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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粱麥角病之研究1
林俊義2
摘

要

高粱台中五號於民國79年秋作，在嘉義六腳、布袋地區及台中縣，省種苗場繁殖的
高梁採種田部份田區發生麥角病，平均罹病度為19.1%，宿根高粱採種田於六腳地區80
年春作進行，麥角病比前期作更趨嚴重，罹病度44.9%。一般採種田以母本發病嚴重，而
父本較輕微，但仍可發現淚滴狀蜜露之產生。目前本省尚未發現有性世代，僅由穗部的
蜜露中採到無性世代的大孢子、小孢子及次生孢子三種形態。若用PDA培養，菌絲生長
緩慢，一個月才長直徑1.5 cm之菌落。利用單胞或病組織分離方法，以M43培養基培養時
可產生大量菌絲，而M102及SE培養基則可產生菌絲及孢子。至於篩選拌種用藥劑，選取
得23% Folicur乳劑對分生胞子有抑制發芽作用但屬靜菌作用，而80% TMTD可濕性粉劑
則為殺菌作用，兩者均可提高種子的發芽率。
關鍵字：高粱麥角病。

前

言

高 粱是本 省重要 雜糧作物 之一， 1992年 推廣面積約二萬四千公頃。高粱在生育期間受
穗腐病 、莖腐病 、紋枯 病、葉 斑病、 銹病等 為害，且 均有適 當的藥 劑可資 防治， 但很少 受
麥 角病 之為害 。本省 於1987年 首次在 台南農 業改良場 朴子分 場的高 粱試驗 品系中 發現雄不
稔系統E. D. White Martin的穗上有高粱麥角病 (3)。於1990年秋作，種苗改良繁殖場的委託採
種田，在太保、朴子、學甲、過溝、北門等地發現高粱穗
上有淚滴狀的蜜露(圖一)，致使採種量銳減。此黏性蜜露
中有橢圓形大孢子及圓形小孢子，與Futrell

(6,9,10)

報告高粱

麥角病的病徵及孢子形態相符。
高 粱 麥 角 病 於 1915年 由 McRae (6) 首 次 在 印 度 Madras
州 發 現 ， 1917 年 McRae 依 據 不 完 全 世 代 之 特 徵 命 名 為
Sphacelia sorghi (McRae)。至1976年Kulkarni，Seshadri和
Hedge

(13)

發 現 其 有 性 世 代 為 Claviceps sorghi (Kulkarni,

Seshadri & Hedge)，其後在波紮那、印度、奈及利亞及南
非 等 地 皆 陸 續 發 現 本 病 (6) 。 1990年10月於種 苗改良 繁殖
場高粱 宿根栽培 採種試 驗田及 農場之秋作高粱採種田中
亦首次發現本病大面積發生。宿根栽培採種試驗田的罹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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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高粱麥角病初期病徵
Fig. 1. Primary symptom of sorghum
ergo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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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度高達90%以上，發病嚴重的田區無一倖免，種子品質不良不符入倉及出售標準，造成採
種農民嚴重損失。
以 往有關之文獻中對於培養高粱麥角病原菌及相關之防治方法，前人探討不多 (4,5,15) ，
本研究 即探討其 在台灣 發生之 情況及 病菌生 態，以尋 求有效 之控制 方法， 期能防 止本病 之
擴大蔓延。

材料與方法
本省採種田高粱麥角病發病率調查
1990年12月27日在高粱主要採種地嘉義布袋之貴林村(二處)，布袋之過溝里(一處)及六
腳崩山 村(三 處)等地， 調查高 粱台中 五號秋作 採種田之麥角病發病情形。翌年4月23日再次
調查六腳崩山村高粱春作宿根採種田母本穗部罹病情形。以0.1 ha為一區，每區調查100株，
三重複 。調查方 法以罹 病種子 佔全穗 的百分 率分等級 記錄之 。0為 未發病 ，1代表 種子罹病
率1~5%者，2代表種子罹病率6~25%者，3代表種子罹病率26~50%者，4代表種子罹病率51%
以上者。並依下列公式算出罹病度：
罹病度＝

