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色，病穗嚴重時呈直立狀。稻抽穗前後下雨有

助本病之發生。

稻葉白尖病

水稻白尖病之發生，源自攜帶葉芽線蟲的

稻種。葉芽線蟲可以休眠或脫水狀態殘存於植

物組織、種子或殘株上，於採收後的榖粒中可

存活8個月至3年之久。本病於水稻生長初期

病徵不明顯，攜帶病原線蟲的水稻種子發芽率

低，並延遲發芽，苗株矮且單薄。典型病徵出

現於分糵盛期。

葉鞘腐敗病
本病可經由稻種傳播，病菌經由氣孔或傷

口侵入。稻株有傷口才會致病，因此需稻細蟎

與葉鞘腐敗病菌複合感染才會發生，被害穗的

榖粒不稔實，榖粒、枝梗及穗軸均呈銹褐色，

穗軸基部常會扭曲。

稻麴病
本病發生的部位在榖粒，稻麴菌在稻粒上

存活，可經由育苗而感染植株，當孕穗時菌體

在稻榖中生長繁殖，並裸露在稻榖外。稻穗上

罹病的榖粒採收後，可經貯藏維持活力，成為

主要的初級感染源。

褐條葉枯病
病斑一般被局限於2~4條葉脈中間縱向發

展，形成細長條形病斑。稻穗被感染，有時會

造成抽穗不良，被害穗軸上細條紅褐色病斑，

穗軸嚴重被害後組織變脆易斷，榖粒有細條小

斑點。

結　語
稻種消毒為一可解決稻種帶菌的方法，為

消毒附著在稻種上的稻熱病、苗徒長病、胡麻

葉枯病及線蟲白尖病等病原菌，以減輕在苗床

和本田發病機會，稻種消毒是水稻重要的防病

措施，依據植物保護手冊推薦殺菌劑與殺線蟲

劑消毒稻種時，須注意消毒藥劑的稀釋倍數、

稻種是否充分浸沒、浸種期間需充分攪拌及水

溫是否太低等事宜，以達到稻種消毒最佳防治

效果。另為加強防除土壤中苗立枯病病原及水

稻根瘤線蟲，可依據植物保護手冊推薦藥劑進

行育苗土消毒滅菌，以確保秧苗正常發育。

另本場已開發之水稻連續式種子溫湯消毒

機可以物理方法連續式溫湯處理成功代替化學

藥劑消毒，同時可搭配本場水稻有機栽培育苗

技術，以有機非農藥方式處理育苗土及播種，

可有效防止由稻種、土壤及稻殼所帶來之苗期

病害問題，培育健康之水稻秧苗供有機農戶栽

種。

▲白尖病

淺談植物病毒與媒介昆蟲

之關係
作者：巫宣毅 助理研究員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60

前　言
植物是固定生長的生物，在自然界中若

是植物感染了病毒病（傳統稱為毒素病），除

了枝葉接觸造成傷口傳染外，主要的傳播方式

是藉由繁殖能力強與移動能力高的植食性昆蟲

（媒介昆蟲）所傳播。植物得了病毒病後是無

法痊癒的，症狀輕者對植株的生長影響不大，

但是症狀嚴重者可能導致植株衰弱，甚至死

亡。因此，植物病毒的防治，最重要在於拔除

病株並選用健康種苗，減少田間病毒數量，再

來是防除媒介昆蟲，切斷病毒的傳播。

植物病毒的傳播方式
病毒為絕對寄生的病原微生物，必須依賴

活體寄主才可存活，因此病毒會透過媒介昆蟲

傳播。而會傳播植物病毒的媒介昆蟲主要為蚜

蟲類、粉蝨類、葉蟬類、飛蝨類、薊馬類，其

中能傳播植物病毒種類最多的就是蚜蟲和粉蝨

類的昆蟲。媒介昆蟲藉由吸食已感染病毒的農

作物而獲得病毒，若此時帶有病毒的昆蟲再飛

到健康的農作物上取食，就有可能導致病毒感

染。另外，部份植物病毒也會隨者傷口接觸而

傳播，例如摩擦、傷口、嫁接、剪枝都可能使

植物病毒傳播到健康的作物上。

媒介昆蟲的帶毒方式

依據媒介昆蟲保持傳播病毒能力的時間長

短，大致可以區分成以下兩種方式：

保毒時間大約數分鐘到數小時：

媒介昆蟲吸食帶有植物病毒的農作物

後，病毒會暫時停留在昆蟲的口器或食道裡，

等到吸食另一健康的農作物後，才順勢將病

毒傳入，例如蚜蟲就是以此方式傳播木瓜輪

點病毒（PRSV）或是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

（ZYMV）。

保毒時間可達數天以上：

媒介昆蟲吸食受病毒染病的作物後，病毒

會從口器進入到腸胃、再到血液、最後回到唾

腺，此類病毒會於昆蟲體內循環（某些種類甚

至可於昆蟲體內增殖），所以病毒會在昆蟲體

內停留一段時間後（此段時間稱為潛伏期）才

有傳播病毒的能力，例如銀葉粉蝨傳播聖誕紅

捲葉病毒（PLCV），就是以此種方式傳播植

物病毒。

花宜地區主要作物之媒介昆蟲所

傳播之病毒病害
花蓮、宜蘭地區栽培的作物種類很多，以

下針對幾個主要栽培作物的病毒病害及其主要

媒介昆蟲作簡單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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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蟲傳播。得病木瓜新葉生長不良，會產生畸

