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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梨衰弱病的發生與回顧 
葉士財 

 

摘  要 
自1994年6月起，於台中縣梨樹栽培區，陸續發生台灣梨衰弱病(pear 

decline-Taiwan, PDTW)之病害，其病徵表現與國外發表由植物菌質體

（phytoplasma）所引起之梨衰弱病（pear decline，PD）頗為相似，皆會引

起罹病植株出現紅葉、萎凋、提早落葉等病徵，致使果實品質不佳，產量

降低，嚴重時造成植株死亡。經相關單位多年的研究努力，最後由台大植

微系藉由 PCR探討該病原之核醣體 RNA基因 (rDNA)序列 (GenBank 

DQ011588)，證實此一病害之發生，是由屬於apple proliferation group 

(group16SrX) 之 第 十 群 台 灣 梨 衰 弱 菌 質 體 (group16SrX-PDTW 

phytoplasma ， 簡 稱 PDTWphytoplasma) 所 引 起 ， 其 後 再 利 用

PDTWphytoplasma專一性PCR偵檢試驗，證實可於黔梨木蝨(Cacopsylla 

qianli)及中國梨木蝨(C. chinensis)檢體內增幅出PDTW phytoplasma之rDNA

核酸序列，証明此2種梨木蝨體內攜帶有PDTW phytoplasma，解決10餘年

來台灣梨樹衰弱病的疑慮。 

 

前  言 
植物菌質體（PD），原名似菌質體(mycoplasma-like organism, MLO)，

為植物重要病原細菌，可造成花器葉化、矮化、萎凋、黃化、提早落葉、

簇葉及死亡等病徵。全世界已超過300餘種的植物病害是由本菌質體引

起，其中包含桃、梨、萵苣、花生、甘藷及泡桐等多種重要作物，梨衰弱

病也是由植物菌質體感染梨樹所造成之病害，最早文獻報導在1962年，一

旦發病，即引起梨樹萎凋、矮化、提早落葉，導致果實品質不良、產量減

少，甚至死亡等重大損失，1964年證實此一病害可經由嫁接及媒介昆蟲梨

黃木蝨(Cacopsylla pyricola Foerster )進行傳播，於1970年在梨衰弱病植體

中發現到植物菌質體存在，至1984年首次在英屬哥倫比亞的梨樹上發生萎

凋病，1986以後在美、德、英、法、俄及澳洲等國皆有文獻報告，可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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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急速衰弱型、慢性衰弱型及捲葉型等3種。由於台灣梨衰弱病（PDTW）

與國外所報導的梨衰弱病（PD）略有差異，又無法作純培養，故對此病原

菌之生理生化及生物特性的誤解，也增加在偵測上的困難度，且罹病植株

內之濃度很低，分佈也不均勻，利用組織切片觀察不易，因此成為台灣梨

衰弱病（PDTW）發展史上之限制因子。 

 

