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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健康種苗制度
Citrus healthy budwood program
施，包括優良母樹的選拔與種原（原種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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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類主要以嫁接繁殖，而「嫁接可傳

採穗樹）的保存、病原的消除（elimination）

染病原」
（Citrus Graft-transmissible Pathogens,

與檢定（indexing）
、苗木來源的登記與認證

CGTPs）均易隨苗木傳播。全球各柑橘產區

等，綜稱之為柑橘健康種苗計畫或制度 (3)。

普遍受到這類病害的威脅，植株一旦被感

全世界各主要產柑國家（地區），如美國加

染，嚴重影響其生育，致產量低，經濟壽命

州與佛羅里達州、巴西、南非、澳洲、西班

短。在臺灣，危害最嚴重的是黃龍病

牙、以色列等 (4)，均有此項計畫或制度，加

（Greening）；此外，南美立枯病

州與佛羅里達州更已施行達半世紀之久，由

（Tristeza）、鱗砧病（Exocortis）、破葉病

其他國家或地區引進柑橘種原或材料時，均

（Tatter-leaf）、木孔病（Xyloporosis）及鱗皮

以此制度規範，以避免病原之傳播。健康種

病（Psorosis）等均已被證實存在果園中（表

苗制度已是柑橘產業重要基礎架構之一。

一）。柑橘類芽變的機率較高，且經長期的

柑橘「嫁接可傳染病原」之傳染途徑有

無性繁殖，如不慎選母樹，品種特性可能衰

三，即接穗、機械傳播與媒介昆蟲（表

退或變異。因此，品系（母樹）選拔與病原

二）。實施柑橘健康種苗制度，對於只經由

的管制，乃一體之工作。而這一系列的措

接穗傳播之病原，如鱗皮病等有完全防止的

表一、臺灣柑橘之嫁接可傳染病害(1 ， 5 ， 6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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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名 (嫁接可傳染病害)

檢出之品種

黃龍病 (Greening)

絕大多數品種

南美立枯病 (Tristeza)

絕大多數品種

鱗皮病 (Psorosis)

西洋甜橙

鱗砧病 (Exocortis)

椪柑、柳橙、晚侖西亞

破葉病 (Tatter-leaf)

椪柑、桶柑、柳橙、茂谷

木孔病 (Xyloporosis)

奧蘭橘柚 (Orlando Tang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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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柑橘重要嫁接可傳染病害之傳播途徑 (13)
類別

病名
嫁接

傳播途徑
媒介昆蟲

機械傳播

細 菌
（Fastidious-bacteria)

黃龍病 （Greening）
矮化病（Stubborn）

x

xxx

─

病毒
（Virus，Virus-like)

鱗皮病(Psorosis-A，
Concave gum）
Impietrature

x

─

─

xxx

n

xx

x

xxx

xx

溫州蜜柑萎縮病
（Ringspot Satsuma dwarf）
南美立枯病（Tristeza）
葉脈突起病（Vein enation）
類病毒（Viroid）

破葉病（Tatter-leaf）
鱗砧病（Exocortis）
木孔病（Cachexia）

xxx

─

xx

其他

Gummy bark
Abnormal bud-union

xxx

─

─

xxx：主要傳播方式。xx：容易傳播方式。x：次要傳播方式。-：可能無法傳播。n：未知。

效果；對於亦可藉由機械傳播之鱗砧病、破

嫁接可傳染病原（CGTPs）病癥等，亦多有

葉病、木孔病等病原，注意修剪及嫁接工具

所限制 (10 ， 11)。候選母樹經病原檢定合格後即

之消毒後，亦有相同的防止效果；對於可經

為母樹，如感染病原，則以頂梢嫁接

媒介昆蟲傳播之病原，如黃龍病、南美立枯

（shoot-tip grafting）及熱療等技術消除病原

病等，則須同時配合昆蟲、病理、生態等研

（表三）
，檢定合格後為原原種。由原原種嫁

究與管理，方能有效減少其發生。

接繁殖者為原種樹。採穗樹必須直接自母
樹、原原種或原種樹採取接穗繁殖，以增殖

˟ă၁߉Ԕ

培育健康苗所需之接穗。上述種原，包括母

柑橘健康種苗計畫的首先步驟為母樹選

樹、原原種、原種及採穗樹應定期檢定。檢

拔，依據果實品質優良、產量高、樹勢強健

定頻率視病原傳播途徑而定，只經由接穗傳

等條件選拔各品種之候選母樹。此外，果園

播之病原，通常每六年檢定一次；可經由機

的條件，包括植株的樹齡、鄰近植株是否有

械傳播者，每三年檢定一次；可經媒介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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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臺灣已檢出之柑橘嫁接可傳染病原之消除方法 (5 ， 9 ， 12 ， 13 ， 15)。
病原種類
消
除
方
法

