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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90 年代南非發現以酸橙（sour

orange, Citrus aurantium L.）為根砧所繁殖之苗

木經種植2∼3年後發生嚴重萎凋或枯死，

當時推測可能是一種穗砧（scion/stock）組合

不親合性所致。隨後相似症狀也陸續在美國

加州與其他地方發生。1925年Webber考察南

非所得結果，開始認為柑橘嚴重萎凋或枯死

是一種病害而非穗砧組合不親合性所引起。

不久後（1930），南美阿根廷又發生此類病

害，稱它為Podredumbre de las raicillas de los

citricos。然而1937年Bitancourt與Fawcett首先

推測該病害為一種病毒所引起。約同時期，

巴西柑橘也發生此類病害，一直到1942年，

Moreira首先稱此病為"tristeza"。Tristeza是葡

萄牙語，其意是悲傷或憂鬱（sadness or

melancholy）。在1939年，美國加州柑橘發生

相似病害，雖然被稱為"quick decline"，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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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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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臺灣柑橘病毒之研究歷程，在1966

年 M a t s u m o t o 與 S u 報 告 柑 橘 黃 龍 病

（Huanglungpin）的立枯病（Likubin）病原可

能是tristeza病毒，然1970年代許多學者又推

測立枯病為擬菌質體病原（mycoplasma-like

organism, MLO）所致 (9,13)。實際上，tristeza在

臺灣柑橘園早已普遍存在，且大部份是無病

徵帶毒樹 (1)。為避免與柑橘立枯病混淆，林

樸氏首先將 tristeza 病害，轉譯為南非立枯

病，其理由為該病最早在南非發現。然而

tristeza這個名稱是在南美巴西首先發表，因

此邱人璋氏又將南非立枯病改為南美立枯

病。至目前，一般所描述柑橘stem pitting或

seedling yellows均與tristeza有關。日本所稱

Hassaku dwarf與Natsudaidai dwarf亦為tristeza

相同或相似之病害 (2)。

狹義的tristeza是指由酸橙為根砧，甜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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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接穗所產生枯萎現象。廣義則指所有易感

品種，經嫁接後產生急性或慢性枯萎現象。

一般而言，被害樹首先根端崩潰，而後逐漸

萎凋，葉片黃化或捲曲，如受病毒嚴重型系

統（severe strain）所感染，感病品種可能在

短期內驟然枯死。樹齡較大之柑橘樹，則葉

片逐漸脫落，有時出現微量元素缺乏症，此

種枯萎柑橘樹有時會略為恢復，而繼續生長

一段時期，但會造成結果不良，葉片疏落。

若詳細檢查感病品種砧木或枝條，有時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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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及木質凹陷（圖二）等病徵，在老葉上可

發現葉脈木栓化（vein corking），故一般都用

墨西哥萊姆作為病害指示植物（indicator

plant）。

(一)分類地位

Closteroviridae 

Closterovirus

(二)分布

CTV在全球各地柑橘產區普遍發生。全

面發生地區：東南亞、日本、印度、澳洲、

南非、南美洲和多數太平洋島國。部份發生

地區：西班牙、美國佛羅里達及加州、中美

洲及加勒比海的部份地區、中國大陸。

(三)寄主

CTV幾乎可以感染所有柑橘品種，但品

種不同，病徵呈現差異很大。感病品種如葡

萄柚或檸檬(如果受到嚴重病毒品系感染，

則呈現矮化、葉片縮小、枝條木質凹陷之病

徵)。此外，CTV的病原性有分化情形，有

些柑橘的品種可抵抗部份CTV分離株（iso-

lates），而對其他分離株感病。此外，CTV可

感染非柑橘類的Passiflora (6, 18)。耐病品種如椪

柑、桶柑、柳橙普遍受感染，但都是無病徵

帶毒。抗病品種：當根砧的枳殼（trifol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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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所有CTV分離株的感染。

(四)形態

CTV為一種長絲狀（thread-like）病毒，

顆粒大小約為2000×10-12 nm。該病毒粒子

含單股核酸，positive sense，分子量平均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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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離株係由19296個核甘酸組成，所有基因

