼苗生長三個月以上，對猝倒病即有相當
抵抗性，病原只能為害細根，不會造成植株
死亡（疫病除外）。柑橘各品種均易發病，
但品種間略有差異。

臺灣柑橘之研究與發展研討會。
2.謝煥儒。1977 柑桔 Pythiaceous fungi 之調
查。pp. 7-8。臺灣香蕉研究所關西柑桔試
驗場65年年報。
3.Klotz, L. J. 1978. Fungal, bacterial, and nonparasitic diseases and injuries originating in the
seedbed, nursery, and orchard. in The Citrus
Industry IV. W. Reuther, E. C. Calavan, and G.
E. Carman. e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362 pp.

̣ă֨ڱ͞ڼ

Ğ4-6ğ

(一)避免露天直接育苗。最好在溫室或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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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norr, L.C. 1973. Citrus disease - a bibliography.
PANS n19:44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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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hiteside, J. O., Garnsey, S. M., and Timmer, L.
W. 1988. Compendium of Citrus Diseases. APS
Press, St. Paul Minnesota. 80 pp.
6.Dick. M. W. 1990. Keys to Pythium. College of
Estate Management. Whiteknights, Great
Britain. 64 pp.
（作者：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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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根腐病
病原菌學名：我國包括Phytophthora parasitica Dastur、 P. palmivora E. J
(Butler) E. J Butler P. citrophthora (R. E. Sm.＆ E. S. Sm. )
Leonian 、 P. cinnamomi Rands & P. citricola Sawada
外國包括P. parasitica 、 P. citrophthora 、 P. palmivora 、 P.
hibernalis 、 P. citricola、 P. syringae 、 P. boehmeriae 、 P.
cactorum 、 P. megasperma 、 P. cinnamom 、 P. drechsleri
英名：Phytophthora root rot of citrus

B

A

圖一：柑橘罹患根腐病之病微。
A 、成株之外觀病微；
B 、葉脈出現嚴重黃化現
象； C 、柑橘幼苗罹患根
腐病後出現葉脈黃化與缺
株現象； D 、根部病徵。
（安寶貞）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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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

引起柑橘根腐病之疫病菌與誘發裾腐病

疫病菌引起之柑橘根部與樹幹基部腐

與流膠病之菌種與重要性完全一致，其分布

敗，是柑橘幼苗期最嚴重之病害 (6)，尤其陸

為世界性，但不同地區之柑橘疫病菌種類不

地育苗時，只要管理不當，便經常造成幼苗

同 (4)。臺灣地區柑橘品種之根系對疫病菌 P.

大量黃萎死亡，全園廢耕 (1,2)。柑苗罹病後，

parasitica 與 P. palmivora 之抗感病性不同（表
一）(1)。臺灣較常用之砧木品種，以粗皮檸
檬最為感病，酸桔、枳橙及廣東檸檬次之，
紅文旦、枳殼及金柑類較為抗病。而金柑類
僅被 P. citrophthora 感染，且極感病。
(二)分布 (4)、形態、生活史
請參考裾腐病部份。
(三)診斷技術
由疫病菌引起根腐病之根部與植株外觀
病徵，易與其他病原或生理因素引起者，混
淆不清。單純疫病菌引起之根腐病的地上部
病徵與營養缺乏引起者較為相似，與受星天
牛蛀食者亦相同，均為葉脈黃化與葉片軟
化、落葉、及生長衰弱，嚴重時植株萎凋死
亡。地下部病徵為根系稀少，褐變壞疽與腐
敗，有時因組織流膠而黏有土粒。但因根部
病害常有複合感染（包括其他土壤真菌、細
菌、線蟲，或感染立枯病與其他病毒病害，
或因土壤理化因子不適），病因較複雜，需
經科學方法鑑定，才能確定病因。鑑定疫病
之方法：(1)將罹病根段洗淨，或經消毒或不
經消毒，瀝乾水分後，放置於選擇性培養基
上，三至五天後檢查培養基上有無疫病菌自
根段長出 (7)。(2)可將五至十公克之根段放入
玻璃廣口瓶中，加入蒸餾水至蓋滿根段約兩

便不易根除，即使病情輕微，亦不可移植本
田，否則將成為健康植株罹患根腐病、裾腐
病、芽葉疫病及果實褐腐病的感染源來源。
健康柑橘苗必須是完全無疫病。

˟ăঽᇈ
疫病菌可以危害柑橘之細根（Fibrous
roots）、支根（Branch roots）及主根（Main
roots）。受害之柑橘根系腐敗、褐變壞疽，
因而根系數量稀少，有時因罹病組織流膠而
黏結土粒硬塊。根腐病害輕微時，地上部枝
葉無明顯外觀病徵；病情嚴重時，葉片黃
化、落葉，生育停頓，而終致枯萎死亡。在
連續降雨後，亦有整畦苗圃之柑苗急速萎凋
枯死。植株定植本田後，如果根腐病嚴重
時，柑橘生長發育與果實的產量品質均較差
（圖ㄧ）
。

ˬăঽࣧෂໄĞ2-4-5-7ğ
(一)分類地位
Oomycetes（卵菌綱）
Peronosporales（露菌目）
Pythiaceae（猝倒病菌科，腐黴病菌科）

Phytophthora （疫病菌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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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左右，上面懸浮十片幼嫩柑橘葉片之片

子在水中游泳至植株之健康根系部位或鄰近

段（以柳橙葉片較佳，大小約一平方公

健康植株之根系，侵入感染誘發根腐病。孢

分），放置於有光線且通風良好處，約 3 ∼ 5

囊與游走子亦可藉噴灌灑水而飛濺至柑橘新

天後葉片開始黃化腐敗，在顯微鏡下觀察葉

梢，誘發芽葉疫病。在果園中，孢囊與游走

片邊緣有無生長疫病菌孢囊（圖二），並可

子則可藉風雨吹送到地上部位，感染柑橘果

鑑定引起根腐病之疫病菌種類與數目（有時

實及樹幹表皮，誘發果實褐腐病與裾腐病

根部同時受兩種以上之疫病菌感染） 。此

(13)

方法經改良後，並可用來偵測土壤與灌溉流

果實褐腐病及芽葉疫病之主要初次感染源。

(5)

水中有無疫病菌。

。因而，罹病根部之疫病菌，為裾腐病、
溫室柑橘苗圃，其根腐疫病菌之初次感

染源可能來自帶菌之土壤介質或器材，尤其

αă൴ϠϠၗĞ7ğ

是重複使用未經消毒或消毒不完全之材質

當土壤濕度過高，一般淹水約24小時以

時，根腐病之發生將十分嚴重。陸地苗圃之

上時，疫病菌就會產生胞囊與游走子。游走

根腐病菌的初次感染源，則可能來自土壤本

圖二：利用誘釣分離疫病菌， Phytophthora parasitica 的孢囊形成於柳橙葉片塊上。（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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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tophthora parasitica與P. palmivora) 之抗性檢定*
抗 感 性 病

芸香科品種系(Varieties)

(Grade)**
極

感 (Highly

甜橙類 (柳橙、晚崙西亞等9品系)、檸檬類 (7)***、粗皮檸檬 (2)、葡萄柚(3)

susceptible)

、枸櫞、寬皮柑 (椪柑等9品系)、橘橙(2)、桶柑(3)、萊姆類(5)、白柚

感 (Susceptible)

寬皮柑(酸橘、美女橘、四季橘等 5 品系)、枳橙 (2) 、扁實檸檬、廣東 (3)
、橘柚(1)

中等 (Moderate)

柚類 (麻豆文旦等9品系)、木蘋果、月桔(七里香)

中抗或耐病

枳殼類(3)、酸橙 (2)、夏橙、青山柑、南庄橙、黃皮、柚類(斗柚、紅文旦)

(Moderately
resistant or
tolerant)
抗(Resistant)

烏柑刺，金柑(長金柑、圓金柑)

* 1∼2月大之實生柑橘苗種植於含1000菌體/每克土壤之病圃土壤中。
** 極感：幼苗於三個月以內完全死亡；感：幼苗嚴重黃化；中等：幼苗輕微黃化；中抗：植株外觀正常，但
根系輕度腐敗；抗：植株完全健康。
*** 括號( )內之數目代表檢定之柑橘品種系數目。

身或灌溉水 (8)。

不需要以特殊器官在土壤中越夏或越冬。當

果園中之柑橘根腐病源大部分從幼苗帶

降雨開始或淹水灌溉時，土壤濕度增高，休

來，但其初次感染源亦可能來自栽培土壤或

眠之疫病菌即開始活動，如果降雨不斷，疫

帶菌之灌溉水 。尤其灌溉水上游之鄰近柑

病菌之危害與肆虐亦愈發嚴重。

(8)

橘果園罹患根腐病時，下游果園亦容易罹患
相同之病害。許多報告均指出，柑橘根部的

̣ă֨ڱ͞ڼĞ7ğ

分泌物能吸引游走子著床與發芽，游走子亦

(一)使用抗病或耐病之柑橘品種為砧木。不

能藉灌溉水傳播，因此從灌溉水中經常可偵

可栽植未經嫁接之感病品種之實生苗或

測到游走子 ；降雨後柑橘園之表土中亦可

高壓苗（如甜橙、椪柑、桶柑、檸

(2)

偵測到疫病菌之游走子。由於柑橘是多年生

檬）
。

作物，加上臺灣溫度較高，即使環境不適合

(二)播種用之種子需採自樹上之健康果實，

發病時，疫病菌亦能直接存活於根系中，並

掉落地面之果實不可使用，更不可自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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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褐腐病之果實採種。播種前，應將有

2.安寶貞。 1995 。柑桔土壤傳播性真菌病

瑕疵之罹病種子去除，種子並經 0.1%漂

害。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專刊 51 ： 209-

白水消毒三分鐘。

219。臺灣柑桔之研究與發展研討會。

(三)溫室育苗時，必須使用無菌之土壤、培

3.Ann, P. J. 1984. Species, mating types and path-

養介質及器材；重複使用材質時，需經

ogenicity of Phytophthora distributed in citrus

消毒或滅菌處理。盆栽幼苗不宜直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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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地面。放置幼苗之檯架或水泥板宜架

82:631-634.

高，離地面至少三十公分以上，以避免

4.Boccas, B., and Laville, E. 1978. Les maladies a

疫病菌自土壤中飛濺出來。地面與檯架

Phytophthora des agrumes. France Institut de

上可以噴佈稀薄硫酸銅液，以消滅病

Recherches sur les Fruits et Agrumes. 162 pp.

菌。
(四)由於苗期柑橘之經濟價值較高，最好不

5.Grimm, G. R., and Alesander, A. F. 1973. Citrus
leaf pieces as traps for Phytophthora parasitica

要陸地育苗，否則應選擇處女地或前期

from soil slurries. Phytopathology 63:540-541.

作物未罹患疫病之土地使用，土壤通氣

6.Klotz, L. J. 1978. Fungal, bacterial, and non par-

性良好，有簡易之防雨設施與良好之排

asitic diseases and injuries originating in the

水管道，切忌窪地育苗。

seedbed, nursery and orchard. in: The Citrus

(五)使用清潔之地下水或自來水灌溉。

Industry. IV. Crop Protection. W. Reuther, E. C.

(六)柑橘幼苗必須完全健康，一經發現感染

Calavan, and Carman, G. E. eds. Univ. Cal.

疫病，必須銷燬或挖掘深穴予以掩埋，
不可移植於本田。罹病植株、果實不可
棄置於地面，尤其不可拋棄於溝渠內。
(七)果園應保持排水良好，可以將灌溉次數
增加，但將每次灌溉之時間縮短，以避
免果園土壤長期淹水；此外，切忌使用
帶有疫病菌之水源灌溉 (見診斷方法)。

USA. 362 pp.
7.Ko, W. H. Chang, H. S. and Su, H. J. 1978.
Isolation of Phytophthora cinnamomi from
Taiwan as evidence for an Asian origin of the
species. Trans. Br. Mycol. Soc. 72:496-499.
8.Stolzy, L. H., Letey, J., Klots, L. K., and
Laganauskas, C. K. 1965. Water and aeration as
factors in root decay of Citrus sinensis .