Σ(指數×該指數罹病穗數)
4×100

×100%

高粱麥角病病菌培養
一、取一移植環的蜜露，加入10 ml無菌水中並加5 mg streptomycin均勻振盪。然後取50

孢

子 懸浮液 ，滴到2%水瓊脂 培養基 培養皿 中央， 以Ｌ型 玻棒均勻塗佈培養皿四周，於28
℃ 培養48小時後，大孢子發芽長出1~4個氣生的次生孢子，在80倍解剖顯微鏡下挑取一
個大孢子連同其上的次生孢子，分別放入50 ml三角燒瓶內裝有固體培養基CMA或CMM
及液體培養基M43, M102, SE

(12,14)

，固體培養基靜置培養，液體培養基則振盪培養，培

養基配方如附錄，以比較菌絲生長及孢子產生之情形。
二、取下高粱台中五號的罹病種子，去除外殼及雜質，以1%氯水(Clorox)消毒三分鐘後，再
用 無菌水 漂洗三次 ，置入 2%水瓊 脂培養 基中， 以室溫 下培養二天後，挑取長出之菌絲
再 移 到 PDA斜 面 培 養 基 中 ， 於室溫下 照光培 養，二 星期後 將菌絲 再移到SE液 體培養基
中，黑暗靜置培養，探求孢子產生的情形。
人工培養之高粱麥角病菌病原性探討
將 剛 萌 芽 高 粱 台 中 五 號 父 本 (PI257595-R)及 母 本 (KS51-A)種 子 於 溫 室 內 播 種 在 口 徑 30
cm素燒盆土壤中，約八十五天後父母本開花，旋即接種培養於SE培養基或M102培養基所得
的孢子懸浮液(10 6 cells/ml)，以孢子懸浮液噴到父母本，當日初開花的柱頭上，並用封口袋
套在穗 上保持濕 度，使 病菌孢 子容易 侵入。 二天後取 掉封口 袋，逐 日觀察 發病情 形，以 探
討所分離培養病菌孢子之病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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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培養基配方
Appendix: Medium content
(一) CMA (Corn Meal Agar Medium)
Corn meal agar (Difco)
17.0g
Soytone(Difco)
0.2g
Dextrose
0.5g
D.W.
1000.0ml
(二) CMM (Corn Meal-Malt Extract Agar)
Corn meal agar (Difco)
17.0g
Malt extract (Difco)
20.0g
Yeast extract
2.0g
D.W.
1000.0ml
(三) M43
Malt extract
Peptone (Difco)
Yeast extract
D.W.

20.0g
1.0g
2.5g
1000.0ml

(四) M102
Sucrose
Malt extract
Peptone (Difco)
Yeast extract
MgSO4
KCl
KH2PO4
D.W.

30.0g
20.0g
2.0g
1.0g
0.5g
0.5g
1.0g
1000.0ml

(五) SE
Ca(NO3)2•4H2O
MgSO4•7H2O
KCl
Triammonium citrate
Sucrose
KH2PO4
D.W.