組構築12個open reading frames（ORFs），至

少產生17種蛋白質。

(五)診斷技術

1.指示植物檢定：指示植物為墨西哥萊姆。

在溫度22∼25℃的條件下，帶有病毒之

接穗嫁接於墨西哥萊姆幼苗，經1∼2月

後，新生長之葉片呈現明顯葉脈透化與

葉背水浸狀之病徵，隨後老葉木栓化。

如切取枝條，剝開樹皮則可發現木質呈

現凹陷之病徵。指示植物鑑定所需時間

較長，且田間大規模調查亦較難。此

外，輕症系統在指示植物產生輕微病

徵，診斷可能較難。目前己證明有不同

CTV 病毒系統存在，如何區別或診斷不

同strain似乎較為複雜。1959年，Grant報

告 (7) CTV可分為T1輕微型（T1 mild），T1

強烈型（T1 strong）及 T3 嚴重型（T3

severe）系統。T1輕微型在墨西哥雷木病

徵輕微，僅少數木質凹陷或葉脈透化之

病徵；T1強烈型引起矮化並產生較多木

質凹陷及葉脈透化，且漸漸捲葉與黃

化；T3嚴重型引起嚴重矮化、凹陷、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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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縮短、樹皮加厚、木質部變小及根腐

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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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光學顯微鏡檢查：利用光學顯微鏡檢查罹

病植株韌皮部（phloem）及其他組織中因

CTV 引起的特殊內含體（inclusion bod-

ies）。

4.病毒蛋白質血清檢查技術：純化 CTV 並

製作多元抗體 (2)，或抽取病毒鞘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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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de maps，配合Western blot來鑑定病毒不

同系統。利用單元抗體亦可區別不同病

毒系統 (11)。目前利用血清檢查技術，如

微量盤（microplate）(3) 或組織轉印（tissue

blot） (5) 進 行 酵 素 聯 結 免 疫 抗 體 分 析

（ELISA），已普遍用來作為CTV例行性診

斷之工具 (2,11)。目前農試所製備有CTV多

元抗體，可提供作 CTV 診斷鑑定，至於

其他商業化的抗體診斷試劑有：

ADGEN1102

（URL:http://www.adgen.co.uk/cata log/）、

Agdia78900

（URL:http://www.agdia.com/catalog/）、

BIOREBA 151512

（URL: http:// www.bioreba.com/）、

DSMZAS0053

（URL:http://www.dsmz.de/）、

LOEWE07099

（URL:http://www.loeweinfo.com/）、

Sanofi 51625 

（3Bd. Raymond Poincare -BP 3, Marnes-La-

Coquette, France.）。

5.病毒核酸檢查技術：分析罹病組織中的雙

股 RNA（dsRNA）可作為 CTV 診斷的依

據，也可用來鑑別分離株。目前由於整

條 C T V 核 酸 已 全 部 解 序 （ G e n B a n k /

U16304） (10)，因此可據以設計核酸探針或

利用RT-PCR來測定不同病毒系統 (6)。

(六)生活史

Tristeza 是系統性病害， CTV 存在組織

內，隨著罹病組織(枝條)傳播，藉由扦插或

嫁接後立足新園，成為初次感染源。植株間

的自然傳播則靠蚜蟲。有六種蚜蟲可傳播

CTV，包括：大桔蚜（Toxoptera citricida），小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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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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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以大桔蚜的傳播效率最高 (15)。蚜蟲傳播

以半永續性方式（semiperistent manner）(2)，

蚜蟲從罹病株獲毒，需取食（acquisition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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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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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病主要靠嫁接與媒介昆蟲來傳播。初

感染源引入後，上述六種蚜蟲均可傳播此

病，至於傳播效率與田間發生可能因蚜蟲種

類、蚜蟲密度、病毒不同系統、地區環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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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立枯病目前尚無有效防治藥劑。因

此在預防上，應從三方面著手進行：

(一)選育健康苗木與適時施藥：本病主要由

嫁接與媒介蚜蟲傳播。因此選用無毒健

康苗可減少病毒感染源，但目前尚難達

到完全免除受害之效果。由於臺灣地區

各項氣候條件適合媒介昆蟲週年發生，

且各主要柑橘栽培區幾乎均有本病潛伏

感染，因此健康苗種植後，仍需適時施

藥，以減少媒介蟲之發生與為害，進而

降低田間傳播之速率。

(二)抗病品種：以目前臺灣地區栽培柑橘品

種，椪柑與桶柑屬於較抗病品種，葡萄

柚與檸檬為較感病品種，甜橙類介於中

間。在砧木品種上，廣東檸檬（Rangpur

lime, Citrus limonia Osbeck）、酸橘（Su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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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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