̱ă͔ϡ͛ᚥ
1.安寶貞。1989。臺灣柑桔之疫病。臺灣省
農業試驗所專刊 27：21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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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topathology 55:270-275.
（作者：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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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其他根部與木材腐敗病害
英名： Citrus root & wood rot caused by other fungi
wood decay） 情 形 ， 臺 灣 的 記 載 係 由

˘ă݈֏
在我國，除疫病菌外少有柑橘樹木根部
與木材腐敗病害之記載，且多為早年之報告
。在國外，柑橘根腐病之研究較多但大部

(1,2)

分僅零星發生並不普遍

(6,10)

Ganoderma spp. (1)與白根腐病菌 Rigidoporus sp.
(2)
（造成white root rot）引起，國外的記載更
多 (5,6,10)。被害之柑橘根部、樹幹、及木材會

。茲簡述於下，

僅供參考。

˟ăঽᇈ
因病因不同，各種柑橘根腐病之外觀與
解剖病徵有時有明顯差異。一般被害部位包
括根部與莖基部之樹皮、樹幹及木材，被病
原菌感染而變色、腐敗，甚而腐朽，罹病植
株生長衰弱、黃萎及落葉，繼而死亡。
近年來廣受歡迎的茂谷柑經常發生葉片
黃化下垂、落葉，繼而急速萎凋死亡的情
形，樹根表皮並常佈滿白色菌絲，將主根或
樹幹基部縱切，可見維管束褐化，病菌分離
均發現鐮孢菌。國外有柑橘萎凋病（Fusarium
wilt）之報導 (8)，病徵與茂谷柑病情十分相近
（ 圖 一 ）， 據 稱 柑 橘 品 種 中 以 墨 西 哥 萊 姆
（Mexicane lime）最為感病，罹病株一般均會
死亡。
木材腐朽菌（wood decay fungi）可造成
柑橘老樹發生根腐與木材腐敗（root and

圖一：茂谷柑萎凋病之根部病微。（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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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腐敗死亡，患部並經常長出子實體，如

菌體，為其特徵。此外，白紋羽病是臺灣果

靈芝等（圖二）
。

樹病害之一，寄主廣泛，依據國外文獻記

其他的木材腐朽病害中，國外報告柑橘

載，白紋羽病（Rosellinia black root rot）在溫

會罹患褐根病（Brown root rot） 。褐根病在

帶地區是柑橘的重要病害之一

臺灣為非常嚴重的果樹病害，但芸香科中僅

然許多雜誌均列有柑橘白紋羽病，但多年來

在月橘上發現過 ，而一般經濟栽培的柑橘

從未有正式報告確定臺灣柑橘感染白紋羽

品種對該病害十分抗病。罹患褐根病的月橘

病。報導指出，病原菌危害主幹附近的粗根

植株生長衰弱，易死亡；根部腐朽、表皮粗

及樹冠下的細根，病株逐漸出現生長衰弱之

糙，罹病組織上有病原菌生長之褐色線紋與

現象，終至全株枯死。罹病部位外部長出白

(7)

(4)

；在臺灣雖

(10)

色或灰白色菌絲束，後轉灰黑色，如網紋狀
或扇狀，纏縛於樹皮上。有時在樹皮上，可
以見到深褐色到黑色的不規則碳化物子實
體，是本菌之有性生殖器官。柑橘根朽病
（Armillaria root rot）又稱Mushroom root rot (9)，
在臺灣並無記載，在國外亦不是普遍發生，
但果園內一旦發生即很嚴重。罹病樹幹基部
之樹皮膨脹，白色、扇狀之菌絲塊匐伏生長
於樹皮內側，並可見紫黑色之菌絲索（rhizomorphs, cords or shoe strings）蔓延在樹幹外
表皮與附近土上。樹幹基部並會長出許多淡
褐色菌菇子實體（mushroom）。本病害病勢
進展甚緩，自病原菌侵入至外觀病徵出現需
時甚久。
柑橘乾根腐病（Citrus dry root rot）為世
界性病害 (3,6)，臺灣亦無記載。柑橘之樹皮、
樹冠木材及較大根系均可被害，檢視樹幹基
部，初現濕腐病徵，繼而被害部乾裂，隘縮
圖二：柑橘根部生長靈芝。（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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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木材病變成暗褐色，並有魚腥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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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疫病菌僅危害樹皮與木質部，不會深入形
成層。
硬根腐病（Hard root rot）多發生於甜橙
嫁接於粗檸檬之組合 (6)，被害株之組織癒合
處裂開、剝落，並伴有淡黃色之流膠，將病
組織橫切，可見三層病變現象，外層為白
色，中層為膠（gum）滲透圈，內層為灰色
圈。本病害在臺灣尚無記載。

ˬăঽࣧෂ
(一)柑橘萎凋病（Fusarium wilt）
1.病原菌學名： Fusarium oxysporum f . sp. citri
Timmer 引起
2.分類地位：
Mitosporic fungi
3.分布：
巴西、印度。臺灣的茂谷柑萎凋病可能
亦由該菌引起。
(二)柑橘木材與根部腐敗（Citrus stem and
root rot）
1.引起本病害病原菌，大部分為擔子菌或
子囊菌，包括：
(1)Ganoderma australe （Fr.）Pat. 其分類屬擔
子菌， Aphyllophorales（非褶菌目）、
Ganodermataceae（靈芝科）
。（存在臺灣）
(2)Rigidooporus lineatus （Pers.） Ryvarden.
。其分類屬擔子
（=Polyporus zonalis Berk.）
菌， Aphyllophorales（非褶菌目）、
Polyporaceae（多孔菌科）
。（存在臺灣）

(3)Polyporus incidus Leyss. : Fr.（=Ganoderma
（臺灣尚無記錄）
sessilis Murr.）
(4)Dadinia concentrica （Bolton. : Fr.）Ces.& de
Not.（臺灣尚無記錄）
(5)Xylaria polymorpha （Pers. : Fr.）Grev. （臺
灣尚無記錄）
(6)Schizophyllium commune Fr.（臺灣尚無記
錄）
2.分布：
世界性。
3.寄主範圍：
廣泛。
(三)褐根病（Brown root rot）
1.病原菌學名： Phellinus noxius （Corner）
Cunningham
2.分類地位：
Basidiomycetes（擔子菌綱）
Aphyllophorales（非褶菌目）
Hymenochaetaceae（層菌科）
3.分布：
熱帶、亞熱帶地區
4.寄主範圍：
廣泛。
5.形態：
病菌之菌絲初為白色，繼而轉為黃褐色
或深褐色，不形成分生孢子，但菌絲可待化
成鹿角狀（trichocysts），或斷裂形成斷生孢
子（arthrospores）
，在太空包上可形成扁平之
黃褐色或深褐色之子實體，子實體偶爾在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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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基部亦會形成（臺灣尚無記錄）
。
(四)白紋羽病（Rosellinia root rot）
1.病原菌學名： Rosellinia necatrix Prill
無性世代 Dematophora necatrix R. Hartig
2.分類地位：
Ascomycetes（子囊菌綱）
Xylariales（炭角菌目）
Xylariaceae（炭角菌科）
3.分布：
溫帶地區，屬世界性。
4.寄主範圍：
以果樹為主，為多犯性（臺灣尚無正式
記錄）
。
(五)根朽病（Armillaria root rot）
1.病原菌學名： Armillaria mellea （Vahl : Fr.）
Kummer、 A. luteobuhalina Watling & Kile 引

5.形態：
病原菌之菌絲白色，扇狀之菌絲塊匐伏
生長於樹皮內側，並可見紫黑色之菌絲索
（rhizomorphs，corde or shoestrings）
。子實體淡
褐色，叢生於樹幹基部。（臺灣尚無記錄）
(六)柑橘乾根腐病（Citrus dry root rot）
1.病原：病因很複雜，包括 Fusarium 、細菌
等引起。
2.分布：
世界各地柑橘栽培區均會發生。（臺灣
尚無記錄）
。
(七)柑橘硬根腐病（Citrus hard root rot）
1.學名：可能與 Rhizoctonia iamellifera Samll.
有關
2.分布：
發生於羅德西亞。（臺灣尚無記錄）

起。
2.分類地位：
Basidiomycetes（擔子菌綱）
Agaricales（傘菌目）
Tricholomataceae（口磨科）
3.分布：
美國、澳洲、賽普路斯、馬爾它、哥斯
大黎加、義大利、突尼西亞、及 Cossica 等
國。
4.寄主範圍：
柑橘、橡樹、無花果、小榭樹叢林、
pepper tree 等。

αă൴ϠϠၗ
(一)柑橘萎凋病（Fusarium wilt）：臺灣的茂
谷柑較易發生，國外資料認為墨西哥萊
姆最為感病不宜當根砧 (8)。
(二)柑橘木材腐敗（Citrus wood root），病害
一般在植物衰弱、受傷、或二次感染
時，病原菌較易侵入誘發病害 (6,10)。
(三)褐根病、白紋羽病及根朽病在新墾植林
較易發生，臺灣柑橘上尚無記錄。
(四)柑橘乾根腐病（Citrus dry root rot）：一般
柑橘砧木品種均十分感病，在土壤淹水
時較易發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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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硬根腐病（Hard root rot）在植物受傷，
或土壤淹水時較易發生，甜橙嫁接於粗
檸檬時易發生 。
(6)

2.澤田兼吉。 1959 。臺灣產菌類調查報告
11:110。
3.Bender，G. S., Menge, J. A., Ohr, H. D., and
Burn, R. M. 1982. Dry root rot of citrus: Its

̣ă֨ڱ͞ڼ

meaning for the grower. Citrograph 67 (11)

(一)茂谷柑萎凋病尚無防治方法可推薦。國

:249-254.

外認為墨西哥萊姆對柑橘萎凋病

4.Chang. T. T. 1992. Decline of some forest trees

（Fusarium wilt）最為感病，最不宜當根

associated with brown root rot caused by

砧。病區的土壤可灌注免賴得，以避免
土壤被病菌感染。
(二)木材腐敗：避免不當之修剪與保護傷
口，並注意植株之健康。
(三)褐根病、白紋羽病及根朽病，應注意新
墾殖地之土壤是否帶菌；注意田間衛
生，清除病株根系，並予燒燬，切不可
以棄置於空地；病株與健株間應挖掘深
溝，避免根系接觸傳染；罹病土壤經一
個月以上的淹水處理。輕微病株可以稀
釋 1000 倍的三泰芬、撲克拉錳混合尿
素、碳酸鈣灌注根圈土壤，以防治褐根
病與白紋羽病。
(四)乾根腐病：防治應注意勿過份在樹冠基
部淹水。
(五)硬根腐病：避免植物受傷，與土壤淹
水。

̱ă͔ϡ͛ᚥ
1.澤田兼吉。 1942 。臺灣產菌類調查報告
7:101。

Phellinus noxius. Plant Pathol Bull. 1:90-95.
5.Childs, J. F. L. 1953. Concentric canker and
wood rot of citrus associated with Fomes

appllanatus in Florida. Phyotpathology 43;99100.
6.Klotz, L. J. 1987. Fungal, bacterial, and nonparasitic diseases and injuries originating in the
seedbed, nursery, and orchard. In：The Citrus
Industry IV.W. Reuther, E.C. Calavan, and G. E.
Carman. e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362 pp
7.Pegler, D. N., and Waterston, J. M. 1968.
Phellius noxius . C. M. I. Descriptions of
Pathogenic Fungi and Bacteria No. 195.
8.Timmer, L. W., Garnsy, S. M., Grimm, G. R.,
E1-Gboll, N. F., and Schoulties, C. L. 1979. Wilt
and dieback of Mexican lime caused by
Fusarium oxysporum. Phytopathology 69:730734.
9.Whitesid, J. O., Knorr, L. C. 1970. Mushroom
root rot - An easily overlooked cause of citrus
tree decline. Citrus Ind. 51(11):17-20.