1.44g
0.51g
0.125g
20.0g
200.0g
0.1g
1000.0ml

種子拌藥用藥劑篩選
由 於高粱 麥角病 可經由種 子傳染 ，種子 拌藥應可減少本病之發生，下列研究乃探討拌
種之效果：
一、高粱麥角病菌孢子懸浮液(10 3 cells/ml)與下列農藥25% Baycor W.P. 1,000倍，1,500倍，
2,000倍；28% Baycor E.C. 800倍，1,000倍，1,200倍；23% Bayfidan E.C. 4,000倍，5,000
倍，6,000倍；80% TMTD W.P. 1,000倍，等均勻混合，各加50 µl至2%水瓊脂 培養基 上，
以消毒之L型玻棒均勻塗抹整個培養皿，28℃培養48小時，利用80倍解剖顯微鏡鏡檢100
個孢子的發芽率，四重複，比較藥劑對大孢子發芽的抑制能力。
二、從一、試驗中選得之23% Folicur E.C.與80% TMTD W.P.效果較佳。為進一步探討其對
病原菌的抑制發芽作用是靜菌作用或殺菌作用。首先將孢子懸浮液(10 3 cells/ml)與農藥
混合均勻，分別a.靜置2 hr，b.靜置24 hr培養後，再分別進行下列兩處理(一)離心3,000
rpm，15 min.，去除上澄液，以9英吋長嘴吸管吸取沈澱物，懸浮到10 ml無菌水，重複
離心一次，以1ml無菌水再懸浮沈澱物，取50 µl置2%水瓊脂培養基中培養，調查孢子發
芽率。(二)不離心處理，靜置後直接置入2%水瓊脂培養基中調查孢子發芽率。
藥劑對高粱種子發芽的影響
高粱種子使用人工脫粒，進行拌藥後，利用紙間法，在15 cm培養皿的底層放三張濕濾
紙，拌 藥處理好 的種子 放在濕 濾紙上 ，上皿 再放一張 濕濾紙 ，置28℃，一 星期後 調查種子
發芽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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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高粱採種田麥角病的罹病度調查
1990年秋作，於嘉義之布袋鄉及六腳鄉的高粱採種田調查結果(如表一)，除布袋鄉過溝
區未發現病株外，其餘地方均有麥角病為害，其中貴林區為害較嚴重，平均罹病度達37.1%，
崩山區次之，罹病度為13.4%，1991年春作調查宿根栽培試驗區，罹病度提高為44.9%。
表一、台灣嘉義地區主要高粱採種田麥角病發生情形(1980 年)
Table 1. Occurrence of ergot disease on sorghum cultivated at Chaiyi of Taiwan (1980)
Area
Putai-Qulin
Liochow-Bonsun
Liochow-Bonsun(ratoon)
1

I (%)
33.31
14.8
43.9

II (%)
33.3
11.6
43.9

III (%)
44.6
13.6
46.8

Average (%)
37.1
13.4
44.9

Average of three replications, 100 plants were observed for each replication.

高粱麥角病病原菌的培養
一、單孢培養
大 孢 子 及 其 發 芽 長 出 的 次 生 孢 子 移 植 至 固 體 培 養 基 CMA ， CMM 及 液 體 培 養 基
M43，M102，SE等培養 (固體 培養基 靜置培 養，液 體培養 基為不同轉速的振盪培養)產
生下列幾種結果：
(一)單孢培養於固體培養基CMA，CMM及液體培養基SE均無法生長。
(二)單孢振盪培養在液體培養基M43僅長出菌絲團但不長孢子。而利用M43培養基並在
圓形立體旋轉盤轉速60 rpm時，培養七天後可產生圓球形菌絲團，直徑約1.3 cm。
而將M43培養基置於平面振盪器，轉速60 rpm時，七天後菌絲團扁平圓形，直徑約
4.7 cm(圖二)。

圖二、高粱麥角病單孢培養於水平及低速旋轉振盪器之 M43 培養基中只產生菌絲
Fig. 2. Single conidia of Claviceps sorghi cultured in M43 medium under saking only producing
myce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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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孢在液體培養基M102，振盪器轉速為60 rpm，80 rpm時，或85 rpm時，培養十四
天都只產生菌絲團。若速度加速至110 rpm時，培養十天後可產生大孢子、小孢子
及斷成片段的菌絲(圖三、四)。結果顯示本研究可用人工方法培養高粱麥角病原菌
的大孢子、小孢子。此結果在文獻中尚屬首次發現，其原因為利用高速之振盪培養，
產生逆境，促進長孢子生長。

圖三、高粱麥角病菌在 M102 液體培養基 110 rpm 下振盪培養產生大孢子
Fig. 3. Claviceps sorghi cultured in M102 liquid medium under 110 rpm saking producing macroconidia.

圖四、高粱麥角病菌在 110 rpm 之 M102 液體培養基震動下所產生之大孢子(×200 倍)
Fig. 4. Macroconidia of Claviceps sorghi were produced in M102 liquid medium under 110 rpm s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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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組織分離培養
取病組 織放在 2%水瓊 脂培養 基上， 培養菌 絲，再將菌絲移到PDA時，生長極為緩
慢，經過四星期只長直徑1.5 cm的菌絲，菌絲周圍在培養基內有乳白色的暈環(圖五)。
將菌 絲切一 小塊移 植到SE液體 培養基靜置培養四十五天，產生大、小孢子及菌絲，挑
取上 述1-C及2所培養得的大、小孢子，及2%水瓊脂上培養得的次生孢子，在光學顯微
鏡下觀察此三種孢子的大小及性狀：大孢子平均大小在7.1×13.2 µm，無色，橢圓形中
間縊縮無隔膜，具病原性。次生孢子平均大小7.1×12.3 µm，形狀倒卵圓形，無隔膜，
無色 ，具病 原性。 小孢子平 均大小3.4×4.0 µm，圓形，無色，具病原性(表二、圖六、
七、八、九)。

圖五、高粱麥角病菌在 PDA 斜面培養基中菌絲生長情形及所產生之暈環
Fig. 5. Claviceps sorghi cultured on PDA producing ring colonies.

