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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作物病害紀錄之重要性-以梨樹病害為例 
沈原民 

 

摘  要 
在植物病害診斷時，區域作物病害紀錄是必要的資訊，精確而即時的

「寄主-病原」紀錄有助於植物病害診斷、病原鑑定、管理及預防。本次專

題報告說明一種植物病理學領域判斷問題的方式，透過樣本上觀察到的

「病兆」搭配文獻內的「區域作物病害紀錄」可明確地診斷植物病害。台

灣的植物病害紀錄主要記載於「台灣植物病害名彙」，例如梨屬植物病害

紀錄共有 31 種。另外，全球的植物病害紀錄資料目前整合於線上「真菌

性病原-植物寄主」資料庫，許多專家應用此資料庫的資料於 10-75% 的

診斷案件。新病害紀錄發表於期刊後，會彙集在資料庫內，如 Plant Disease 

期刊之 Disease Notes 部份、線上期刊 New Disease Reports 等，記錄有來

自世界各地發現之新病害。發表內容主要為發生狀況、病原鑑定、完成「柯

霍氏法則」確認病原性三個部份，針對 2008-2009 年發現於中部地區的梨

枝枯問題，經試驗後認為是 Neofusicoccum parvum 引起的梨枝枯病。 

  

前  言 
    植物病害診斷在植物病理學裡是一個基礎的主題，針對植物病害的相

關研究或田間擬定管理策略都基於精確的病原診斷與鑑定，而區域作物病

害紀錄是重要的參考資料，可佐證在植物樣本上的觀察，綜合各項資訊作

為判斷的依據。 

    因本場同仁之專長領域不同，在討論植物出現異常狀況時會有不同的

切入角度，本次專題報告中說明一種植物病理學裡判斷問題的準則，主要

以梨樹病害作為例子，介紹植物病害診斷的方法、世界與台灣之作物病害

名彙、病害紀錄發表方式，期能讓不同領域的專家也能瞭解相關的細節與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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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配合參考區域作物病害紀錄，以及觀察在植物上出現的「病兆」與「病

徵」是植物病害診斷的重點。病兆 (sign) 是在寄主植物上發現的植物病

原、或病原的部份構造或其產物；而病徵 (symptom) 是由植物病害引起植

物外部或內部的反應。當在植物樣品上發現病兆且區域內有文獻紀錄時，

可確定診斷為特定病害；如在樣品上未發現病兆且無區域內的文獻紀錄，

很可能非病害引起；當在樣品上發現病兆卻無區域內之文獻紀錄時，如為

絕對寄生性病原很可能為該地區的新紀錄，但如僅發現腐生或兼性寄生微

生物則可能不是植物病害，或需更多證據才能證明為植物病害之影響；如

果樣品上未發現病兆，但區域內有紀錄的病害會造成類似的病徵，則後續

可給予促使病原出現的條件，當一致產生特定病原且與文獻符合，則可能

為此病原引起的病害，如果出現的微生物不一致或不符合文獻紀錄，則可

能非病害造成。 

    台灣地區的區域作物病害紀錄主要記載在「台灣植物病害名彙」內，

目前最新版為 2002 年出版的第四版，由中華民國植物病理學會所編輯，

前三版分別在 1991 年、1979 年、1970 年由中華民國植物病理學會、中

華植物保護學會、經濟部商品檢驗局等單位彙編。許多的植物病害紀錄在

二十世紀初期由在台灣的日本人所貢獻，其中澤田兼吉 (Sawada, K) 來台 

40 年間將台灣之植物病害紀載於 11 卷「臺灣產菌類調查報告」，共 2464 

種。以梨樹病害為例，第四版台灣植物病害名彙裡的梨屬植物病害有 31 

種，其中 7 種由澤田兼吉所記錄，包括銹病 (Ochropsora airae)、白粉病 

(Phyllactinia guttata, Phyllactinia pyri-serotinae) 、 葉 背 煤 病 

(Pseudocercospora piricola)、褐色膏藥病 (Septobasidium tanakae)、赤斑病 

(Septoria pyrina)、黑星病 (Venturia pyrina)。針對中部地區的梨樹病害，近

兩年間筆者主要觀察到的有梨赤星病 (Gymnosporangium asiaticum)、梨黑

星病  (Venturia nashicola)、梨黑斑病  (Alternaria alternata)、梨炭疽病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梨白粉病 (Phyllactinia sp.)、梨褐根病 

(Phellinus noxius)等病害。 

    全球的病害紀錄資料現由美國農部整合於線上「真菌性病原-植物寄

主」資料庫 (Fungal Database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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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t.ars-grin.gov/fungaldatabases/ )，內容包含國際期刊或主要文獻內描

述之各國或不同區域之病害紀錄。其內容更新即時，可信度高，以台灣的

部份來說，雖然內容少於台灣植物病害名彙內的紀錄，但新發表於國際期

刊之資料皆會更新到此資料庫內。根據 Dugan 等人的訪查結果，植物診

所、植物病害研究室等專家都會使用此資料庫，並應用相關資料於 10-75% 

的診斷案件。 

    新病害紀錄發表後，資料會彙集到區域或全球的病害紀錄資料庫內，

除了對主要作物引起嚴重損失的病害之外，其他威脅非主要作物的病害常

首見於描述新紀錄病害的報告。這類新紀錄病害報告內描述區域內新發現

的病原-寄主組合，經病原物種鑑定後，進行試驗確認病原性，再由同領域

專家學者審核過後發表，提高病原存在特定地區與具有植物病原性之可靠

程度。許多經專家認可的病害紀錄會發表在國際期刊上，例如由 The 

American Phytopathological Society 所編輯的  Plant Disease 期刊之 

Disease Notes 部份，以及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lant Pathology 所編輯的

線上期刊 New Disease Reports，皆有來自世界各地植物病理學者發表之區

域病害新紀錄資料。 

    發表的內容主要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發生狀況，包括作物在區

域內的分布、重要性，病害的發生時間、造成的病徵、發生比率、危害程

度等；第二部份是病原之鑑定，包括分離結果、病原形態與分子序列資料，

如孢子大小、ITS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序列比對結果等；第三部份

是完成柯霍氏法則 (Koch’s postulates)，需觀察到病原在罹病部位出現、將

病原分離純培養、接種再發病、再從發病部位再分離得相同病原，可確認

微生物的病原性。 

    最後以台灣地區 2008-2009 年發現於中部地區的梨枝枯病為例，初步

病害診斷時，枝條枯死的植物樣本上可發現病兆、觀察到真菌的孢子，檢

視第四版台灣植物病害名彙，發現 Phomopsis fukushii 可引起枝枯病造成

類似的病徵，然而植物樣本上的孢子形態並非 Phomopsis 屬的孢子，經病

原分離，鑑定存在此梨樹上的微生物為 Neofusicoccum parvum，接種回健

康的植株後可在兩個月後於接種點週圍發現潰瘍、枝枯的病徵。因此依實

驗結果發現當時中部地區的枝枯問題是由 N. parvum 引起，此為首次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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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parvum 引起梨樹 (Pyrus pyrifolia) 枝枯病，亦為首次發現 N. parvum 

出現在台灣的紀錄。 

 

結  語 
    區域作物病害紀錄提供許多重要的訊息，包括關於病害的先備知識、

生物地理與寄主範圍之資訊，可作為植物病害精確診斷的依據，輔助植物

病害鑑定、管理、及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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