241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10.Whitedide, J. O., Garnsey, S. M., and Timmer. L.
W. 1988. Compendium of Citrus Diseases. APS
Press, St. Paul Minnesota. 80 p.
（作者：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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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藻類及地衣
病原菌學名： Cephaleuros virescens Kunze、 Physica spp.
英名：Citrus algal & lichen
ʑă݈֏

一）
。

藻類寄生在葉片、果實上，稱為藻斑

在高濕情況下，藻類產生孢囊，由此孢

病。地衣類附著在柑橘樹幹上，一般農民通

囊內之游走子藉水滴、雨水、露水或昆蟲傳

稱為青苔，十分普遍。

播至他處。地衣的傳播主要靠藻類和真菌的
菌絲塊的混合體藉風、雨水及昆蟲等，移到

˟ăঽᇈ
藻類在葉表面產生略圓形之毛絨型斑，
直徑約3∼8公釐 (1)。地衣主要在樹幹上形成
灰綠、灰白或藍綠色，大小約3至數10公分
之薄殼斑。

他處。

̣ă֨ڱ͞ڼ
(一)目前尚無推廣防治方法。可試用噴施氧
化亞銅500倍液，或4-4式波爾多液。
(二)避免陰濕環境，注意果園內通風及日

ˬăঽࣧෂໄ
藻類有 Cephaleuros virescens Kunze引起之
藻斑病等。地衣係藻類與真菌的共生體，有
灰綠、灰白或藍綠色等各種顏色，國內有記
載的記錄為 Physica spp.

αă൴ϠϠၗ
在陰濕地區發生較多，尤其是樹勢較弱
者。生長在柑橘樹表面，由空氣、雨水及樹

照，適宜之整枝與修剪。

̱ă͔ϡ͛ᚥ
1.Winston, J. R. 1938. Algal fruit spot of orange.
Phytopathology 28:283-286.
本文係根據臺灣大學已故教授莊再揚博
士遺稿彙整而成，特為之誌。
（作者：安寶貞）

皮、葉片吸取養分，雖然對柑桔樹生育沒有
重大影響，但在樹枝及葉片上發生多量時，
遮蓋樹皮及皮孔，阻礙呼吸及蒸散作用，減

圖一：柑橘地衣。（安寶貞）

少養分的形成，使樹勢衰弱，提早落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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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潰瘍病
病原菌學名： Xanthomonas axonopodis pv. citri（Hasse）Vauterin ef al.
1995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itri (Hasse) Dye 1978)
英名：Citrus canker
˘ă݈֏
柑橘潰瘍病最早的記錄分別發生於1827
∼1831年印度西北部的枸櫞，及1842∼1844
年印尼爪哇的萊姆 (1)。在臺灣潰瘍病最早的
記載是1932年 (6)，1952年已成為柑橘主要病
害 (5)。
潰瘍病是目前國際柑橘栽培上最重要且
最具破壞性的一種細菌性病害。1913年美國
佛羅里達州出現潰瘍病，當時花費六百萬美
元，採取完全又徹底地焚燬、撲滅工作，歷
時二十年，方完全撲滅 (3)。潰瘍病嚴重發生
時，罹病葉部所含的檸檬酸、草酸、蘋果
酸、琥珀酸、反一丁烯二酸等皆減少，葉片
大量掉落，嚴重影響植株光合作用，造成樹
勢衰弱。罹病果實不但外觀難看，其所含的
糖分、維生素C、果膠酸減少，市場價格低
落，損失慘重 (2)。

˟ăঽᇈ
柑橘的葉片、果實及枝條上皆有潰瘍病
的發生。在葉片上，首先出現水浸狀、暗綠
色小點（圖一），略隆起，病斑逐漸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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ˬăঽࣧෂໄ
(一)分類地位
Bacteria
Porteobacteria
r-proteobacteria
Xanthomonadales
Xanthomonadaceae

Xanthomonas
依病原性之不同，可區分為五個病原型
：

(1)

1.病原型 A ：分布遍及於全世界，對葡萄
柚、甜橙、檸檬、墨西哥萊姆為害最
甚。
2.病原型B：分布於阿根廷、巴拉圭、烏拉
圖二：柑橘潰瘍病枝條上病徵。（鄭安秀）

圭，對檸檬、墨西哥萊姆具強病原性。
3.病原型C：分布於巴西，對墨西哥萊姆具

中央部呈灰白色凹陷，周圍呈現褐色木栓化
之結構，表皮破裂而粗糙堅硬；病斑形狀初
期雖為圓形，但老舊病斑則頗不規則，常有
多數病斑癒合成的不規則大疤，同一病斑於
葉片上下表面均可見到，在病斑邊緣常有黃
色暈環，罹病葉片漸黃化後落葉。枝條上的
病斑和葉片上者甚相似，唯其邊緣缺乏黃
暈，呈暗綠色油脂狀（圖二）。果實上的病
斑初期為紅褐色小點，略隆起，隨著病勢進
展，病斑逐漸擴大與葉片上病斑相似，唯病
斑表面木栓化更甚，外觀也更粗糙，常缺乏
鮮明的黃暈（圖三）
。

有強病原性。
4.病原型D：分布於墨西哥，在墨西哥萊姆
葉片上形成病斑。上述四種病斑型皆可
在組織上造成凸起、木栓化、外圍具黃
暈的病斑，其中A病原型出現機率較高，
餘則少見。
5.病原型E：分布於美國佛羅里達州，在葡
萄柚、甜橙、枳殼及枳柚與 Swingle citrumelo雜交種等葉片、枝條及果實上形成
扁平水浸狀病斑。
調查臺灣潰瘍病菌株， 80%屬 A 病原
型，其餘20%不屬於以上五種病原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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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柑橘潰瘍病果實上
病徵。（鄭安秀）

為0.5∼0.7×1.1∼2.0μm。單胞或呈短鏈狀聚

(二)分布
分布於臺灣、日本、韓國、中國大陸、

集，在培養基平板上形成圓形、邊緣完整、

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孟加

表面光滑、具粘性的黃色菌落。皆為好氣

拉、印尼、越南、高棉、泰國、斯里蘭卡、

性，生長溫度10∼ 38℃，最適溫度為25∼ 30

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阿富汗、巴布亞

℃ (1)。

新幾內亞、關島、馬里亞納群島、加羅林群

(五)診斷技術

島、剛果、塞席爾群島、馬達加斯加、重聚

外觀病徵極為典型，田間診斷以目測為

群島、美國、墨西哥、巴西、烏拉圭、巴拉

主，病斑中央灰白凹陷，周圍褐色木栓化，

圭、阿根廷、葉門、沙烏地阿拉伯等

。

(1,2)

(三)寄主
包括所有柑橘類作物，甜橙類、酸橘、

狀。枝條及果實上病斑無明顯黃暈出現，但
葉片病斑常伴隨明顯黃色暈環（圖四），可

檸檬、葡萄柚等為感病性品種，桶柑、椪

以此特徵與瘡痂病加以分別。

柑、柚子及文旦只在幼苗期葉片上發生，為

(六)生活史

強抗性品種 (2,5)。
(四)形態
病原細菌具單極生鞭毛、短桿狀，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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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皮破裂而粗糙堅硬，以手觸摸感覺似結疤

病原細菌在葉片及夏秋梢上的病斑越
冬，翌年春季於原來的病斑上繁殖，成為初
次感染源。下雨時病原細菌飛濺至幼葉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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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柑橘潰瘍病果實上及葉
片上病徵。（鄭安秀）

孔或傷口附近，藉雨水而侵入。春季幼葉感

在強風暴雨後，病害發生十分嚴重。在初春

染後，其病斑上繁殖的細菌為二次感染源，

豪雨及颱風過後，病害大發生之可能性甚

藉風雨攜帶再傳染到幼果及夏秋梢。循環不

大。病原細菌亦可附於人畜、昆蟲、農具而

已。

傳播。例如被潛葉蛾危害之葉片，發病極為
嚴重（圖五）
。

αă൴ϠϠၗ
柑橘品種間之抗感病性有差異，氣孔大

̣ă֨ڱ͞ڼ

而平的品種較感病；幼嫩組織較為感病，成

(一)於休眠及花芽分化期徹底進行整枝修

熟後即不受感染。但氮肥過多，延緩葉片成

剪，罹病枝條應先行剪除後搬離果園或

熟，感病時期就延長。而生長中的枝條先端

燒燬。

部位最為幼嫩，最容易受感染。
病原細菌可在園中雜草上及土中存活數
日至數個月。在臺灣每年最早發病的時期是
三至四月間，但最容易發病的時期是五至九
月。病原細菌主要靠雨水及風傳播，風雨造
成之傷口為病原細菌侵入之重要途徑，尤其

(二)強風地區避免種植感病品種。
(三)迎風面可種植防風林。
(四)種植柑橘苗時應將所有罹病部位剪除，
並燒燬。
(五)勿施用過多氮素肥，以免延緩葉片成
熟，而延長感染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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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柑橘潰瘍病病原細菌易感染被潛葉蛾危害後之葉片。（鄭安秀）

(六)春芽萌發前灑佈 4-4 式波爾多液一至二
次。

橘之研究與發展研討會專刊。 pp.221-

(七)四至八月間，每隔 2-3 星期噴施 4-4 式波

243。臺灣省農業試驗所編印。

爾多液、 56%氧化亞銅可濕性粉劑 600

2.吳文川、曾國欽、李銘洲、郭曉璠。

倍、 81.3%嘉賜銅可濕性粉劑 1000 倍或

1989 。臺灣柑桔潰瘍病的發生與分布。

72%波爾多可濕性粉劑500倍 。施藥5-7

植保會刊 31：139-149。

(4)

次後視病害發生程度，增減施藥次數。

3.植物保護手冊。 2000 。柑桔潰瘍病。

每年施用波爾多液之次數不宜過多；銅

pp.288-289。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

劑於高溫期易發生藥害，需小心使用；

毒物試驗所編印。臺中霧峰。

又銅劑使用過多將增加㤈類危害。

̱ă͔ϡ͛ᚥ
1.吳文川、鄭安秀、王玉如、胡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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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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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黃龍病
病原菌學名： Libaerobacter asiaticum ( A fastidious phioem-limited
G(一) bacterium)
英名：Citrus greening
phloem degeneration）
，絕大多數亞洲柑橘產區

˘ă݈֏
柑橘黃龍病（Citrus Huanglongbing）於

皆受此病嚴重危害，而在南非亦有蔓延。依

1943年在中國大陸華南以此病名首次發表，

照溫度對病徵表現之影響，南非黃龍病分類

。

為熱敏感型，在 22 ∼ 24 ℃涼溫下引起嚴重

但此病早於1925就在華南開始發生危害

(15)

於1947年南非以"Greening"（維綠）病名報告

病徵，並由南非柑橘木蝨（Trioza erytreae）

成為英文的通用名稱。此病因地區有不同病

傳播；亞洲黃龍病則屬於耐熱型，在27∼32

名，在臺灣 1951 開始發病稱為立枯病

℃高溫或涼溫下均可引起病徵，且由柑橘木

（Likubin）； 1960 年代東南亞開始發生，菲
律賓叫為黃萎病（Leaf mottle yellows）；在
印度稱為柑橘梢枯（Citrus dieback）；在印
尼稱為柑橘葉脈韌皮部退化（Citrus vein

蝨（Diaphorina citri）傳播

。臺灣從1951

(1,9,13)

年起此病開始發生，當時即以立枯病稱之
(8)

，之後此病迅速蔓延在北部柑橘產區，椪

柑、桶柑、甜橙普遍嚴重發病，使樹齡縮短

圖一：柑橘黃龍病之病徵。A、椪柑葉上病徵，由左２片為健葉，第３、４葉為成熟葉黃萎病徵，右三片為病
株新生葉萎縮細小呈萎黃缺鋅症狀。B、桶柑病果：小粒黃熟果略帶綠，右大粒為健果。（蘇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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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病葉變硬而向外彎曲，落葉後長出細
長幼葉呈缺鋅症狀（圖一、 A）。罹患黃龍
病樹株矮化，產生季節外多花，多半花落而
結不整形小果，色淡略帶綠，皮厚，果軸硬
化質劣（圖一、B）
。