形、嵌紋、黃化等病徵，果實會產生輪點病

徵，危害嚴重者木瓜生育受阻，產量大減。目

前普遍栽培之商業品種大多感病，台灣中南部

地區為防治此病，會搭設簡易網室以防止蚜蟲

危害，然簡易網室無法承受颱風的侵襲且網室

中的木瓜又容易受白粉病與葉蟎的危害，使得

栽培木瓜的病蟲害防治成本大為提高。

防治要點
選用健康種苗：以無性方式繁殖之作物種

苗，注意選用沒有帶病毒的健康種苗，在農作

物育苗期與定植前，就要確定所有的作物都是

健康的，才可以節省日後病蟲害的防治成本。

選用抗病品種：露天栽培番茄、瓜類等藉

由種子繁殖的作物，容易發生病毒病害，因此

最好選用抗病品種來栽培，以增加收穫量。

設施栽培：以網室或玻璃溫室做設施栽

培，隔離外來帶毒媒介昆蟲傳播病毒的機會。

媒介昆蟲防除：約七成以上的植物病毒

都是由媒介昆蟲所傳播，因此防治病毒病害，

要先減少媒介昆蟲在田間的數量。針對不同作

物的農業害蟲，例如蚜蟲、薊馬、粉蝨及木蝨

等，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推薦之防治措施。長

期作物於冬天整枝時期配合田間蟲害防治；短

期作物注意夏天蟲害大發生前防治。

拔除田間病株：田間感染病毒的作物或是

已經廢園的田區，一定會成為媒介昆蟲獲得病

毒的感染源，因此只要看到新葉生長不良、黃

化、嵌紋等病徵，務必將病株拔除並帶到田區

外銷毀。

結　語
預防勝於治療，是防治植物病毒病害之不

二法門。一旦農作物受到了植物病毒的感染是

無法痊癒的，因此要綜合各種病蟲害之管理方

式，選用健康種苗與拔除病株以減少田間病毒

之感染源，接著隔離或防除媒介昆蟲以減少病

毒傳播之機會，最後配合區域的整合性防治措

施，才可以防止病毒病害大流行。

水稻黃葉病：

主要由黑尾葉蟬傳播之植物病毒。得病水

稻之主要症狀為葉片黃化與分蘗減少，部分葉

尖乾枯或下位葉會全葉枯黃，植株生育受阻且

抽穗時間明顯延遲。

瓜類病毒病：

瓜 類

上病毒種

類很多，

田間複合

感染情形

也相當嚴

重，得病

瓜類會造

成葉片呈

嵌紋、變

形、壞疽等病徵，新葉皺縮、黃化，植株生長

不良甚至果實變小、畸形而無商品價值，不

同病毒的傳播方式也各不相同，其中蚜蟲可

傳播胡瓜嵌紋病毒（CMV）與矮南瓜黃化嵌

紋病毒（ZYMV）、薊馬可以傳播西瓜銀斑病

毒（WSMoV）、粉蝨可以傳播南瓜捲葉病毒

（SqLCV）等，部分病毒又可以由傷口接觸傳

播，因此瓜類病毒病害之危害極為嚴重。

番茄病毒病：

田 間 常

由多種病毒複

合 感 染 ， 蚜

蟲 可 傳 播 胡

瓜 嵌 紋 病 毒

（ C M V ） 、

粉 蝨 可 以 傳

播番茄捲葉病

（TYLCV）、

薊馬可以傳播番茄斑萎病毒（TSWV）等，得

病番茄新葉淡綠嵌紋，葉黃化或變小甚至成絲

狀、莖矮化或成叢生狀，落花、劣果，導致減

產。

柑桔萎縮病：

柑桔萎縮病毒（CTV）主要是由嫁接或

蚜蟲傳播。一旦感病品種受感染，葉片會黃化

捲曲甚至萎凋枯死，部分品種會出現木質部凹

陷病徵。根據2007年蔡氏等人的研究報告指

出，柑桔萎縮病於台灣田間重要經濟品種的感

染率將近100％，不過文旦、白柚、西施柚之

感染比率甚低。

木瓜輪點病：

木瓜輪點病毒（PRSV）在田間主要是由

▲南瓜病毒危害，造成嵌紋與畸葉

病徵

▲瓜類葉背蚜蟲危害

▲木瓜輪點病毒危害，葉部呈現黃綠不均之病徵

▲番茄病毒病危害，新葉黃化縮小

▲番茄葉背粉蝨危害，圖片中央兩隻有翅

膀的為成蟲，其餘小點為若蟲

▲木瓜輪點病毒危害，果實上有輪點

病徵

6

花蓮區農業專訊第七十二期 2010.6月號

7



蚜蟲傳播。得病木瓜新葉生長不良，會產生畸

形、嵌紋、黃化等病徵，果實會產生輪點病

徵，危害嚴重者木瓜生育受阻，產量大減。目

前普遍栽培之商業品種大多感病，台灣中南部

地區為防治此病，會搭設簡易網室以防止蚜蟲

危害，然簡易網室無法承受颱風的侵襲且網室

中的木瓜又容易受白粉病與葉蟎的危害，使得

栽培木瓜的病蟲害防治成本大為提高。

防治要點
選用健康種苗：以無性方式繁殖之作物種

苗，注意選用沒有帶病毒的健康種苗，在農作

物育苗期與定植前，就要確定所有的作物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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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農業害蟲，例如蚜蟲、薊馬、粉蝨及木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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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作物於冬天整枝時期配合田間蟲害防治；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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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廢園的田區，一定會成為媒介昆蟲獲得病

毒的感染源，因此只要看到新葉生長不良、黃

化、嵌紋等病徵，務必將病株拔除並帶到田區

外銷毀。

結　語
預防勝於治療，是防治植物病毒病害之不

二法門。一旦農作物受到了植物病毒的感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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