黃龍病
Greening

南非立枯病
Tristeza

鱗皮病
Psorosis

破葉病
Tatter-leaf

鱗砧病
Exocortis

木孔病
Xyloporosis

Y1

Y

N2

Y

Y

Y

熱處理

Y

Y

Y

Y

N

N

頂梢嫁接

Y

Y

Y

N

Y

Y

珠心胚系

1.Y，可以。N，不可以或難。
2. 鱗皮病可經由Troyer枳橙之種子傳染。

傳播之病原，每年檢定一次。某些接穗需求
量較大的地區，為使新興品種能夠迅速提供
栽培，允許苗圃增殖圃（Nursery increase
block）的設立，在特定的管理與通過病原檢
定之後，苗圃內可續採穗二至三年(10)。

ˬăᄂ៉ߡፗઉࡺࢍ൪
臺灣柑橘健康種苗計畫，始於1973 年，
主要由農業試驗所執行，所選拔之母樹主要
為椪柑、桶柑等品種。以熱療程序消除病原
（4，5）
。1982年「臺灣柑橘產業發展輔導方
案」中成立原種園、採穗園與健康苗圃。主
要由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臺灣大學大植
物病蟲害系、青果合作社等單位共同執行，

圖一：柑橘頂梢嫁接流程。(由左至右，林

。目前已培育原種

瓊玖攝)1.消毒後之砧木種子播種於試

樹 92 品種、採穗樹 32 品種品系，並陸續將

管中。2.於暗箱中發芽二週之白化砧

以頂梢嫁接消除病原

(2 ， 7)

臺灣歷年來引進之品種予以消除病原。現有
健康苗圃包括青果合作社宜蘭分社與新竹分
社、梅山合作農場、成功柑橘產銷班所屬之
苗圃。為擴充產業，各健康苗圃亦分別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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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3. 砧苗去頂後顯微嫁接小於0.2
公釐之頂梢(嫩芽之生長點帶2至3片
葉原體)。 4. 嫁接成活之頂梢發芽。
（黃阿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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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位於嘉義分所溪口農場(左)與水源地農場之採穗園(右)，均以不銹鋼網室保護，防止媒介昆
虫再傳染病原。前者為盆植，後者為露地栽培。（黃阿賢）

其採穗樹。
為防止媒介昆虫再傳染病原，在媒介昆
蟲活躍的地區，如臺灣，健康種原須以嚴密
之網室保護，並儘可能遠離柑橘產區。嘉義

穗園之建立與運作。柑橘試驗研討會專
集。臺灣省農試所特刊 27：119-127。
3.黃阿賢。1982。美國柑桔研習報告。行政
院各機關出國人員報告書。58p。

分所原種園與盆植採穗園之隔離網室建立於

4.黃秋雄。1978。柑橘品種改良與毒素病研

溪口農場（圖二），距柑橘產區之直線距離

究之近況。青果研究資料第 71 期。臺灣

約 15 公里，設立近 20 年來有效的防止媒介

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印行。51p。

昆蟲再感染黃龍病及南美立枯病。嫁接、修

5.黃秋雄。1989。熱療法培育本省無毒優良

剪的工具也以 1%的次氯酸消毒，防止病原

柑橘種苗。柑橘試驗研討會專集。臺灣

的機械傳播。同樣的，健康苗圃亦須在設施

省農試所特刊 27：103-111。

內育苗，防止再被媒介昆蟲傳染病原（圖
三）
。

6.黃秋雄、徐信次、陳蕙明。1977。柑橘鱗
砧病在臺灣兩種主要甜橙之發生與為
害。中華農業研究 26(3)：25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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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柑橘健康苗圃需在網室內
育苗，以防止媒介昆蟲傳
染病原，且採用盆植及架
高之苗床防止土媒病原之
傳播。（黃阿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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