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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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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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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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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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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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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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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