ˬăঽࣧෂໄ
(一)寄主範圍
亞洲型之病原菌亦演化複雜而可分為感
圖二：病葉脈薄切片之電顯圖，顯示黃龍病

染寬皮柑及橙類之系統（Mandarin strain），

原擬細菌體（GFB）於篩管中，左上

為害柚類及柑、橙類之柚系統（Pummelo

角為菌體橫切面，表示雙層之胞壁及

strain）及無病徵弱系統（Symptomless

胞膜。右上角係菌體連續切片之相疊

s t r a i n ）。 此 病 菌 往 往 與 柑 橘 萎 縮 病 毒

立體圖，表示長桿狀菌體，側出芽生
殖。（蘇鴻基）

（Tristeza virus ）複合感染加重病徵 (13)。
(二)形態
引起黃龍病之病原係不能培養的特殊細

為 10 年以下，影響產量與品質極大。從 70

，存於篩管，在
菌（fastidious bacteria = GFB）

年代新病原系統出現為害向來抗病之柚類，

病株中成為系統性，近年來亦暫時被命名為

。黃龍病

Libaerobacter asiaticum (7)。由連續超薄切片之
電顯相片顯示此菌之立體構造，證實此菌成
熟體通常為直桿狀350∼550nm X 600∼1,500
nm ，由兩層外膜包圍， 20 ∼ 25nm 厚（圖
二）。此菌體係多形性，生出彎曲性長桿
體，新生菌體大小約 100 ∼ 250nm X 500 ∼
2,500nm，當其衰老後成為球狀體，直徑700
∼800nm含有稀薄細胞質。此菌通常以出芽
式繁殖，罕見以雙裂法或連珠狀增殖 (12)。
(三)診斷技術
黃龍病之田間診斷主要根據葉部及果實

至此臺灣已無抗病柑橘品種存在

(11)

普遍發生成為臺灣柑橘生產之限制因子之
一，因而研討綜合防治策略，建立無病柑苗
之生產制度與田間健康管理技術

(11,3)

，實為

學者與柑農之共同課題。

˟ăঽᇈ
黃龍病其病徵雖因柑橘品種略有差異，
一般為葉脈及相鄰組織黃化，隨著全葉變黃
或萎黃，有時葉脈木栓化。嗣因落葉、梢
枯、細根及側根腐朽，樹勢衰弱而終於全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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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徵來判別，而進一步之鑑定工作則有賴精
確而敏感之診斷技術。黃龍病在寄主體內含
量低且分布不均，電顯檢驗偵測不易。傳統
的生物檢定法（bioassay）因病原潛伏期長，
往往費力而耗時。目前由臺灣大學植病系病
毒研究室所研發之核酸探針（DNA probes）
法
(6)

(5)

與聚合酵素連鎖反應（PCR）鑑定法

，可供快速而正確之病原偵測，對此病之

檢疫及無病種苗管理有利，而對流行病學研
究有助益。
黃龍病原核酸探針乃得自病原 DNA 之
純化與選殖（cloning）。選殖所得之具有病
原特異性 DNA 片段經生物素標誌（biotinlabeling）而成為一非放射性核酸探針，並搭
配點漬雜配法（dot hybridization）
，可正確而
靈敏的偵測病原 (5)。 此法已被廣泛應用於黃
龍病原之鑑別與生態研究（圖三）。唯因此
法所包括步驟較多，自抽取病原核酸、雜配
以至呈色約需時兩天。為求更快速敏感的診
斷方法，近年已開發出PCR鑑定法。
病原特異性 DNA 片段經定序（sequenc-

圖三：偵測 GFB 病菌之點漬雜配檢驗。

ing）後，從中尋找一對引子對（primer

A 、用標誌 DNA 試劑對病葉核酸

pair）
，作為PCR增幅之用。此引子對（命名
為 228-primer pair）證實具有病原專一性，並

抽出液之雜配反應，陽性３個係
具有病徵之病葉（1-1 ， 4-5 ， 51）。 B 、為抽出液經 PCR 增幅後

對亞洲型黃龍病原，包括臺灣、日本琉球、

再經雜配反應之結果，增加敏感

中國大陸、馬來西亞、越南、泰國、沙烏地

度，陽性再增加七個標本，為無

阿拉伯等皆可反應（圖四）；但對南非型黃

病徵之帶病菌葉樣本。 D ：病葉

龍病則不反應 ，表示此引子對對亞洲型病

DNA ； H ：健葉 DNA 對照。

原（Liberobacter asiaticum）有特異性。重複

（蘇鴻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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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偵測GFB病菌之PCR複製加電泳分析圖，顯示由
臺灣GFB菌系得來之引子對在PCR增幅上，不但
對本地之病材料（Pd：椪柑，LCd：柳橙，Td：
桶柑，Pm：柚類等不同病株系）均反應，也對日
本 沖 繩 （ O K ）， 中 國 大 陸 （ C H ）， 馬 來 西 亞
（My），越南（VN），泰國（Thi），及沙烏地阿拉
伯（Ara）等國之亞洲型各菌系均反應。H項為健
葉對照。M為 bp marker。（蘇鴻基）

PCR能增加敏感度，偵測到無病徵病株中極

異，例如臺灣生態型傳播力較低，但田間此

低濃度GFB。PCR鑑定法將病原偵測時間縮

媒介木蝨在傳播病害上可能扮演重要角色，

短至七小時：核酸抽取需三小時；PCR增幅

因柑苗生長萌芽期暴露於野外受木蝨累積高

反應需三小時； 電泳分析（agarose gel）需

族群傳染，故感染率頗高。月橘（Murraya

一小時。此為目前較迅速之黃龍病診斷法。

paniculata）係木蝨生殖最喜好的寄主，但經
研究發現它並非柑橘黃龍病原菌之中間寄
主。此病菌在柑橘樹中轉移緩慢，而感染初
期局限於木蝨傳染的部分枝條中，經數月之
久始在樹中轉移蔓延全株。最近人工接種及
田間調查發現野生之木蝨寄主烏柑仔
（Severinia buxifolia Oliver）為此病菌之中間寄
主，能做為傳染源而經木蝨傳染到柑橘株。
柑橘木蝨之其他兩種寄主木蘋果（Limonia
acidissima Linn）及山黃皮（Murraya euchrestifolia Hay）經接種試驗證實並非此病原之寄
主。
屬於耐熱性亞洲型之本地病菌，在高低
溫下均可引發病徵。各病菌系統對國內所種

關於核酸探針點漬雜配法與PCR鑑定法
之所有詳細操作步驟，日前已詳載於亞太糧
肥中心出版之專刊 "Detection of greening fastidious bacteria（GFB）causing citrus greening by
dot hybridization an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with DNA probes and primer pairs" (5,6)。

αă൴ϠϠၗ
以染病的芽為接穗，嫁接繁殖之苗木為
主要傳病途徑，亦即帶病柑苗係田間蔓延之
傳染源。在果園中柑橘木蝨（Diaphorina citri
Kuwayama）以永續性方式傳播此病菌，但不
經卵傳播。傳播能力因木蝨生態型而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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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品系均為感染性，又此病菌往往與南美

須再施放。

立枯病毒（CTV）複合感染，加強發病，尤
其肥培管理不良之柑橘園發病迅速而嚴重。

̱ă͔ϡ͛ᚥ
1.黃秋雄。1979。臺灣柑桔立枯病之發生、

̣ă֨ڱ͞ڼ

病源與防治。 科學農業27: 157-159。

蟲媒的系統性黃龍病，至今尚無有效之
農藥可防治。只靠以流行病學研究獲得之智
識為基礎研擬出綜合防治對策，而達無病柑

2.蘇鴻基。1970。柑桔立枯病複合病因之進
一步研究。植保會刊 12:190（摘要）
3.蘇鴻基。2000。柑橘黃龍病與防疫策略。

苗之田間健康管理 。

p. 67-74.。植物疫情與策略。高清文。郭

(一)生產與種植無病柑橘苗：利用頂稍微體

克忠。曾經州編。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

(11)

嫁接法，去除優良品種所感染之病原，

防檢局 。

再以 PCR 技術檢驗為無病者，始用於原

4.Chien, C. C., Chiu, S. C., and Ku, S. C. 1989.

種圃，採穗圃及建康苗圃，建立無病之

Biological control of Diaphorina citri in Taiwan.

柑橘培育體系；另亦規劃辦理健康種苗

Fruit 44: 401-407.

驗證制度（health certificate），以供應農

5.Hung, T. H., Wu, M. L., and Su, H. J. 1999a.
Detection of fastidious bacteria causing citrus

民無病柑橘苗。
(二)田間衛生：於定植無病苗前，掘除田間
病株及中間寄主烏柑子，以減少田間木
蝨之傳染源。在未曾種過柑橘之無病原
地區，新種無病苗亦是一良策。
(三)媒介昆蟲柑橘木蝨之驅除：在萌芽期施
用適當殺蟲劑，以防止健株再受感染，

greening disease by nonradioactive DNA probes.
Ann. Phytopath. Soc. Japan 65: 140-146.
6.Hung, T.H., Wu, M. L., and Su, H. J. 1999b.
Development of a rapid method for the diagnosis
of citrus greening disease using the polyme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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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立枯病
病原菌學名：Citrus tristeza virus CTV
英名： Citrus tristeza (Citrus quick decline、 Grapefruit stem pitting or
Hassaku dwarf)
˘ă݈֏

不久後（1930），南美阿根廷又發生此類病

在 1890 年代南非發現以酸橙（sour

害，稱它為Podredumbre de las raicillas de los

orange, Citrus aurantium L.）為根砧所繁殖之苗

citricos。然而1937年Bitancourt與Fawcett首先

木經種植 2 ∼ 3 年後發生嚴重萎凋或枯死，

推測該病害為一種病毒所引起。約同時期，

當時推測可能是一種穗砧（scion/stock）組合

巴西柑橘也發生此類病害，一直到1942年，

不親合性所致。隨後相似症狀也陸續在美國

Moreira首先稱此病為"tristeza"。Tristeza是葡

加州與其他地方發生。1925年Webber考察南

萄 牙 語 ， 其 意 是 悲 傷 或 憂 鬱 （ sadness or

非所得結果，開始認為柑橘嚴重萎凋或枯死

melancholy）
。在1939年，美國加州柑橘發生

是一種病害而非穗砧組合不親合性所引起。

相似病害，雖然被稱為"quick decline"，但

圖一：柑橘南美立枯病毒(Citrus

tristeza virus, CTV)在指示
植物墨西哥雷木(Mexican
lime)上所造成葉脈透化之
病徵。（鄧汀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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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945年証明它與tristeza相同，因此目前
均以citrus tristeza稱之

。

(3,4)

Hassaku dwarf與Natsudaidai dwarf亦為tristeza
相同或相似之病害 (2)。

回顧臺灣柑橘病毒之研究歷程，在1966
年 Matsumoto 與 Su 報告柑橘黃龍病
（Huanglungpin）的立枯病（Likubin）病原可

˟ăঽᇈ
狹義的tristeza是指由酸橙為根砧，甜橙

能是tristeza病毒，然1970年代許多學者又推

（sweet orange， Citrus sinensis （L.）Osbeck）

測立枯病為擬菌質體病原（mycoplasma-like

為接穗所產生枯萎現象。廣義則指所有易感

。實際上，tristeza在

品種，經嫁接後產生急性或慢性枯萎現象。

臺灣柑橘園早已普遍存在，且大部份是無病

一般而言，被害樹首先根端崩潰，而後逐漸

徵帶毒樹 (1)。為避免與柑橘立枯病混淆，林

萎凋，葉片黃化或捲曲，如受病毒嚴重型系

樸氏首先將 tristeza 病害，轉譯為南非立枯

統（severe strain）所感染，感病品種可能在

病，其理由為該病最早在南非發現。然而

短期內驟然枯死。樹齡較大之柑橘樹，則葉

tristeza這個名稱是在南美巴西首先發表，因

片逐漸脫落，有時出現微量元素缺乏症，此

此邱人璋氏又將南非立枯病改為南美立枯

種枯萎柑橘樹有時會略為恢復，而繼續生長

病。至目前，一般所描述柑橘stem pitting或

一段時期，但會造成結果不良，葉片疏落。

seedling yellows 均與 tristeza 有關。日本所稱

若詳細檢查感病品種砧木或枝條，有時可發

organism, MLO）所致

(9,13)