表二、高粱麥角病菌大孢子、小孢子及次生孢子特性
Table 2. Traits of macroconida, microconidia and secondary conidia produced by Claviceps sorghi
Type
Macrocnidia

Secondary conidia

Microconidia
1

Size(µm)1
Length
7.8〜21.0
Width
5.3〜7.7
(Average 13.2×7.1)
Length
7.8〜20.3
Width
5.1〜7.6
(Average 12.7×7.1)
Length
2.8〜6.6
Width
2.8〜5.0
(Average 3.4×4.0)

Average of 100 conidia.

Trait
transparent, ellipsoid with constrict at center,
non-septate, pathogenicity, producing hyphae and
secondary conidia after germination
produced from Macroconidia, ovoid, single cell,
transparent, pathogenicity, producing secondary
conidia after germination
round shape, transparent, pathogenicity, producing
hyphae after g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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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高粱麥角病之大孢子與小孢子(200 倍)
Fig. 6. Macroconidia and microconidia of Ergot
pathogen (200X).

圖七、大孢子在洋菜瓊脂培養基上產生 a.次生
孢子 b.菌絲(80 倍)
Fig. 7. Macroconidia produced on agar medium
a. secondary conidia, b. mycelium (80X).

圖八、大孢子產生氣生次生孢子(200 倍)
Fig. 8. Macroconidia producing secondary conidia
(200X).

圖九、大孢子產生菌絲(200 倍)
Fig. 9. Germination of macroconidia (200X).

高粱麥角菌病原性測定
將SE與M102兩種培養基培養得到的大、小
孢子，配製成(10 6 cells/ml)孢子懸浮液，以吸管
吸 取 孢 子 懸 浮 液滴 到種在 溫室盆 栽的台 中五號
剛 抽 穗 的 父 本 花穗 上，因 為花穗 連續開 花故隔
一 天 接 種 一 次 ，共 接種三 次，接 種後套 上塑膠
袋 ， 並 放 一 濕 的棉 花球保 持濕度 。於最 後一次
接 種 日 算 起 七 天後 可在接 種穗上 產生白 色透明
的淚滴狀蜜露。(圖十)可知經由人工培養得的高
粱麥角菌具有病原性。

圖十、高粱麥角病接種十天後產生蜜露
Fig. 10. Honeydew was produced at ten days
after inoculating the ergot pathogen on
sorg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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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種用藥劑對高粱麥角病菌之影響
一、藥劑對大孢子發芽率的影響
表三顯示所篩選的藥劑25% Baycor W.P. 1,000倍，1,500倍，2,000倍；28% Baycor E.C.
800倍，1,000倍，1,200倍及23% Bayfidan E.C. 3,000倍，3,500倍，4,000倍對麥角病菌
無抑制大孢子發芽的作用。而23% Folicur E.C. 4,000倍，5,000倍，6,000倍與80% TMTD
W.P. 1,000倍可以抑制高粱麥角病菌大孢子的發芽。
表三、四種主要藥劑抑制高粱麥角病菌大孢子發芽情形
Table 3. Inhibition of macroconidia germination of Claviceps sorghi by four selected funigicides
Treatment
25% Baycor W.P.

Dilution (times)
1000
1500
2000
800
1000
1200
3000
3500
4000
4000
5000
6000
1000
-

28% Baycor E.C.

23% Bayfidan E.C.

23% Folicur E.C.

80% TMTD W.P.
CK
1

Germination of macrocnidia (%)1
36
41
60
3
5
18
9
9
10
0
0
0
0
44

Average of four replications.