內  容 
自1994年6月21日，台中縣和平鄉南勢段中坑村，即東勢鎮與和平鄉

交界10~13K處，約17公頃10餘年生梨樹發生葉片轉紅，嚴重者枯死，後來

發現種植不久後至30年生植株皆會罹病，經本場同仁會同前省府農林廳植

保科、特產科、東勢鎮公所及農會等單位會勘，初步擬判斷與國外的梨衰

弱病（PD）近似。台灣梨衰弱病（PDTW）之紅葉病徵具兩側葉緣往向內

縱捲約30度，與國外梨衰弱病（PD）發病初期葉片下半部向內橫捲，再逐

漸由葉尖的方向往外捲70度，形成拱背狀有所差異。台灣梨衰弱病表現之

徵狀主要為急速衰弱型及慢性衰弱型等2種。急速衰弱型多發生於10年生

以上之植株，發病時全株葉片呈脫水狀，葉色迅速變紅，經3個月或至翌

年死亡，慢性衰弱型約3~4年後陸續死亡。 

台灣梨衰弱病屬Mollicutes(柔膜菌綱)格蘭氏陽性菌、缺乏細胞壁、

Low G + C content (23-41%)、Small genome (580-2,200 kb)及在培養基上難

培養等特性。其導致梨樹衰弱死亡的原因，為罹病株中篩管細胞產生

callose，阻塞篩管，使篩管細胞逐漸壞死，而植物為了維持植體正常運作，

篩管細胞即不斷地分裂形成新的韌皮部，稱之為replacement phloem。新形

成的韌皮部細胞比原有正常細胞的小且易壞死，最終罹病植株逐年衰敗，

進而萎凋死亡。 

受害植株逐漸向四周蔓延，自1994年發生後至1995年發病區域逐漸

向下移至10K附近，受害面積約35公頃。1996~1998年向南蔓延至和平鄉南

勢段，向北擴展至13K下段，受害面積增至110 公頃。1999~2000年發病區

域向上擴及大雪山15 K 處，發病範圍在115 公頃，在13 K久保坪及15 K

等2區域約1公頃發病嚴重，2002年從和平崑崙段擴展，向下由南勢溪進入

白毛臺，受害面積約200公頃，2003年向下蔓延至東勢鎮慶福里，2004~2006



 - 165 -

年已達苗栗縣卓蘭鎮內灣大坪頂、白布帆、坪林；新竹尖石、新埔、芎林；

桃園縣拉拉山及台東縣卑南鄉皆有發生。 

為了防止病害蔓延，於1994年經呈報農委會植保科會議研商後決議

採用5項緊急對策：（1）加施有機肥料增強果樹樹勢；於發病10~20齡生

之梨樹四周每株施用克蘭德桑一包（20公斤）混合10包有機肥。（2）注

射四環黴素；（3）加強病因學研究；由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及本場利用

超薄切片以電子顯微鏡觀察病原。另外由台灣大學利用植物菌質體之核醣

體RNA基因序列設計出6組廣效型聚合連鎖反應引子對，進行梨衰弱病檢

測。（4）砍伐病株；其中砍伐病株及梨木蝨共同防治列為重點工作，從

1995~2005年累計共砍除達20,113株（資料由台中縣政府提供），1995年由

農林廳補助每株砍除工資2000元，但至1999年起因經費較短缺每株改為補

助1000元。（5）梨木蝨藥劑共同防治，自1994年起~2000年均於10~12月

份期間以50%陶滅蝨（chlorpyrifos＋MIPC）可濕性粉劑或2.8 %賽洛寧

（λ-cyhalothrin）乳劑共同防治梨木蝨。至2007年台大植微系植物細菌學研

究室針對臺灣梨衰弱病進行植物菌質體之PCR檢測，再藉由16S rDNA 基

因序列分析結果，顯示其與國外造成桃、梨及蘋果等果樹病害之植物菌質

體具有高度相似性，應屬於同一亞群（apple proliferation group）(16SrX 

group) 之臺灣梨衰弱病菌質體 (PDTW phytoplasma) 所引起。對黔梨木蝨

檢體，利用Apf2/L1n (Booster PCR)經過PCR檢測可獲得專一性PCR產物，

在利用P1/P7 PCR之檢側，亦由黔梨木蝨(C. qianli)中順利增幅出1,784bp之

DNA片段，經選殖定序後，再與台灣梨衰弱病病株之植物菌質體16SrDNA

全長序列進行比對，確定二者之16SrDNA序列完全一樣。中國梨木蝨(C. 

chinensis)也由P1/P7及P1/L1n以semi-nestsd（半巢式）PCR，檢側全DNA中

增幅出1,761bp及1,783bp之DNA片段，經由選殖定序，比對植物菌質體基

因之16SrDNA基因與16S-23S rDNA intergenic spacer region序列全長進行

比對，確定屬於group 16SrX group之PDTW phytoplasma，証明此2種梨木蝨

體內皆攜帶有PDTW phytoplasma。另外利用引子對f1/r1n 與P1/r1n於中國

梨木蝨部分檢體中可增幅出屬於group16SrII植物菌質體之16S rDNA，

16S-23S rDNA intergenic spacer及部分23S rDNA序列。 

根據國外報導顯示梨衰弱病（PD）係經由對梨樹具專一性之半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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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opsylla pyricola、C.pruni及C.pyricola梨黃木蝨進行媒介傳播。經調查台

灣已發現兩種主要梨木蝨煤介，為1994年首次於和平鄉大雪山林道13公里

處梨園發現的黔梨木蝨，每年於10月~2月間發生，成、若蟲皆棲息於花穗

部位為害。另一種於2002年8~9月間在和平鄉崑崙段及新社鄉白毛台梨園

發生的中國梨木蝨，2003年4~5月蔓延至東勢地區，同年5月中旬由梨山佳

陽也逐漸蔓延整個梨山地區約2,000餘公頃。在經PCR檢測證實，此二種梨

木蝨皆扮演媒介昆蟲之角色，於田間傳播梨衰弱病。 

 

結  語 
台大植微系植物細菌學研究室針對梨木蝨體中偵測到的台灣梨衰弱

病菌質體，開發出快速靈敏之病原菌檢測技術如 booster PCR、multiplex 

PCR、nested PCR、RFLP-PCR 及semi-nestsd PCR等，以供罹病梨株、媒

介昆蟲及健康梨接穗病原菌偵檢之用，以達致防疫檢疫之效用，對產業助

益頗大。以後防治重點在一、採取健康接穗，抗病或耐性根砧。二、有效

防治梨木蝨。三、剷除病株並燒毀。四、良好的田間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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