現木質凹陷（stem pitting）病徵 (1)。此外，若
接穗來源本身帶有此病，經嫁接後往往
立即出現矮化現象，若由蚜蟲傳播
而來，則植株於數年後方呈現萎
凋現象。
Ttristeza 病毒在墨西哥萊
姆 （ Mexican lime ， Citrus
aurantifolia（Christm.）Swingle）

圖二：CTV在墨西哥萊姆(Mexican lime)
上所造成枝條木質凹陷之病徵。
（鄧汀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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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上，可產生明顯葉脈透化（圖一）、水浸

(四)形態

狀及木質凹陷（圖二）等病徵，在老葉上可

CTV為一種長絲狀（thread-like）病毒，

發現葉脈木栓化（vein corking）
，故一般都用

顆粒大小約為2000×10-12 nm。該病毒粒子

墨西哥萊姆作為病害指示植物（indicator

含單股核酸， positive sense ，分子量平均約

plant）
。

為6.5x106 daltons。電泳分析鞘蛋白分子量為
25000±1000 daltons (2)。其中佛羅里達的T36

ˬăঽࣧ

分離株係由 19296 個核甘酸組成，所有基因

(一)分類地位

組構築12個open reading frames（ORFs）
，至

Closteroviridae

少產生17種蛋白質。

Closterovirus

(五)診斷技術

(二)分布

1.指示植物檢定：指示植物為墨西哥萊姆。

CTV在全球各地柑橘產區普遍發生。全

在溫度 22 ∼ 25 ℃的條件下，帶有病毒之

面發生地區：東南亞、日本、印度、澳洲、

接穗嫁接於墨西哥萊姆幼苗，經 1 ∼ 2 月

南非、南美洲和多數太平洋島國。部份發生

後，新生長之葉片呈現明顯葉脈透化與

地區：西班牙、美國佛羅里達及加州、中美

葉背水浸狀之病徵，隨後老葉木栓化。

洲及加勒比海的部份地區、中國大陸。

如切取枝條，剝開樹皮則可發現木質呈

(三)寄主

現凹陷之病徵。指示植物鑑定所需時間

CTV幾乎可以感染所有柑橘品種，但品

較長，且田間大規模調查亦較難。此

種不同，病徵呈現差異很大。感病品種如葡

外，輕症系統在指示植物產生輕微病

萄柚或檸檬(如果受到嚴重病毒品系感染，

徵，診斷可能較難。目前己證明有不同

則呈現矮化、葉片縮小、枝條木質凹陷之病

CTV 病毒系統存在，如何區別或診斷不

徵)。此外， CTV 的病原性有分化情形，有

同strain似乎較為複雜。1959年，Grant報

些柑橘的品種可抵抗部份 CTV 分離株（iso-

，T1
告 (7) CTV可分為T1輕微型（T1 mild）

lates）
，而對其他分離株感病。此外，CTV可

強烈型（T1 strong）及 T3 嚴重型（T3

。耐病品種如椪

severe）系統。T1輕微型在墨西哥雷木病

柑、桶柑、柳橙普遍受感染，但都是無病徵

徵輕微，僅少數木質凹陷或葉脈透化之

帶毒。抗病品種：當根砧的枳殼（trifoliate

病徵； T1 強烈型引起矮化並產生較多木

orange， Poncirus trifoliate （L.）Raf.）幾乎可

質凹陷及葉脈透化，且漸漸捲葉與黃

抵抗所有CTV分離株的感染。

化； T3 嚴重型引起嚴重矮化、凹陷、節

感染非柑橘類的Passiflora

(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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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縮短、樹皮加厚、木質部變小及根腐
等現象。

LOEWE07099

2.電子顯微鏡檢查：利用電子顯微鏡檢查病
毒粒子形態，或免疫電子顯微鏡技術鑑
定CTV。

（URL:http://www.loeweinfo.com/）
、
Sanofi 51625
（3Bd. Raymond Poincare -BP 3, Marnes-La-

3.光學顯微鏡檢查：利用光學顯微鏡檢查罹

Coquette, France.）
。

病植株韌皮部（phloem）及其他組織中因

5.病毒核酸檢查技術：分析罹病組織中的雙

CTV 引起的特殊內含體（inclusion bod-

股 RNA（dsRNA）可作為 CTV 診斷的依

ies）
。

據，也可用來鑑別分離株。目前由於整

4.病毒蛋白質血清檢查技術：純化 CTV 並

條 CTV 核酸已全部解序（GenBank/

，或抽取病毒鞘蛋白

U16304） (10)，因此可據以設計核酸探針或

製作多元抗體

(2)

（capsid protein）製備鞘蛋白抗血清均已獲
成功。Guerri等

(8)

則以CTV鞘蛋白之pep-

利用RT-PCR來測定不同病毒系統 (6)。
(六)生活史

tide maps，配合Western blot來鑑定病毒不

Tristeza 是系統性病害， CTV 存在組織

同系統。利用單元抗體亦可區別不同病

內，隨著罹病組織(枝條)傳播，藉由扦插或

。目前利用血清檢查技術，如

嫁接後立足新園，成為初次感染源。植株間

微量盤（microplate） 或組織轉印（tissue

的自然傳播則靠蚜蟲。有六種蚜蟲可傳播

進行酵素聯結免疫抗體分析

，小桔
CTV，包括：大桔蚜（Toxoptera citricida）

（ELISA）
，已普遍用來作為CTV例行性診

，棉蚜（Aphis gossypii）
，.捲葉蚜
蚜（T. aurantii）

。目前農試所製備有CTV多

， A. craccivora 及 Dactynotus jaceae 。
（A. citricola）

毒系統

(11)

(3)

blot）

(5)

斷之工具

(2,11)

。蚜蟲傳播

元抗體，可提供作 CTV 診斷鑑定，至於

其中以大桔蚜的傳播效率最高

其他商業化的抗體診斷試劑有：

以半永續性方式（semiperistent manner）(2)，

ADGEN1102

蚜蟲從罹病株獲毒，需取食（acquisition feed-

（URL:http://www.adgen.co.uk/cata log/）
、
Agdia78900
（URL:http://www.agdia.com/catalog/）
、
BIOREBA 151512
（URL: http:// www.bioreba.com/）
、
DSMZAS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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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http://www.dsmz.de/）
、

(15)

ing）5分鐘以上至24小時內，在病株上取食
愈久，媒介病毒之能力愈強，蚜蟲獲毒後無
潛伏期即可傳播病毒，傳毒時間 24 ∼ 48 小
時，CTV不在蟲體內繁殖。CTV雖然可利用
機械接種傳播，但在田間經由機械傳播之機
會可能很少 (2,4)。CTV也不經種子傳播。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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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椪柑與桶柑屬於較抗病品種，葡萄

本病主要靠嫁接與媒介昆蟲來傳播。初

柚與檸檬為較感病品種，甜橙類介於中

感染源引入後，上述六種蚜蟲均可傳播此

間。在砧木品種上，廣東檸檬（Rangpur

病，至於傳播效率與田間發生可能因蚜蟲種

、酸橘（Sunki,
lime, Citrus limonia Osbeck）

類、蚜蟲密度、病毒不同系統、地區環境及

Citrus sunki Hort. Ex Tan.）
、及枳殼均屬抗
病品種。因此如選用抗病接穗與砧木組
合，可能不會構成嚴重為害。
(三)交叉保護（cross protection）：近年來國
外已利用病毒輕病症系統預先接種，以
免受到嚴重型系統之感染而受害 (2)。

柑橘品種不同而有差異。一般而言，大桔蚜
傳病能力高，與存在於果園之棲群密度較高
有關，其次為棉蚜與捲葉蚜。在臺灣根據
Tao與Tan報告 (14)，大桔蚜與小桔蚜為最主要
柑橘蚜蟲，一年中以四月和十月為二個高峰
期。此外，捲葉蚜在柑橘嫩芽期亦常發現。
目前臺灣所種植之柑橘幾乎普遍感染CTV，
且大部份均無呈顯著病徵 (1)。而果農自行自
果園選穗嫁接繁殖之柑橘苗木，可能都帶有
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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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鱗砧病
英名： Citrus exocortis
據Calavan等 (5) 報告，以枳殼為砧木之晚崙夏

˘ă݈֏
柑橘鱗砧病（Citrus Exocortis）早在1948

橙經接種鱗砧病原後植株生長後期之主幹高

年由Fawcett 和Klotz所發現，在枳殼（trifoli-

約為健康樹之半，罹病植株結果量（第七年

ate orange）為砧木之甜橙樹，砧木樹皮上產

以後） 僅為健株之 58%，本病在感病砧木

生鱗片開裂狀（bark-scaling）病徵，故取名

上，不但影響柑橘產量，且可改變樹形。

為“exocortis”

(5,7)

。本病在澳洲稱為 scaly

butt ， 1949 年 Benton 等證明該病係由病毒所

˟ăঽᇈ

。鱗砧病在世界各柑橘產區國家分布

鱗砧病主要係危害一些感病的柑橘品

很廣，如美國、巴西、阿根廷、日本以及地

種，如枳殼，枳橙或廣東檸檬為砧木所產生

。在臺灣柑橘鱗砧病之

之一種病害。由於各品種感病性、病原分離

但未證實，直至

株（isolate）
、系統（strain）不同，因此病徵

。根

之呈現與潛伏期亦有不同。主要病徵為罹病

據調查，四種主要栽培品種即椪柑、桶柑、

砧木樹皮上出現鱗片狀脫落（圖一），葉片

柳橙及晚崙夏橙均受感染，以甜橙類品種感

稀疏，因此阻礙植株生長。一般抗病較強的

引起

(11)

中海諸國均有報告

(11)

發生則於1969年始見記載

(1)

1972年才證實該病存在於臺灣柑橘園

(10)

染最為普遍 (3)。以酸橘（sunki）為砧木之甜
橙樹雖然有鱗砧病感染，但外觀仍頗健全；
以廣東檸檬（Ranpur lime）為砧木，則部分
罹病樹呈現典型鱗砧病病徵，且植株有矮
化、葉片稀少及結果不良之現象。在美國根
圖一：橙類之枳殼砧（Trifoliate orange）上，鱗砧病
病徵，皮層龜裂剝落呈鱗片狀。（蘇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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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如蜜皮柑及葡萄柚皆為無病徵帶毒者

均以自由核酸感染。如將PSTV與CEVd接種

（symptomless carrier），可能僅生長受阻或輕

在馬鈴薯、番茄和 Scopolia 上，可產生相似

微矮化而無鱗片狀病徵產生。砧木樹皮上病

之病徵，兩者皆有廣泛寄主範圍。

徵出現的時間，枳殼約為 4 ∼ 8 年，廣東檸

(四)形態

檬則為4∼5年。典型鱗砧病一般以Etrog cit-

原可能是一種無蛋白質外殼，且以游離

ron Arizona 861為指示植物，幼苗經嫁接後若

核酸（free RNA）狀態存在，即屬類病毒

有鱗砧病，溫度在 25 ∼30 ℃下，約 3 ∼6 個

（viroid）
。從電泳分析，CEVd感染性RNA分

月後，可在枝條或葉柄基部，葉背中肋出現

子量約為1.0-1.25 x 105 dalton，由275至371個

不正常開裂或脫皮，葉片則呈現 epinasty 之

核甘酸（nucleotide）所組成。

現象。

(五)診斷技術
鱗砧病原之診斷可選用不同指示植物例

ˬăঽࣧෂໄ

如佛手柑（Etrog citron，Arizona 861-S）
，將

(一)名稱

受檢定之芽或接穗嫁接於指示植物上觀察捲

早期鱗砧病被認為由病毒（virus）所引

葉病徵出現（圖二）
。病穗接種到Arizona 861

。1968
起，稱它為 citrus exocortis virus （CEV）

苗上，或在橙類實生苗上方嫁接 861-s 接穗

報告該病 由類病毒

而下方嫁接受檢柑芽穗，由佛手穗長出之幼

年Semancik和 Weathers

(12)

（viroid） 所致，因此稱為 citrus exocortis viroid （
CEVd ）
。

℃）下，約 3~6 個月指示植物可呈現明顯病

(二)分布

徵(圖二)。Citron苗接種不同系統的分離株，

世界各柑橘產區國家。
(三)寄主

可呈現極輕微至嚴重葉彎曲（leaf bending）
，
中肋呈壞疽的嚴重病徵型。利用 cDNA 引子

鱗砧病原除可感染大部分柑橘品種外，

對 Forward ： GCTCCACATCCGATCGTC ，

也可感染非柑橘寄主，但大部分為潛伏感

Reverse ： TGGACGCCAGTGATC CGC ，以

染。1967年Weathers等曾報告，本病原除可

RT-PCR 增幅經電泳分析，可快速偵測此類

感染Petunia hybrida外、 P. axillaris 、 P. violacea

病毒（圖三）
。最近Yang等（13）利用反轉錄聚

及部分茄科植物如 Solanum spp.、 Physalis spp.