二、探討藥劑對大孢子之靜菌或殺菌作用
將 上 述 一 、 試 驗 所 得 的 23% Folicur E.C.與80% TMTD W.P.進行 離心與 不離心試
驗， 由表四得知23% Folicur E.C.與孢子分離時孢子即可發芽故具有靜菌作用。而80%
TMTD W.P.與孢子分離時孢子無法發芽具有殺菌作用。
表四、Folicur 及 TMTD 對高粱麥角病大孢子之靜菌或殺菌作用
Table 4. Fungistatic or fungicidal reaction of macroconidia by Folicur and
Treatment
23% Folicur E.C.

80% TMTD W.P.
CK (nontreated)
1
2

Dilution
(times)
6000
5000
4000
1000

2 hr standing
24 hr standing
Centrifugation at
NonCentrifugation at
Non3000 rpm
centrifugation
3000 rpm
centrifugation
1,2
40
0
14
0
40
0
15
0
30
0
10
0
0
0
0
0
42
32
44
38

Average of 4 replications.
Germination percentage of macroconi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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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對種子發芽的影響
由表五得知以80% TMTD W.P. 1,000倍拌藥處理高粱種子，其發芽率為96%，比未拌藥
處理93%高。而用23% Folicur E.C. 600倍及1,000倍拌種，種子發芽率分別為82%及77%均比
未拌藥 處理低， 顯示80% TMTD W.P. 1,000倍 做為拌 種用藥 劑不影 響種子的發芽，而23%
Folicur則否。
表五、拌藥處理對高粱種子的發芽率之影響
Table 5. Effect of seed treatment on germination of sorghum seeds
Treatment
23% Folicur E.C.
80% TMTD W.P.
CK (nontreated)
1

Percentage of seed germination (%)1
82
77
96
93

Dilution (times)
600
1000
1000
-

Average of 4 replications.