合㤲鏈鎖反應（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

亦可被感染。另外， Gynura aurantiaca 經感染

merase chain ， RT-PCR）， 鑑 定 本 類 病 毒

後，可產生 epinasty 病徵。從過去報告中獲

（ CEVd） 及 木 孔 類 病 毒 （ citrus cachexia

知，CEVd與potato spindle tuber virus（PS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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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呈現典型捲葉病徵。在較高溫度（28~30

viroid，CCaV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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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柑橘鱗砧病類病毒(CEVd)用指示植物
佛手柑Citron Arizona 861-S之生物檢
定。嫁接後長出捲葉病徵。（蘇鴻基）

αă൴ঽϠၗ
本病以嫁接帶病接穗為主要傳播途徑。
尚未發現媒介傳播，但可經工具機械傳播。
Garnsey 等

(8,9)

報告，將已沾染類病毒之刀片

在 citron 莖部連續切割而獲得很高傳播率，

̱ă͔ϡ͛ᚥ
1.林樸。1969。臺灣柑桔毒素病問題與生產
改進。中國園藝。15:80-82。
2.黃秋雄。1975。臺灣柑桔鱗砧病分布之調
查。中華農業研究 24:44-49。

乾燥之刀片保存於室溫下，經一年仍有感染

3.蘇鴻基。1989。柑桔毒素病、似毒素病與

力。因此本病在果園可能經由使用工具而自

速檢法之研究。臺灣農試所特刊27：165-

然傳播。

168。
4.Benton, R. J., Bowman, F. T., Fraser, L., and

̣ă֨ڱ͞ڼ
柑橘鱗砧病之主要防治對策，乃採用無

Kebby, R. G. 1950. Stunting and scaly butt of
citrus associated with Poncirus trifoliate root-

病柑苗種植之。另外本病的田間傳播，可藉

stock. N.S.W. Dept. Agric. Sci. Bull. 70: 2099.

由修剪工具，故為防止傳播，所使用工具可

5.Calavan, E. C. 1968. Exocortis. In : Indexing

用 1%漂白水（次氯酸鈉）溶液消毒。為防

Procedures for 15 Virus Diseases of Citrus

止工具生銹，將浸過漂白液之工具，再浸入

Trees. U.S.D.A. Agriculture Handbook. 333：

食用醋稀釋液（4 倍）加礦物油之混合液中

28-34.

中和，然後使用。

6.Duran-Vila, N., Flores, R., and Semancik, J. S.
1986. Characterization of viroidlike RNAs associated with the citrus exocortis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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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nseville, Fla.
10.Ling, P. 1972. A report on exocortis in Taiwan.
In : Price, W. C. (ed) Proc. 5th Conf. Intern.
Organ. Citrus Virol. pp. 102-104. Fla. Press,
Gainseville, Florida.
11.Reuther, W. Calavan, E. C. and Carman, G.
E.1978. (ed). The Citrus Industry Vol. 4:109115. Exocortis. Div. Agriculture Science
Division, U. C. Berkeley, Califorrnia.
12.Semancik, J. S. and Weathers, L. G. 1968.
圖三：柑橘鱗砧病類病毒(CEVd)之反轉錄

Exocortis virus of citrus: association of infectivi-

聚合㤲鏈鎖反應再經產物之電泳分

ty with nucleic acid preparation. Virology

析圖，可偵測到CEVd之cDNA片段

36:326-328.

(370bp)。H:健株，1.在四季柑(calamondin)之病株，輕微反應，而 2.在
佛手柑861-S中測到高濃度類病毒。
（蘇鴻基）

13.Yang, X., Hadidi, A. and Garnsey, S. M. 1992.
Enzymatic cDNA amplification of citrus exocortis and cachexia viroids from infected citrus
hosts. Phytopathology 82:279-285.
（作者：蘇鴻基）

Virology 150:75-84.
7.Fawcett, H. S. and Klotz, L. J. 1948. Exocortis of
trifoliate orange. Citrus Leaves 28:8.
8.Garnsey, S. M. 1967. Exocortis virus can be
spread by contaminated tools. Proc. Fla. State
Hortic. Soc. 80:68-72.
9.Garnsey, S. M., Weathers, L. G. 1972. Factors
affecting mechanical spread of exocortis. Proc.
5th Conf. Int. Organ. Citrus Virologists. W. C.
Price, ed. pp.105-111. Univ. Fl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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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破葉病
英名： Citrus tatter leaf
˘ă݈֏

A

B

1962 年柑橘破葉病毒（Citrus tatter leaf

virus ， CTLV） 首 先 被 發 現 在 美 國 加 州
Riverside 柑橘研究中心所種植的北京檸檬
（Meyer lemon）上，北京檸檬病株是於 1908
年自中國引入，其後分種於美國多處。此病
毒經嫁接於柑橘苗 Citrus excelsa 而顯示破葉
病徵予以認定 (4,10)。在佛羅里達州、澳洲及
南非等地的北京檸檬也偵測到此病毒，係潛
伏感染 (5)。1975年後，日本在中國引進之品
種，如若干溫州柑品系、椪柑及桶柑陸續發
現染有此病毒，推想此病起源於中國 (6)。近
年來，臺灣亦發現多數柑橘感染此病毒 (9)。
中國大陸之最近報告指出，浙江地區已普遍
發生此病害，並有可能遍及全中國。此病毒
對感病性枳殼或其雜交種如枳橙、枳柚為砧
木之柑株為害引起罹病株矮化，故亦稱為枳
橙矮化病（Citrange stunt）(5)。

˟ăঽᇈ
此病毒對多數柑橘類及品種僅造成潛伏
感染，無病徵。當其感染 C. excelsa ，枳橙及
Citremon ，則在幼葉產生褪綠斑點或斑紋成

圖一：柑橘破葉病毒(CTLV)引起枳殼砧木與橙穗
接合部含黃褐色樹膠呈黃暈圈(yellow ring)
(A)，或鼓起形成裂縫(cleavage) (B)。
（蘇鴻基）

斑而扭曲，因此枳橙苗可用為指示植物。這
使得日本過去以枳殼為砧木之柑橘產業地區
受害 (7)。經濟品系嫁接於枳殼、枳橙或枳柚
時，則明顯出現穗砧接合部凹陷，含黃褐色
樹膠，產生黃暈圈（yellow ring）
，或使接合
部鼓起出現摺裂縫（cleavage）
，於強風吹過
時此部位易斷裂（圖一）。罹病之枳殼砧植
株呈矮化，嚴重株葉色略帶萎黃。

為萎縮畸型葉片。在枳橙有時枝條出現萎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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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染後葉片產生褪色斑點及不整形破裂
葉 病 徵 ， 但 C . excelsa 感 染 柑 桔 萎 縮 病 毒
（Tristeza virus）之苗黃系統時，亦產生類似病
徵，因此如果兩種病毒同時感染 C . excelsa
時，破葉病病毒的檢定會受干擾，所以Rusk
枳橙為較好的檢定用植物。可直接採用對象
植物的苗或接芽作檢定，亦可將指示植物之
芽或接穗切接或芽接於感病性植物，進行檢
圖二：CTLV病毒屬Capillovirus，其電顯圖呈
600 ~ 700 × 15nm 之絲狀体，而顆粒
之表面構造呈交叉縫線。（蘇鴻基）

疫。實際檢定時將受檢株之枝芽（2芽以上）
嫁接於實生柑苗而上方嫁接指示植物之接
穗，剪去頂部催速指示接穗萌芽，使病徵迅
速呈現於嫩葉上。在20℃∼24℃適當溫度下
經4∼6週即可在長出的幼葉上產生病徵。

ˬăঽࣧෂໄ
(一)名稱
Citrus tatter leaf virus（CTLV）
(二)形態
此病毒屬 Citrus tatter-leaf Capillovirus ，受
其感染之柑橘及草本植物，經電子顯微鏡觀
察，可檢視到大小為 600 ∼ 700 x 15 ∼ 19nm
之絲狀病毒顆粒 (1)（圖二）。此病毒可在柑
橘及草本植物間以汁液機械傳染。
(三)診斷技術
通常採用指示植物之生物檢定。Rusk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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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病汁機械接種於白藜（Chenopodium

quinoa ）及豇豆（ Vigna unguiculata （L.）
Walp.）的葉上可產生局部萎黃至壞疽病斑
（圖三 B），上方系統感染葉皺縮成萎黃畸形
葉。近年已利用c-DNA引子對（F:CGGGTAGGAGTGTATCTTTGG ； R:ACACGACTC
CTAACCCTCCA），以反轉錄複製酵素連鎖
反應（RT-PCR）經電泳分析可快速偵測
CTLV（圖四）
。

αă൴ঽϠၗ

橙的苗或接芽為良好的檢定植物，經病芽嫁

此病毒主要經帶毒穗芽嫁接育成之苗木

接接後，在其葉片上出現不整形褪色病斑及

傳播，雖然室內試驗可用機械方式傳染 (8)，

葉緣畸型病徵（圖三A）
。Troyer枳橙亦可產

但在田間鮮少以此方式傳播，生物媒介傳染

生類似病徵，但有些病毒分離株對枳橙僅造

至今未知。此病毒一般屬潛伏感染無危害徵

成輕病徵或無病徵； C. excelsa 對此病毒很敏

狀，但以感病性枳殼及其雜交種為砧木，植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二)用枳殼以外的抗病性柑橘品系作砧木，則

A

因此病毒潛伏感染而呈無病徵表現。
(三)此病毒可經機械傳染，因此剪刀工具使用
時需經1%次氯酸鈉(漂白液)浸液消毒，為
避免處理過工具生㝮，再浸醋酸稀釋液加
少量機械油。

̱ă͔ϡ͛ᚥ

B

1.蔡美珍。1986。柑桔破葉病病毒之特性。
臺大植病所碩士論文。
2.蘇鴻基。1989。柑桔毒素病、似毒素病與
速檢法之研究。臺灣農試所特刊 27 ：
165-167.
3.蘇鴻基。1989。頂稍微體嫁接法技術改進
及應用。臺灣農試所特刊 27：112-118。
圖三：在病毒生物檢定用之標示植物Rusk枳
橙上，病葉產生萎黃斑紋，萎縮生長
為破葉狀畸形葉（A）
。在白黎指示植

4.Calavan, E. C., Christiansen, D. W. and
Roistacher, C. N. 1963. Symptoms associated

物接種葉上形成萎黃斑點（B）
，由左

with tatter-leaf virus of Troyer citrange root-

係不同成熟度之病葉，其上斑點隨時

stocks. Plant Dis. Reptr. 47:971-975.

間擴大。（蘇鴻基）

5.Garnsey, S. M. 1970. Virus in Florida's Meyer
lemon trees and their effects on other citrus.
Proc. Fla. State Hort. Soc. 83:66-71.

株感染後出現顯著矮化萎縮病徵；在抗性砧

6.Miyakawa, T. 1980. Occurrence and varietal dis-

嫁接之各種柑橘，寬皮柑、甜橙、四季橘、

tribution of tatter leaf-citrange stunt virus and its

及柚類，均係潛伏感染而無病徵。

effects on Japanese citrus. :Calavan, E. C. et al.
(ed). Proc. 8th Conf. Intern. Organ. Citrus Virol.

̣ă֨ڱ͞ڼ
(一)種植無病毒健康柑橘種苗，健康種苗須經
由無病種苗驗證制度下生產。

pp. 220-224.
7.Miyakawa, T. and Matsui, C. 1976. A bud-union
abnormality of Satsuma mandarin on Ponc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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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偵測CTLV病毒之RT-PCR
複製產物經電泳之分析膠
片圖。在柳橙病株( LCdNA )及四季橘病株( Cal )測
到病毒複製之DNA帶(核酸
長度為 966bp 及684bp) 。
（蘇鴻基）

trifoliata rootstocks in Japan. : Calavan, E. C.
(ed), Proc. 7th Conf. Int. Organ. Citrus Virol.
Riverside. pp. 125-131.
8.Semancik, J. S. and Weathers, L. G. 1965. Partial
purification of a mechanically transmissible virus
associated with tatter leaf of citrus. phytopathology 55:1354-1358.
9.Su, H. J. and Cheon, J. U. 1984. Occurr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tatter-leaf-citrange stunt complex
on Taiwanese citrus. Phytopathologist and
Entomologist, NTU 11: 42-48.
10.Wallace, J. M. and Darke, R. J. 1962. Tatter leaf,
a previously undescribed virus on citrus. Plant
Dis. Reptr. 46:211-212.
（作者：蘇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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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根腐線蟲
學名： Pratylenchus coffeae（Zimmermann）Filipjev & Stekhoven
英名： Citrus root-lesion nematode
別稱：南方根腐線蟲
˘ă݈֏
Pratylenchus spp.（Root-lesion nematode 根
腐線蟲）此屬早於1880年即已發現，分布遍
及世界各地且寄主範圍也相當廣泛，目前共
有64種， P. coffeae 則普遍存在熱帶地區。美
國佛羅里達洲之柑橘受此線蟲為害不下於穿
孔線蟲，嚴重影響果實之產量與品質。J. H.
O'Banon（1973）報告指出，美國佛羅里達州
之柑橘在感染此蟲4年後，粗皮檸檬（rough
lemon）生長降低 80% , 酸橙（sour orange）則
降低 77%，而美女橘（Cleopatra mandarin）則
為49%。且粗皮檸檬的幼苗在感染一年後其
生長降低 22%，且其根系減少至 47%。根據
蔡氏 6年來的調查，臺灣柑橘因線蟲導致衰
弱症在結果株表現率平均為37％，其中以柳
橙之 64 ％、椪柑之 53 ％及葡萄柚之 52 ％最
為嚴重。為害柑橘生育的線蟲種類中，又以
柑橘線蟲及根腐線蟲為多，分別佔總採樣最
高顯著值的 74.5%與 59.1%，其他線蟲則佔
18.1%，因此防治對象著重在前二者。

˟ăঽᇈ
本線蟲對各種作物為害所造成的病徵大
同小異。地上部呈現微量元素缺乏症狀，植
株矮化、葉片黃化變小且數量減少、梢枯、
樹勢衰弱，嚴重者萎凋甚至死亡（圖一）。

圖一：根腐線蟲對柑橘造成的病徵，地上部呈
現微量元素缺乏症狀，植株矮化、葉稀
少而小、黃化，嚴重者樹勢萎凋、梢
枯、甚至死亡。（蔡東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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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根腐線蟲對柑橘造成的病
徵，地下部根系受害，初
其根外表出現紅棕色病
徵，隨著線蟲的移行而逐
漸擴大。末期呈現棕褐色
腐敗病徵，根系因此減少
而樹勢衰弱。（蔡東纂）

地下部根系受害時，初期病徵為根系外表呈

(二)分布

現紅棕色，隨著線蟲的移行而變色範圍逐漸

臺灣、日本、菲律賓、泰國、印尼、印

擴大，到後期呈現棕褐色腐敗病徵，根系大

度、澳洲、南非、美國、夏威夷、巴西、西

量減少而樹勢衰弱（圖二）
。

印度群島、多明尼加、薩爾瓦多、瓜地馬
拉、委內瑞拉、加那利群島、波多黎各等

ˬăঽࣧ

地。

(一)分類地位

(三)寄主

Nematoda

墨西哥薊， Albizzia falcata ，洋蔥，

Secernentea
Diplogasteria
Tylenchida
Tylenchina
Pratylenchidae
Pratylenchin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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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nthera brasiliana ，五色莧， Amaranthus
lividus ， Andropogon nardus v. flexusus， A. nardus v. genuinus， A. sorghum ， A. zizanoides ，
落花生， Aster sp.， Bixa orellana ， Boehmeria
latifolia ， Borreria latifolia ， Brassica oleracea v.
botrytis， B. oleracea v. capitata，Calopogonium
mucunoides ， Camellia japonica ， C. sinensis ，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圖三：根腐線蟲之雌雄蟲形態。（蔡東纂）

Cassia laevigata ， C. mimosoides ， Centrosema
pubescens ， Ceratochloa unioloides ， Cinchona
succirubra ， Citrus spp.， Coffea arabica ， C.
canephora ， C . excelsa ， C . quillon ， C .
robusta ， Coffea sp.， 彩 葉 草 ， 草 玉 鈴 ，
Coronopus didymus ，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 Crotalaria juncea ， Cucurbita spp.，
Cydonia oblonga ， Cynodon dactylon ， Cyperus
rotundus ，大理花， Dahlia sp.， Dendrocalamus
asper ， Derris elliptica ， Digitaria adscendens ，
Eupatorium triplinerve ， Fragaria * ananassa ，
Fragaria chilodensis ， Gigantochola apus ，棉
花 ， Heliconia spp.， Hevea brasiliensis ，
Hypochaeris radicata ， Juglans regia ， Justicia
simplex ， Linum usitatissimum ， Lolium

rigidum ， Lupinus angustifolius ， Manihot utilissima ， Medicago sativa ， Mimosa invisa ，苦瓜，
Musa acuminata ， M . paradisiaca （煮食香
蕉）
， M. textilis ， Musa spp.， Orthosiphon grandiflorum ， Paspalum conjugatum ， Phaseolus
lunatus ， P . mungo ， 豌 豆 ， Pogostemon
cablin ， Pollinia ciliata ， Portulaca oleracea ，
Pouzolzia indica ， Prunus armeniaca ， P .
persica ， P. salicina ， Pyrus communis ， Rumex
acetosella ， Schizostachyum sp.， Shuteria
vestita ， Solanum melongena ， S. quintoense ，
馬 鈴 薯 ， Sonchus oleraceus ， Spergula
arvensis ， Swietenia mahogani ， Tagetes sp.，
Tephrosa vogelii ， Theobroma cacao ， Trifolium
pratense ， Tripsacum laxum ， Vernonia ciner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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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

就會變黑，皮層和中柱脫離，而致腐敗。植

(四)形態

株外觀：枝葉稀疏，有黃化（chlorosis）
、落

雌蟲：

葉及新梢乾枯（die back）等現象。單就外觀

1.幼蟲時較細長，成蟲較肥胖。

病徵來判斷時，易與營養缺乏、立枯病及其

2.側線一般皆為 4條，有些 5或6 條。

他根部病害之病徵相混淆。

3.口唇部些微突出，具 2 個環紋（annulates）
，有時一側 3 個。

實驗室分離鑑定，主要利用改良式柏門
氏漏斗法、浸根法及染色法（圖四）分離觀

4.口針強大，口針結球圓形至長方形。

察，並利用光學顯微鏡及掃瞄式電子顯微鏡

5.後子宮分支長為體寬之 1-1.5 倍，末端具

鑑定根腐線蟲之種類。

發育不全的卵巢。
6.藏精囊大，卵圓形至圓形，充滿精子。
7.尾長在年輕雌蟲長度為陰門處體寬之 2.0
∼2.5 倍，在老雌蟲則為 0.5∼2.0 倍。
8.尾端鋸齒狀，有些則為圓形或稜狀或 crenate 形。

(六)生活史
此蟲一般皆行兩性生殖，雌蟲交配後產
卵於根組織內。第一次蛻皮在卵期，而後再
經三次蛻皮後成為成蟲。在28℃溫度下，觀
察根腐線蟲在胡蘿蔔癒合組織之族群發展，
發現二齡幼蟲至成蟲所需時間約為13天，成

雄蟲：

蟲至產卵約為 6 天，產卵至卵孵化成二齡幼

1.蟲數較雌蟲為多，形態大致相似，但體形

蟲約為7∼8天，其生活史約為27∼28天。

較小。
2.側線4條，延長至交接囊處。
3.交接刺細長，16 ∼ 20μm。

雌蟲交配後產卵於根系組織內。第一次

4.副刺短、單一，長 4 ∼7μm。

蛻皮在卵期，而後再經三次蛻成為成蟲。但

5.交接囊包覆整個尾部。

Wehunt等人發現此蟲在 Musa pradisiaca 根內有

(五)診斷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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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ă൴ϠϠၗ

子宮內發育現像。在水中，28∼30℃下，6

田間診斷：主要依外觀病與根部病徵來

∼ 8 天卵即孵化；在馬鈴薯球莖上，卵孵化

判斷。二齡幼蟲侵入柑橘營養根後，即將頭

後約2星期可見成蟲，其平均生活史約27天

部插入皮層內攝食，破壞附近細胞，造成紅

（25 ∼ 30 ℃）；無寄主下，在潮濕土壤中可

棕色紡錘狀壞疽，俟其他微生物順著線蟲侵

存活 8 個月，生殖最適溫度為 29.5 ℃，溫度

入的路線感染根部後，就會使感染部位呈現

超過38℃則不適存活。Radewald指出此蟲殘

黑褐色的壞疽。嚴重受根腐線蟲感染的根系

存在柑橘根中的溫度為4.5∼32℃，4個月後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圖四：柑橘罹病根系經棉藍染
色後，可容易觀察到病
原線蟲-根腐線蟲內寄
生潛移性之危害特性。
（蔡東纂）

仍具有再感染能力。雄蟲可在根皮層內存活

蟲害為目前趨勢， Sayre 在 1971 年就土壤有

2.5 個月之久。因此，在傳播過程中可渡過

機添加物對防治線蟲的機制，綜合為5點：

不良環境，顯示其生命力強，感染潛力大，

(一)有機添加物分離物對線蟲有直接毒害作

因此防治不易。 Townshend 指出此蟲在乾燥

用。

土壤中以低濕生活（Anhydrobiosis）方式存

(二)可增加線蟲之天敵。

活，在 1%相對濕度下可存活770天，其他濕

(三)改變植物和線蟲的關係。

度下亦可生存 438 天。此種生活方式可增加

(四)有機添加物在分解過程中產生有燻殺作

該蟲在 0 ℃下的存活能力（但溫度不可超過
40 ℃），而且其病原性與繁殖力在環境適合
時會恢復，並不會降低。

用的氣體。
(五)有機物在分解時產生熱可造成線蟲局部
傷害。
在臺灣的可利用土壤有機添加物來防治

̣ă֨ڱ͞ڼ

線蟲病害，包括：植物殘株、動物糞便、工

目前政府並未有推薦化學藥劑來防治根

業副產品（如蔗渣、篦麻粕、菜子粕、纖維

腐線蟲病害，而利用有機添加物防治作物病

廢料、蝦蟹殼、糠麩、糖蜜、菇類堆肥、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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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及木材廢料等）、動物殘質（如骨粉、毛
類、血粉、魚渣等）及泥炭等五大類。

7.Radewaid,J.D., O'Bannon, J.H., and Williams,
A.T. 1971. Temperature effects on reproduction

目前中興大學篩選出有效的線蟲天敵

and pathogenicity of Pratylenchus coffeae and P.