討

論

本 省於西 元1987年 ，在朴 子首先 發現高 粱麥角病，1990年秋作，於種苗改良繁殖場之
採種田普遍發生，罹病度達11.6%~44.6%，1991年春作，於嘉義六腳崩山村宿根採種田比前
期作(秋作)發病嚴重，秋作平均罹病度13.4%，春作宿根栽培提高為44.9%。Futrell及Webster
(1966) (11) 認 為 雜 草 及 罹 病 株 掉 落 在 土 壤 中 之 花 序 殘 體 所產生 的分生 孢子是 田間發 病的主要
初級感 染源。而 宿根栽 培時前 作所砍 除的地 上部植株 ，農民 堆放在 田埂上 任其腐 爛增加 感
染源。 此可能為 宿根栽 培罹病 度顯著 增加之 原因。Frederickson (1988) (9) 報告麥角病菌的侵
入是由 高粱花序 開始， 分生孢 子發芽 產生發 芽管穿過 柱頭隨 花柱而 下，纏 繞子房 ，子房 變
成菌絲團(子座)，蜜露由此分泌出來。蜜露內含大量孢子，初期淡黃色，經太陽照射後，蒸
發內部水分而呈黏度極高的褐色膠狀物，其上覆蓋一層白色粉狀物，經鏡檢為 大、小孢 子。
在特殊環境下子座變成堅硬的菌核。有性世代Claviceps sorghi的形成是菌核發芽產生有柄的
球形子座，內有孢子盤及子囊孢子。
本省高粱台中五號麥角病主要發生於採種田母本(A-line)的植株上，因為母本具雄不稔
性(male-sterile)需由父本的花粉授粉。母本感染此病往往無法正常授粉產生種子，而導致種
子產量 降低，且 發病種 子常隨 正常種 子一同 採收、處 理，隨 即出售 給農民 ，亦造 成感染 下
一代的 初級傳染 源。父 本可自 行授粉 ，發病 率較低。 本省尚 未找到 菌核及 有性世 代，只有
蜜露產生大量的分生孢子，其原因為何﹖值得探討。
Futrell 及 Webster (1966) (11) 指 出 麥 角 菌 除 可 感 染 禾 本 科 Pennistum americanum 及
Ischaemum pilosum外，用麥角菌的分生孢子亦成功地感染玉米。而印度Anonymous (1978) (6)
由幾內亞草(Panium maximum)上分離的麥角菌可感染高粱及粟米。另由高粱上取得的麥角菌
可人工感染Cenchrus ciliaris及C. setigerus二種雜草。幾內亞草在本省亦由筆者等找到麥角病
之病穗 ，經接種 可感染 高粱。 本省高 粱採種 區周圍常 種植玉 米等作 物，高 粱麥角 病是否 會
在此等植物上存活尚待進一步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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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麥角病Claviceps sorghi (Kulkarni, Seshadri & Hedge)尚未找到人工培養分生孢子的
報告， 大都直接 取植株 上蜜露 之孢子 做試驗 材料 (13) 。因為 Claviceps sorghi在PDA上生長緩
慢，培養一個月才長直徑1.5 cm的菌絲，其周圍培養基內產生 乳白色 暈環，成分 尚不明 瞭，
可能有 抑制菌絲 生長的 物質。 本研究 利用特 殊處理， 首次發 現可在 短期內 大量培 養具有病
原性的大孢子、小孢子(圖四)，對於將來麥角病之系列研究頗有幫助。參考Kybal (1968) (14)
培 養 Claviceps purpurea的 配 方 SE培 養 基 及 Bacon (1977) (7) 與 Johnsor (1982) (12) 培 養 Epichloe
typhina所使用的培養基CMA，CMM，M43，M102，進行單孢培養及病組織分離培養Claviceps
sorghi之試驗。培養時分靜置與振盪培養，靜置培養生長緩慢，振盪培養無論用於單孢或病
組織分 離的液體 培養基 均可促 進菌絲 生長。 對固體培 養基則 無效。 單孢振 盪培養 於液體培
養基M43及M102，菌絲生長良好(圖二)。M102於110 rpm高轉速振盪培養時菌絲碎斷，促使
大 孢 子 、 小 孢 子 大 量 產 生 (圖 三 )。低轉速 則僅產 生菌絲 團，無 法產孢 。如將單 孢置於 SE，
CMA，CMM培 養基均 無法生 長。可 能與蔗 糖濃度有 關；CMA，CMM不 含蔗糖 單孢無法在
其中生長。SE含蔗糖200 g/l，是M43 (30 g) M102 (30 g)的6.7倍，高濃度的蔗糖會抑制孢子
發芽及 生長，故 單孢無 法在SE中生長。但菌絲置於SE培養基則無論靜置或振盪培養均可生
長。SE靜置 培養與 PDA同樣生長 緩慢， 而SE培養基先振盪一星期後再靜置培養比同時期靜
置培養的產孢量增加。將培養的孢子(10 6 cells/ml)接種到溫室盆栽高粱台中五號的父本、母
本均出現典型病徵(圖十)。
由 於麥角 病組織 會隨健康 種子混 合而傳 播出去，因此本試驗做種子拌藥試驗。藥劑篩
選結果23% Folicur E.C.產生靜菌作用，且降低種子發芽率。而80% TMTD W.P. 1,000倍有殺
菌作用，並提高種子的發芽率，為一有效的拌種用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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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ccurrence of Sorghum Ergot Disease
Caused by Claviceps sorghi in Taiwan1
Chien-Yih Lin2
ABSTRACT
The F1 seed production field of ratoon sorghum (Taichung No. 5) cultivated at
Chai-yi & Taichung area was found to be more seriously infected by the ergot pathogen:
Claviceps sorghi (disease percentage 44.9%) than those of normal sorghum (disease
percentage 19.1%) during autumn in 1980. The female parents of sorghum which were
male-sterility were usually more susceptible than the male parents to the pathogen.
The honeydew-like sign of Claviceps sorghi appearred on the infected panicle of
female parents was easily observed by nake eye. Under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the
pathogen produced three types of conidica: macroconidica, microconidia and secondary
conidica. Culturing the mycelium of Claviceps sorghi on PDA medium, found the colony
grew slowly. It reached only 1.5 cm in diameter after one month. However, the pathogen
could produced a bunch of mycelium on M43 and condia on M102 or SE liquid medium.
Some of useful fungicides had been screenned and found that 23% Folicur E. C.
fungistatically inhibited the germination of condidia, 80% TMTD W. P. fungicidally
inhibited the germination of conidia. Both of these two fungicides could increase the seed
germination of sorghum.

Key word: Claviceps sorghi, ergot, sorg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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