（放射線菌 Streptmyces#31），研發出 LT-M 配

Brachyurus and survival of P. coffeae in roots of
Citrus jambhiri. J. Nematol. 3:390-394.
8.Sasser, J. N., and Freckman, D. W. 1987. A world
perspective on Nematology: the role of the society. Pages 7- 14 in: Vistas on Nematology. J. A.
Veech and D. W. Dickson, eds. Society of
Nematologists Inc. U.S.A. 509 pp.
9.Sayre,R.M. 1971. Biotic influence in soil environment. Pages 235-256 in Plant Parasitic
Nematodes. I. Morphology, Anatomy, Taxonomy
and Ecology. B.M. Zuckerman et al., eds., Acad.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10.Townshend, J. L. 1984. Anhydrobiosis in
Pratylenchus penetrans. J. Nematol. 16: 282- 289.

方，經田間試驗證實，能達防治線蟲、增加
農作物產量和品質之目的。

̱ă͔ϡ͛ᚥ
1.De Man, J. G. 1880. Die einheimischen, frei in der
reinen Erde und im sssen Wasser lebenden
Nematoden. Tijdschr. Ned. Dierk. Ver. 5, 1- 104.
2.Golden,A.M.,Loez,R.,and Vichez, H. 1992.
Description of Pratylenchus gutierrezi n. sp.
(Nematoda: Pratylenchidae) from Coffee in Costa
Rica. J. Nematol. 24:298-304.
3.Goodey, J. B., Franklin, T. M., and Hooper, J. D.
1965. The Nematode Parasites of Plants
Catalogued under Their Hosts. 214 pp.
4.Handoo, Z. A. and Golden, A. M. 1989. A key
and diagnostic compendium to the species of the
genus Pratylenchus Filipjev, 1936 (lesion nematodes). J. Nematol. 21: 202-218.
5.Mai, W. F. and Lyon, H. H. 1975. Pictorial key to
Genera of Plant- Parasitic Nematodes. 4th ed.
Ithaca ＆ London: Comstock Publishing
Associates, Cornell Univ. Press, 219 pp.
6.O'Bannon, J. H., and Tomerlin, A. T. 1973. Citrus
tree decline caused by Pratylenchus coffeae. J.
Nematol. 5: 311-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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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線蟲
學名： Tylenchulus semipenetrans Cobb
英名： Citrus nematode
˘ă݈֏
柑橘線蟲造成柑橘慢性衰弱（citrus slow
decline）
。此病害並不會造成柑橘植株急速的
死亡或病變，但罹病柑橘植株漸趨衰弱，樹
勢一年不如一年，導致喪失經濟價值甚至死
亡。由於此病以漸進的方式危害柑橘，故初
期病徵不易被察覺，俟後期病徵顯著時再施
藥治療，往往得經過 2 ∼ 3 年才能回復生
機。柑橘線蟲引起的慢性衰弱病是世界性
的，目前臺灣柑橘、柿子及葡萄園的發病情
形均甚為普遍，唯線蟲的病原型略有不同。

˟ăঽᇈ
柑橘線蟲之二齡幼蟲侵入柑橘營養根
後，即將頭部插在皮層內攝食，破壞附近細
胞，俟其他微生物順著線蟲侵入的路線感染
根部後，就會使感染部位呈現黑褐色的壞疽
（圖一）
。嚴重受感染的根系變黑，皮層和中
柱脫離，而致根系腐敗（圖二）。根系受損
害後，輸導組織的功能降低，地上部呈現微
量元素缺乏及營養不良的徵狀。因此，最顯
著的外觀病徵為枝葉稀疏，有黃化（chlorosis）、落葉及新梢乾枯（die back）等現象
（圖三）
。柑橘線蟲雌蟲產卵時，會分泌黏性
的膠質包裹卵塊，因此罹病根系經常
沾黏土塊，用水沖洗也難去除。

圖一：柑橘線蟲(Tylenchulus semipenetrans)侵入柑橘營養根後，即將頭部
插在皮層內攝食，破壞附近細胞，
俟其他微生物順著線蟲侵入的路線
感染根部後，就會使感染部位呈現
黑褐色的壞疽。（蔡東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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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嚴重受柑橘線蟲感染的根系
病徵會變黑，皮層和中柱脫
離，而致腐敗。（蔡東纂）

ˬăঽࣧෂໄ
(一)分類地位
Nematoda
Secernentea
Diplogasteria
Tylenchida
Criconematina
Tylenchulidae
Tylenchulinae
(二)分布

Tylenchulus semipenetrans 的分布幾乎與世
界上的柑橘產業有相同的面積。於臺灣地區
15 縣市柑橘園所採 1609 個土壤及根系樣品
中，檢出1198個帶有柑橘線蟲，其出現率為
74.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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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寄主
柑橘線蟲已知可感染 29 種柑橘、 21 個
雜交柑橘品系及 11 種芸香科（Rutaceae）其
他植物。此外，橄欖、葡萄、紫丁香、柿、
蔓澤蘭屬之 Mikania batatifolia 、枇杷、梨、

Calodendrum capense 及馬唐、水椑、栗米草、
、莧屬（Amaranthus
茄屬（Solanum nodiflorum L.）
graecizans L.）、藜屬（Chenopodium murale
L.）、馬齒莧、蘵屬（Physalis sp.）等雜草 (5)
也是其寄主。
(四)形態
1.未成熟雌蟲：身體為蠕蟲形，有明顯的
橫向條紋（straie）
，唇部（lip region）平滑
圓錐狀和身體連在一起，無唇盤（labial
disc）
，唇部架構適度的硬化。口針（spear）
約長 13 μ m ，結構完整，圓形的口針節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圖三：感染柑橘線蟲的柑橘植株
病徵，最顯而易見的外觀
病變即是枝葉稀疏，有黃
化、落葉及新梢乾枯等現
象。（蔡東纂）

球（basal knobs）。背部食道腺孔（dorsal

脹，最寬約 68 ∼ 100 μm，腹部呈拱形，

esophageal gland orifice）距口針節球約4μ

頸部歪曲常會斷掉。陰門後的身體有 36

m。前部食道（procorpus）長筒狀，管腔

μm長的指狀帶，陰門處直徑 20 ∼ 27 μ

硬化。中部食道球（metacorpus 或 median

m。身體表皮接近中央處增厚約4μm厚、

bulb）橢圓形，有強壯的肌肉，並在表皮

無環、身體表層無肌組織，卵巢呈螺旋

中央增厚。食道狹細部（isthmus）也是

狀，受精囊中充滿精子，子宮內含單

長筒狀。基部節球的地方有3條食道腺，

卵，卵呈橢圓狀（60-70×35-37μm）
。腸

有食道腸間瓣（cardia）
，位於食道微偏向

是多核團狀的，充滿了大部份體腔，無

腹部。腸腔模糊不清，直腸（rectum）及

腸腔，無直腸及肛門。在陰門前之排泄

肛門（anus）萎縮無功能。陰門（vulva）

孔 （ excretory pore） 17 μm。 Maggenti

接近後端，有厚厚的陰唇（labia）。排泄

（1962）發現卵外凝膠層（gelatinous matrix）

管明顯，突出的開孔在接近陰門之前。

是由排泄孔製造而非陰門。排泄細胞發

單卵巢（ovary）無子宮囊，尾端呈鈍

達，靠腹部，在中央巨大的細胞中有明

形。
2.成熟雌蟲：頸部以後的身體不規則的膨

顯的細胞核。
3.雄蟲：身體削長，大部份是直的，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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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柑橘線蟲成熟雌蟲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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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狀態下尾端微捲。陷線（striae）分開

長，捲曲，長 14 ∼ 18 μm。副刺（guber-

0.8 ∼ 0.9 μm。側區（lateral fidles）不明

naculum）直的或新月狀，固定的長 3 ∼ 4

顯。唇部平滑圓錐狀，外圍微硬。口針

μm。總排出腔孔（cloacal aperture）在一

和食道（oesophagus）退化，口針節球極

突出的瘤上。尾部圓錐狀伸長至一圓形

小，中部食道球無肌肉呈針狀。基部食

的端點。

道球與腸分開。半月體（hemizonid）就在

4.二齡幼蟲：身體直長或捲苗陷線分開 0.8

神經環（nerve ring）之後。排泄孔在身體

μm，側區隱藏並有2切痕（incisures）
。唇

中央偏後。單精巢（testis）並往外伸，無

部、口針、食道和未成熟雌蟲相同。口

交接囊（bursa）。交接刺（spicules）細

針的細尖端占總長一半不到，並在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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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個針狀物。背部食道腺孔在口針基部

態維持生命達數年之久，且無需取食。在寄

後 4 μm處。中部食道節球紡錘狀在中間

主植物存在時，它侵入根部最外層表皮，並

增厚，食道和腸的會合處（oesophago-

完成三次蛻皮。此線蟲常危害 4 ∼ 5 星期大

intestinal junction）被推入基部節球，因此

的營養根，將蟲體前半部（頭部）埋插入根

許多腺體形成重疊。頸突起（deirids）在

組織中吸取汁液，而體後半部則裸露根部外

神經後，半月體明顯。排泄孔在身體中

面。在臺灣氣候環境，全年都可找到柑橘線

央偏後，生殖原基（genital primondium）

蟲各齡期，而每年三月起族群密度逐漸上昇

在排泄孔後有 2 ∼ 4 個細胞。無直腸及肛

至六月時達最高峰，十二月至三月最低，此

門。雄蟲肛門在靠近尾端，且尾端較雌

和臺灣的雨量及溫度有關係。

蟲短，細尖。
(五)診斷技術

̣ă֨ڱ͞ڼ

一般感染柑橘線蟲的柑橘植株，最顯而

一般柑橘線蟲的傳播方式靠病株及土壤

易見的外觀病變即是枝葉稀疏，有黃化、落

的攜帶，因此預防措施上對苗株及土壤的檢

葉及頂梢乾枯等現象。柑橘線蟲雌蟲產卵

疫及消毒須嚴格執行。

時，會分泌黏性的膠質包裹卵塊，土壤顆粒

目前推薦的柑橘線蟲防除藥劑有丁基加

甚易附著其上。這個特性，也常被用來作田

保扶（Marshel 5% G）粒劑、芬滅松（Nemacur

間診斷的參考。實驗室診斷則可利用改良式

10% G） 粒劑及抗藥得（Contraven 10% G）

柏門氏漏斗分離後鏡檢，或利用棉藍染劑染

粒劑等三種。在春芽萌發時（4月左右）
，於

色以解剖顯微鏡觀察。

樹冠外圍下環形開溝 15 公分深，依推薦使

(六)生活史

用量，將藥劑平均撒佈於溝底，經覆土後再

柑橘線蟲行孤雌生殖，未受精的雌成蟲

澆水保持適當土壤濕度即可。

排卵後，孵化成雌雄兩性的幼蟲。溫度在24

隨著有機農業推廣，施用有機質添加物

∼ 26 ℃時，此線蟲一世代約需 6 ∼ 8 星期

LT-M 防治柑橘慢性衰弱症，效果顯著，已

。

推薦給農民使用，增加柑橘生產收益。

（3）

αă൴Ϡ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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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線蟲的卵孵化為二齡幼蟲，在 7 ∼

1.蔡東纂、吳文希、林奕耀、程永雄。

10 天中蛻皮三次成為成熟雄蟲。雄蟲不攝

1997。臺灣柑橘線蟲之發生及其生物行種

食，不危害柑橘。雌性幼蟲能以二齡幼蟲型

內變異。植病會刊 6：1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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